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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胡特表示，印尼和韩
国之间是互补的国家，是
互惠互利的商业伙伴。

周五（24/3）,他在雅
加达Instagram发文称，“
印尼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
和巨大的电动汽车市场份
额，是发展电动汽车产业
及其支撑生态系统的美好
未来。”

除了有关电动汽车产业
的投资，还讨论了游客旅
行的便利性，即可考虑对
印尼公民实施落地签证的
政策，就像日本提供印尼
的服务便利一样。

鲁胡特将在韩国停留几

天，参加印尼和韩国之间
的高级别会议，以纪念两
国建交50周年。

他还表达其自信能够吸
引该人参之国更多的企业
到来投资。

“我很热心，因为必
须充分利用这个重要的时
刻，从韩国争取更多投
资。”

鲁胡特也对秋庆镐和韩
国政府致力于保证韩国在
印尼的投资按计划进行而
表达赞赏和感谢。

“希望在斋戒月的祝
福下，印尼和韩国之间的
首次高层会议能够为两国

取得重大成果。”他如斯
说。

此前，鲁胡特曾表示，
政府意识到发展基于电池
的电动汽车（KBLBB）产业
生态系统是个战略领域，
可支持印尼的可持续发
展、在加速创新和加速脱
碳方面具有巨大潜力。

因此，政府正式启动一
项计划，以便立即实现大
规模采用电池电动汽车。

鲁 胡 特 肯 定 ， 加 速
KBLBB计划也将对创造极
多的就业机会产生积极影
响。特别是在KBLBB工业生
态系统领域。

另一方面，提供奖励援
助确实可以提高印度尼西

鲁胡特会见韩国副总理

讨论电动汽车生产链至旅游业投资
【本报讯】海事与投资统筹部长鲁胡特·班

查伊丹（Luhut Binsar Pandjaitan）会见了韩国

副总理兼财政部长秋庆镐（Choo Kyung-Ho）

，讨论有关电动汽车(EV)生产链至旅游业的

投资机遇。

印尼拥有丰富的自

然资源和巨大的电

动汽车市场份额。

海事与投资统筹部长Luhut Binsar Pandjaitan（中）会见韩国副总理兼财政部长秋庆镐
（右）后合影一瞥。

亚在该领域更加吸引投资
的竞争力。这也是一些国
家积极鼓励采用KBLBB并
提供各种激励措施之后，
我们所采取的措施。

购买电动摩托车以及
转换为电动机的援助计划
已于本周一（20/ 3）生
效。

“此外，对于四轮及以

上的电池电动汽车，包括
公共汽车，我们称之财政
激励计划，将于4月1日公
布其政策的启动。”他如
是说。（fd）

【本报讯】印尼工商会
总主席兼东盟商业咨询委
员会（ASEAN-BAC）主席
阿斯加德·拉希德（Arsjad 
Rasjid）强调，今年3月20日
至22日在中爪哇马格朗县举
行的2023年东盟经济部长务
虚会已成功解决经济和贸易
的五项优先问题。

周五（24/3），阿斯加
德在雅加达表示，这五项
优先问题是数字化转型、
可持续发展、卫生、粮食
安全以及贸易和投资。

这五方面将包含在东
盟-BAC遗留项目，即数字
借贷平台、东盟净零中心、
卓越碳中心、东盟商业实
体、东盟一次性行动和包容
性的闭环模式农产品。

阿 斯 加 德 阐 明 ， 东
盟-BAC优先问题倡议获得
东盟地区所有经济部长的
支持，旨在实现一体化、
互联和可持续的东盟经济
伙伴关系。

值得注意的是，根据东
盟秘书处的数据，2019年
东盟内部贸易仅占该地地
区贸易总额的23.5%，其
余76.5%是与外部伙伴的
贸易。

阿斯加德指出，东盟
面临三大挑战。首先，这
地区非关税壁垒逐渐普
遍。第二是东盟单一窗口
（ASW）倡议的数字化程

度仍有待提高，第三是需
要提高东盟地区技术员工
的流动性。

因此，需要一种有效的
方法来消除非关税壁垒并
提高东盟内部的贸易。

投资最先进的技术和协
调区域的海关程序，以最
大化使用单一窗口是必要
的。

此外，需要协调东盟相
互承认协议，以创建一个
综合的东盟劳动力市场，
这关系到成员国之间有不
同的规定。

近一个月来，东盟-BAC
先后到多个东盟国家进行
路演，商讨并达成协议。
即便如此，工商会仍然对
东盟商业家提供的意见持
开放态度。

“东盟-BAC致力于在印
尼东盟-BAC的领导下提升
东盟中心地位并促进更大
的贸易包容性，”他如是
说。（fd）

【本报讯】3月初，政
府宣布为电动摩托车提供
补贴计划，这被称为政府
对生产商的援助。最初，
据称已满足至少40% 国内
元件水平（TKDN）要求的
生产商有3家。政府电动车
补贴政策指南于3月20日正
式出台，至今补贴对象增
至8家，13款型号电动摩
托车。据工业部称，目前
向政府提出了提供援助请
求的生产商有7家，12款型
号电动摩托车。

另一方面，在不到两
周时间内，各家生产商的
电动摩托车已获得国内元
件水平超过40%的证书。
本周一召开的新闻发布会
上，有资格获得每辆700
万盾补贴的电动摩托车
品牌只有Gesits、Sel is和
Volta。政府为20万辆新的
电动摩托车和5 万辆改装
的电动摩托车准备了高达
1.75 万亿盾的预算。

事实上，国内元件水平
加速上升确实令人鼓舞，
因为这说明国内元件在电
动摩托车的使用中越来越
多。问题在于，国内元件
使用率上升显然更多是由
其计算公式变化引起的。

政府通过工业部颁布
了关于电动车路线图和产
品规格的新规定，包含在
2022年第6号工业部长条
例，对之前正式废止的
2020年第27号工业部长条
例进行修订。有显著性差
异，其中有电动车生产目
标的变化和国内元件水平
的制定。显著性差异在于
国内元件水平的制定，包
括主要组件制造过程、支
持组件、开发和组装。

在2022年第6号工业部
长条例中，组装过程占据
更大的比例。20 2 0年至
2 0 2 3年期间，包括劳动
力和劳动工具评估在内的
组装过程国内元件水平

占20%，而2024 年及以
后，组装方面的比例将达
到 12%。

在之前正式废止的2020
年第2 7号工业部长条例
中，两轮车和四轮车组装
方面的比例只有10%。电
池、动力传动系统等组件
制造方面的比例占 55%，
而支持组件占15%。

问题在于，该新政策除
了将组装方面的比例改得
更大之外，也降低了支持
组件和主要组件制造方面
的比例，分别为 10%和
50%（2024 年及以后将达
到58%）。

随着新的国内元件水平
制定的颁布，其结果是，
即使是以全散件（CKD）和
大部拆解散件（IKD）形式
的电动汽车及零部件的进
口量也将继续增加。这样
一来，得益于政府补贴政
策的生产者将越来越多。
（cx）

政府颁布新规定

电动摩托车补贴对象增多
东盟商业咨询委员会强调

已解决东盟经济五项优先问题

印 尼 工 商 会 总 主 席 兼
ASEAN-BAC主席Arsjad 
Rasjid致辞。

【本报讯】今年1月至2月
期间，汽车产业贸易顺差为
1.69亿美元（约合2.5 万亿
盾），同比增长23.9%。

中央统计局（BPS）数
据显示，今年 1月至2月期
间，代码为HS 87的汽车及
零部件出口额为19亿美元
（约合28.9万亿盾），而
具有相同代码的汽车进口额
高达17亿美元（约合26.4
万亿盾）。

同一个数据显示，去年1
月至2月汽车出口贸易差额
录得15亿美元（约合22.6
万亿盾），而同期进口额

为13亿美元（约合20.7万
亿盾）。在此期间，顺差
总计录得1.36亿美元（约
合2.06 万亿盾）。

印 尼 汽 车 产 业 协 会
（Gaikindo）秘书长库库·
库马拉表示，该成绩不应该
止步于这个数字，需要不断
将其提升。

周五（3月24日），库库
对媒体说：“我们很庆幸，
终于有了实质性增长，但我
们不想止步于此，还想继续
提升，以前有83个国家出口
目的地国家，现在有90多
个，我们将继续努力和汽车

业巨头建立密切合作。”
此外，库库也对印尼汽

车业巨头持续将出口业绩提
高表示赞赏。往后将努力增
加出口目的地国家数量和出
口的类型。

他还解释说，所以能够
取得该成绩是由于与欧洲
地区相比，东盟国家获得
相对较好增长，欧洲地区
仍然受到地缘政治、能源
战争等内部因素的制约。

据悉，今年1月至2月
期间，CBU汽车出口总量
为8万9790辆，同比增长
60.2%。（cx）

【本报讯】海关总局否
认2019年旧衣服进口量和
进口额高与旧衣服大幅流
入二手市场有关。海关总
局服务使用者沟通和指导
总监尼尔瓦拉·泰维·赫
尔安托表示，2019年旧衣
服进口量大并不是流入二
手市场进行买卖。

尼 尔 瓦 拉 对 媒 体
说：“20 1 9年进口量录
得上升和二手衣服交易量
上升有关，是没有的事
情。”

据他称，中央统计局记
录为HS 63090000的旧衣
服等旧商品是属于个人物
品和涉外物资的旧衣服进
口数据。

中央统计局指出，2019
年印尼旧衣服进口额达到
60 0万美元（约合92 8亿
盾），而进口量为417.7
吨。在新冠疫情暴发时，
旧衣服进口额仅为4 9万
3983美元（约合 75亿盾）
，而进口量为65.9吨。

2021年，印尼疫情仍处
于高位流行态势，当时旧
衣服进口额为4万4136美
元（约合6亿7410万盾）

，而进口量为8吨。随着“
社会活动限制”防控措施
放松，2022 年，旧衣服
进口额增至27万2146 美
元（约合42.1亿盾），而
进口量增至227.75%成为
26.22吨。

此前，中央统计局长
马尔格·尤沃诺称，确实
记录了旧衣服等二手物
品进口，将其记录为HS 
6 3 0 9 0 0 0 0，是通过快递
公司从国外进口的，是属
于个人物品，但并不属于
非法进口的二手物品。此
外，也用作国内产业的原
料。（cx）

旧衣服进口量达417.7吨

海关总局称与非法购买二手货无关

财政部海关总局工作人员正在检查流入印尼的非法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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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印度尼西
亚银行 (央行 / B I ) 报告
称，2023年3月20日至21
日期间，国内金融市场的
外国资本净流出高达1400
亿盾。

周 五 （ 2 4 / 3 ） ， 央
行公关部执行经理欧文
（ErwinHaryono）在雅加
达发表官方声明称，

外国资本净流出其中是
政府有价证券(SBN)市场总

值500亿盾和股票市场总值
900亿盾。

从2023年1月1日至3月
21日，进入SBN市场的净外
国资本为41.98兆盾，流入
股市的为1.07兆盾。

此外，欧文表示，印尼
10年期SBN的收益率跌至
6.86%水平。印尼债券的
收益率水平更具吸引力，
远低于美国债券或10年期
美国国债的收益率，后者

跌至3.427%水平。
此外，截至2023年3月23

日，印度尼西亚的5年期投
资风险溢价（信用违约互
换/CDS）从2023年3月17
日的103.66个基点上升至
104.21个基点(bps)水平。

与此同时，周五（3月24
日）盾币兑美元汇率开盘
升至15,140盾，高于周二
（21/3）收盘时的1美元兑
15,340盾。（fd）

汽车产业贸易顺差2.5万亿盾 增长23.9%

印度尼西亚银行称

外国资本净流出1400亿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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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论

节日期间银行流动性宽松
但须提防通货膨胀率飙升
各家银行为迎接斋戒月和开斋节，都在增加现金资

金以满足人们的需求。所有银行都预计对盾币的需求会
增加，然而另一方面，政府也预计通货膨胀会飙升，非
提防这一点不可。

例如，印度尼西亚国家银行 (BNI)为202年斋戒月和
开斋节期间的需求，准备了价值45.87兆盾的现金，与
2022年同期相比增加了5.4%。

印尼国家银行公司秘书鲁沙托莫（Okki Rushartomo）
于2023年3月22日星期三在雅加达发表的一份官方声明
中表示，这笔现金将分配给自动取款机（ATM）、客户
关系管理（CRM）和网点。他还估计，雅加达、茂物、
德博、丹格朗和勿加西（雅京周近）地区的现金需求可
能达到准备现金总额的19%。鲁沙托莫说：“斋戒月和
开斋节是银行提升交易业绩的动力。” 

因此，银行努力改善对客户的服务能力。可以估
计，斋戒月的资金周转将会增加。特别是现在政府已经
放松了公民的流动，并撤消社交活动限制（PPKM）政
策。

因此印尼央行(BI)要求公众在购物时不要仓促行事，
要明智一些。央行廖内代表处负责人穆罕默德·努尔
(Muhamad Nur)说：“基本商品的价格一直波动上升，
或促使人们大量购买。这种情况当然对市场不利，”。

上述警告确有道理。即如内阁秘书普拉莫诺·阿农
（Pramono Anung）在佐科威总统的指示下签署的中央
政府通告一样。通告书要求政府官员不要举办一起开斋
的活动。原因是要提防新冠肺炎的传播，而该政策也与
控制通货膨胀有关。

斋戒月期间，人们对商品，特别是某些食品的需求
有所增加。人们担心这种骤增的需求将导致价格上涨，
从而引发通货膨胀。此外，斋戒月和开斋节促使社区需
求增加，因为许多庆祝活动都是与家人和亲人们一起举
行的。

预计保持在较低水平的通货膨胀率，会让人们相
信，今年通胀将得到控制。由于2022年上半年大宗商品
价格低迷，2023年上半年通胀仍处于高位。一位观察家
不久前说：“我们仍然认为，除2023年3月至4月斋戒月
和开斋节庆祝活动的季节性因素外，年度通货膨胀率将
继续下降。”

由于进入斋戒月和开斋节，3月和4月的通货膨胀率
有所上升，是合理的估计。这种模式几乎每年都在重
复，因为对生活必需品，特别是食物和衣服的需求将会
增加。同样，由于人员流动性非常高，交通运输费用预
计将大幅上升。

今年的开斋节适逢水稻收获季节，因此粮食供应将
会充足。人们希望食品价格，尤其是大米价格能够得到
控制。此外，政府还计划进口优质大米，以保证库存的
充足。

然而另一方面，农场层面粮食价格最近的下降趋势
将对农民的收入产生负面影响。在这个收获季节，稻农
的购买力却没有提高。这一事实的确可悲，我们社会的
一大部分人确在承受购买力的压力。

这种情况应该非常明智地加以处理。一方面，我们
一致认为有必要控制通货膨胀，使经济增长不受物价上
涨的影响。然而另一方面，又不能无视我们社会中有很
大一部分人无法提高自身的能力和购买力的事实。

对于中上阶层来说，他们尚能承受商品价格的小幅
上涨。然而，社会低收入阶层，特别是农民的购买力仍
然面临压力，因为通货膨胀控制政策实际上剥夺了他们
获得更高收入的机会。

这种情况应该引起政府的关注。因为农业部门的持
续衰落将导致收入分配继续不平等，并成为发展的负
担。

“佐科威总统在局部
内阁会议中决定，我们提
早两天为开斋节共同假
期，即4月19日至20日，
目前我们仍根据三名部
长（SKB 3）的规定，
即4月21日开始至26日结
束。”布迪如斯说道。

布迪还表示，提早两
天为开斋节共同假期，
避免今年的开斋节返乡
高峰。若根据三名部长
的规定，社会大众肯定
将于4月21日返乡。虽然
如此，居民不一定将在4
月26日返回，主因是可

为减少堵车问题

政府决定提早两天为开斋节共同假期
【本报讯】交通部长布迪·卡里亚·苏

马迪（Budi Karya Sumadi）于3月24日在

国家宫出席局部内阁会议后向记者表示，

政府赞同对今年的开斋节共同假期进行调

整，政府决定自4月19日至25日为开斋节

共同假期，原先是在21日起为开斋节共同

假期，开斋节共同假期将在4月25日结束。 

以延长开斋节假期，即4
月30日和5月1日为国定
假日。

此外，宗教部长、劳
工部长和教育与文化部

长有权决定开斋节共同
假期，开斋节共同假期的
调整已通过法律上决定，
并等待进一步正式宣布此
事。（yus）

廖内群岛省长期望

2023年地方激励资金将达400亿盾

交通部长布迪·卡里亚·苏马迪。

【本报讯】交通部长布
迪·卡里亚·苏马迪（Budi 
Karya Sumadi）于3月24
日在一份新闻发布会中表
示，雅京东区哈林火车站
建设进度已经完成90%，
我们必须确保在哈林火车
站的安全和服务，致使社
会大众进出哈林火车站更
加方便。 

布迪部长此前与雅京特
区暂摄省长赫鲁布迪哈尔
多诺（Heru Budi Hartono）
于23日视察在雅京东区的
哈林火车站建设进度，哈
林站可以与其他公共交通
结合，其中有雅茂德勿轻
轨铁路（LRT Jabodebek）
、雅万高铁、TransJakarta
等其他公共交通工具。

哈林火车站和雅茂德
勿轻轨铁路建设工程将于
20 2 3年中旬竣工。我们
冀望在勿加西、茂物和万
隆居住的居民可以乘坐公
共交通汽车，不坐私人汽
车，这也可以提高居民
乘坐公共交通的兴趣。此
外，交通部赞赏雅京特区
省政府协助中央政府实现
公共交通结合的目标，尤
其是已经完成90%的哈林
火车站建设工作。

“我们与雅京特区省
政府、印中高铁公司（PT 
KCIC）、雅茂德丹勿轻轨
铁路（LRT Jabodetabek）等
其他相关部门进行沟通和
协调工作，致使哈林火车
站和雅茂德勿轻轨铁路建
设项目更快竣工。”布迪
这样说道。

赫鲁布迪透露，雅京特
区省政府支持中央政府实
现在哈林火车站的公共交

通结合，我们已与雅京东
区市长对征地的问题进行
有效沟通。

雅茂德勿轻轨铁路可
以解决减少堵车的问题，
尤其社会大众要进入雅加
达。雅茂德勿轻轨铁路可
以容纳740人，轻轨铁路间
隔时间为3到6分钟。

雅 茂 德 勿 轻 轨 铁 路
可 以 通 过 1 8 个 车 站 ，
其中Dukuh Atas车

站、Setiabudi车站、Rasuna 
S a i d车站、K u n i n g a n车
站、Pancoran车站、Cikoko
车 站 、 C i l i w u n g 车
站、Cawang车站、TMI I
车站、Kampung Rambu-
t a n车站、C i r a c a s车站, 
Ha r j am u k t i车站、Ha l im
车站、Jatibening Baru车
站、Cikunir I车站、Cikunir 
II车站、Bekasi Barat车站和
Jati Mulya车站。（yus）

交通部称哈林火车站建设已完成90%

交通部长布迪与雅京特区暂摄省长赫鲁布迪哈尔多诺于3月23日视察在雅京东区的哈林
火车站建设进度。

【本报讯】印尼伊斯
兰教士联合会（PBNU）
总主席叶海亚·乔里尔
（Yahya Chol i l Staquf）
于 3月 2 4 日拜访国家宫
并与佐科威总统举行会
面。此次会面向总统汇
报于2月7日在东爪哇省
西图利租举行的一系列
纪念伊联诞生一世纪的
活动。

“我在这次会面中向
佐科威总统汇报在西图
利租成功顺利举行的一系
列纪念伊联诞生一世纪活
动。”叶海亚如斯说道。

叶海亚在当天表示，
这次伊联纪念诞生一世纪

安排了国内和国际系列活
动的工作计划，伊联此前

成功举行G20宗教论坛会
议。（G20 Religion Fo-

rum, R20）和国际戒律
文明论坛会议。通过这两
场大规模的国际活动，必
须通过加强国际和多边主
义的方式专注于世界和平
努力，致使我们可以收到
所有机构和部门提出的意
见。

国际多边平台的其中有
国际足联（FIFA）、联合
国（PBB）等都必须加强
它们的存在和作用。

叶海亚评价，日前伊
联已与政府所有部门和
机构签署一份谅解备忘
录，佐科威总统在当天
对伊联提交的报告表示
欢迎。（yus）

伊联总主席拜访国家宫与佐科威总统会面

伊联总主席叶海亚·乔里尔于3月24日拜访国家宫并与佐
科威总统举行会面。

【本报讯】廖内群岛
省长安萨尔.艾哈迈德
（Ansar Ahmad）期望
今年能够从中央政府获
得400亿盾地方激励资金
（Dana Insentif daerah 
/DID），用于帮助渔民
和农民，以及作为岛际
交通补贴。

安萨尔周四（23/3）
在丹戎槟榔说，廖内群
岛省政府在2022年获得
240亿盾地方激励资金。
廖内群岛省在2021财年
赢得全国第五大地方预
算支出吸收类别奖，以
及在2 0 2 2财年实现全
国第二高地方收入。到
2023年底，我们乐观地
认为将获得大约400亿盾
的地方激励资金，因为
我们一次赢得了两个奖
项，击败了其他36个省
份。

安萨尔表示，在2022
年，廖内群岛地方预算
支出吸收率接近97%，
是过去五年中的最高水

平。而地方收入则超过
达107%。通常，地方
收入对廖内群岛地方预
算的贡献约为32%，但
2022年增加至42.9%。

安萨尔鼓励县/市政
府 获 得 类 似 奖 项 。 今
年 ， 廖 内 群 岛 的 七 个
县/市均未获得奖项。
而在2 0 2 2年，只有丹
戎槟榔市获得奖项。他
要求县长/市长积极控
制和评估地方预算的支
出，以及地方收入的成
就。

“ 为 什 么 这 如 此 重
要，因为它关系到获得
地方激励资金的金额，
以增加地方财力，”安
萨尔说。

安 萨 尔 非 常 赞 赏
和 感 谢 区 域 设 备 组 织
（OPD）负责人在地方
预算支出方面的辛勤工
作。他希望内政部颁发
的两个奖项，能够鼓励
廖内群岛省政府各级人
员的工作热情。（pl）

【本报讯】中爪哇省梭
罗市Sebelas Maret公立大
学（UNS）与中国四川省
成都市西华大学（Xih u a 
Univers i ty/XHU）成功创
建国际合作中心。

印尼驻华大使周浩黎
（Djauhari Oratmangun）
周五（3月24日）在北京
说，UNS和XHU之间的合
作是“Merdeka Belajar-
Kampus Merdeka”计划的
一种实施形式。

在3月 1 4日至 1 9日的
成都国际电影节期间，
周浩黎大使与西华大学
校长刘树根一起为该国
际合作中心主持落成仪
式。周浩黎说，自20 1 8
年3月签署谅解备忘录以
来，UNS和XHU之间的合
作就已经建立。两所公
立大学共同推动经贸、
文化和人文等领域的各
种研究合作。

除了国际合作中心之

廖内群岛省长安萨尔.艾哈迈德（Ansar Ahmad）

梭罗UNS与西华大学创建国际合作中心

许多大学生于3月9日在中爪哇省梭罗市的Sebelas Maret公立大学（UNS）出席毕业典礼后离
开礼堂。UNS与中国四川省成都市的西华大学建立国际合作中心。

外， U N S和 X H U此前于
2018年11月已成立巴蜀和
爪哇文化研究中心，并于
2022年5月成立了国际经
济与贸易研究中心。

周浩黎大使和几位东盟
国家的外交官一起视察由
UNS讲师在线举办的蜡染
作坊研讨会，多名西华大
学大学生参加该研讨会。

西华大学的大学生赠送
身着蜡染布的熊猫公仔给
周浩黎大使和中国—东盟
中心秘书长史忠俊作为纪
念品。（p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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贸易部副部长耶利·
桑布阿卡（������ ���������� ����
b u � g �）于2 1日在马格
朗说：“在与东盟九国
的贸易中，我国只有对
泰国和老挝出现轻微逆
差，与其他东盟国一直
是顺差。因此，也许稍
后政府可以与泰国和老
挝一起解决这个问题，
如 何 使 我 国 对 泰 国 和
老挝进出口活动强劲增
长，并出现顺差。”

贸易部副部长耶利解
释说，与老挝的逆差并
不大，因为与其他东盟
成员国相比，与老挝的
贸易额相对较小。通过
AEM，贸易部希望我国扩

大对泰国和老挝贸易，
使我国对这两国的贸易
出现顺差。

贸 易 部 的 首 要 任 务
之一是通过出口具有附
加值的制成品，例如电
子、制造业产品和食品
加工配料，来扩大贸易
量。

“ 造 成 贸 易 顺 差 的
商 品 是 制 成 品 。 很 明
显，我国将出口的是制
成品，将尽量不从泰国
和老挝进口，”他解释
道。”

贸易部副部长说，从
贸易的角度来看，我国
始终确保与任何国家，
包括东盟和其他战略伙

伴的双边和多边贸易关
系，这是通过迄今为止
达 成 的 贸 易 协 定 实 现
的。

即使迄今，我国签署
了27个贸易协定，涉及
亚洲、欧洲、非洲、美
洲和澳大利亚。

“这意味着我国对与
任何国家建立贸易关系
持开放态度，”他说。

在过去五年中，我国

与所有东盟国家的贸易
一直在增长。2022年与
东盟国家的贸易差额将
达到1117亿美元。� 出口
615亿美元，进口502亿
美元，顺差113亿美元以
上。

“ 我 想 确 保 非 石 油
和天然气商品的出口达
39.2亿美元，而2023年
对外贸易顺差达780亿美
元，”他说。(er)

通过2023年东盟经济部长务虚会

我国寻求与老挝和泰国贸易顺差
【本报讯】我国政府通过贸易部利用在

中爪省马格朗（M�g�l�ng）举行的2023

年东盟经济部长� （AEM）务虚会，作为

推动与老挝和泰国贸易顺差的动力。

3月21日（周二），2023年东盟经济部长（AEM）务虚会
与会部长和代表团在中爪省马格朗Enam Langit by Plataran
旅游景点合影留念。

【本报讯】投资部/
投资统筹机构（BKPM）
支持绿色工厂建设，作
为减少碳排放的努力。

投资部/BKPM主管投
资促进事务助理努鲁·
伊宛（Nu�ul� Ichw�n）
在回应一家涂料制造商
在万丹省西冷县Cik�nd��
镇建设新工厂时给予了
支持。这家涂料制造商
采用绿色工厂理念，将
碳排放量减少了7%。

努鲁于2 4日在雅加
达发布的书面声明中表
示 ： “ 我 希 望 这 项 创
新可以成为其他公司在
2060年实现零碳排放目
标的榜样。”

涂料生产商Mowi l�x�
Indon�si��准备通过在万
丹省西冷县Cik�nd�� 镇
的绿色概念工厂建设，

将碳排放量减少7%。
该工厂投产仪式由投资
部/�BKPM主管投资促进
事务助理努鲁·伊宛主
持。

Mowil�x�Indon�si�公司
总监�Novin�� Tj�hj�di�表
示，这座绿色概念的工
厂配备了最新的生产机
器技术、无浪费的水处
理，并在户外实验室进
行测试，以生产和测试
高质量的涂料。

此外，她补充说，公
司还将柴油叉车转改使
用电动叉车。

“ 我 们 感 到 自 豪 ，
因为这项业务能够产生
积极影响，即减少碳消
耗 。 公 司 将 确 保 所 有
的活动始终以保护消费
者的环境为基础，”她
说。(er)

涂料制造商建设绿色工厂

投资部表示支持

投资部/ BKPM主管投资促进事务助理Nurul Ichwan（右）
视察涂料生产商Mowilex Cikande 镇绿色工厂。

【本报讯】海事与投
资统筹部长鲁胡特·班
查伊丹（Luhut� Bins���
P�ndj�it�n）透露，政府看
好电池交换方式，以降低
电池式电动车（KBLBB）
的价格。

他日前在雅加达召开
的新闻发布会上说：“所
以在家充电，也可以换电
池。政府希望电池交换能
尽快运行。”

根据� 鲁胡特的说法，
支持电池式电动车的所有
步骤都将分阶段进行。他

还表示，使用更换电池的
方法有望降低�电池式电动
车，尤其是电动摩托车的
价格。

“这一切都是循序渐进
的。�我们无法一下子完成
所有工作。但最终，我们
还将进行电池更换，这将
降低摩托车的成本，因为
电池目前仍位于塑料舱内
的座椅下方，”他说。

尽管这仍然是渐进的，
但鲁胡特强调，政府将在
未来两年内继续推动电动
汽车的使用率提高10%。

他希望，若电动车使用
率越来越多，将鼓励新生

产中心的发展，从而刺激
国内生产。�(er)

政府看好电池交换方式 以降低电池式电动车价格

海事与投资统筹部长Luhut Binsar Pandjaitan（中）出席于20日
在雅加达召开的新闻发布会。

【 本 报 讯 】 位 于 东
加 省 北 佩 纳 扬 巴 塞 尔
（P�n�j���P�s���Ut���）
县 和 库 台 卡 塔 内 加 拉
（Kut�i� K��t�n�g���）
县的努山达拉国家首都
（IKN）建设，有望吸引
制药公司或工厂来投资。

印 尼 药 剂 师 协 会

（ I A I ） 北 佩 纳 扬 巴 塞
尔 县 分 会 主 席 纳 斯 伦
（N � s � u n）日前在佩纳
扬说：“我希望制药公
司或工厂能在国家首都
努山达拉投资建厂。”

这一向以来，� 东加
省的药物供应来自爪哇
岛，所以若东加省有制

药厂，就能满足当地的
需求。

纳斯伦还希望，印尼
药剂师协会北佩纳扬巴
塞尔县分会成员能参与
努山达拉的建设，尤其
是在为国家首都工程建
筑项目工作人员提供药
房或药物方面。

“随着人口越多，对
药物和医疗设备的需求
也越来越大，”他说。

努山达拉将取代雅加
达成为我国的新首都。
随 着 建 设 工 程 持 续 推
进，在北佩纳扬巴塞尔
县的药房业务的发展非
常迅速。(er)

国家首都建设有望吸引制药公司或工厂来投资

图为努山达拉国家首都零点处。

【本报讯】国营机场运
营商Angk�s�� Pu��� I公司
（AP� I）在2023年4月15
日至30日的开斋节运输期
间全天24小时运营三个机
场。

AP� I公司总裁F�ik�
F � h� i在雅加达举行的讨
论上说：“将来AP� I公司
将有三个机场在2 4小时
运营，即位于登巴萨的I�
Gusti�Ngu��h�R�i机场、位
于Ujung� P�nd�ng的�ult�n�
H�s�nuddin机场，及位于
万鸦老的���� R�tul�ngi机
场。”

他解释说，在2023年开
斋节运输期间，15个机场
运营商将在223个小时期
间运营。

他解释说：“但我们
需要传达的是，AP� I所有
机场的情况都处于待命状
态，可以2 4小时运营，
所以，即使有营业时间，
我们的状态是在24小时待
命。这意味着，若需要额
外的营业时间，我们将非
常灵活地进行调整。”

AP� I公司预计，返乡
潮的高峰期是在2023年4

月18日，而返程客流是在
2023年4月26日。AP� I公
司也表示乐观，在2023年
开斋节期间的游客数达到
338万人次，比2022年约
增加了36%。

同时，预计在2023年开
斋节运输期间的航班量将
达到27510架次，与2022
年同期相比增长约28%。

为确保有效和高效的服
务，AP� I应用了实施基于
流量的运营管理的概念。

“运营时间是根据所服
务的流量进行了调整，我
们已经这样做了，已经非
常有效，包括在爆发新冠
病毒疫情大流行时，我们
能够把效率水平相当高，
让我们提供的服务质量变
得有效，”他这么说。

他希望，基于流量的运
营管理理念能够提高运营
效益和效率、优化机场设
施和基础设施的使用、改
善服务并优化资源管理。

“这对AP� I公司很重
要，因为这是我们有效管
理我们的机场，所以这是
一种相当有效的方法，”
他进一步称。(vn)

2023年开斋节运输期间

AP I有三座机场24小时运营

图为国营机场运营商Angkasa Pura I公司（AP I）总裁Faik 
Fahmi在雅加达举行的讨论中。

【本报讯】我国七个
棕榈油生产商与棕榈油生
产国理事会（Council� of�
P�l��Oil�P�oducing�Coun�
t� i�s，简称CPOPC）向洪
都拉斯的农民提供了10.2
万颗发芽种子（G�）援
助。

CPOPC�书长Ri��l�Af��书长Ri��l�Af�Ri��l�Af�
f�ndi� Luk��n表示，提供
该援助是为了减轻洪都拉
斯小型油棕农在2020年11
月20日遭受飓风埃塔和伊
奥塔自然灾害的负担。

他在雅加达发布书面声
明中说：“提供油棕种子
援助是为了协助洪都拉斯
小型油棕农重建他们受损
的油棕种植园。这项援助
至少将包括估计受损4988
公顷油棕地中的337公顷
的小农土地。”

他认为，这种援助也
是CPOPC成员为CPOPC所
有成员团结努力的承诺，
更何况，洪都拉斯是继印
尼和马来西亚之后的第三
个CPOPC成员之一，将于

2023年5月正式成为正式
成员。

他续说，除了提供油
棕种子的援助之外，洪都
拉斯农民还将从苗圃（发
芽）阶段进行中获得种植
油棕的援助。

上述油棕种植援助是
由CPOPC提供的20000颗
油棕种子、来自我国种子
生产商的七家代表提供的
62000颗油棕种子，及马
来西亚种子生产商提供的
20000颗种子组成。

“这种合作努力是所
有的利益相关者共同努力
解决棕榈油可持续影响时
可以取得成就的一个重要
例子。像这样的伙伴关系
是现今工业所需要的，以
应对不仅是自然灾害的影
响，而且对棕榈油的歧视
性政策，”他如斯说。

他继续说，随着CPOPC
成员增加，洪都拉斯是
CPOPC的第三个成员，希
望这将在全球范围内提供
新的力量和更强的承载能

力，并共同建设可持续的
棕榈油。

到目前为止，有潜力成
为CPOPC新的成员将继续
增长，其中是巴布亚新几
内亚、厄瓜多尔、哥伦比
亚，及泰国。�他称，在所
有这些国家中，农民经营
的油棕种植园平均占土地
总面积的70%。

在此之际，经济统筹
部长艾尔朗卡·哈尔达托
（Ai�l�ngg�� H��t��to）声
称，向洪都拉斯农民提供
油棕种子援助的倡议非常
恰当，表明印尼致力于与
棕榈油生产国之间合作和
团结。

“这种种子援助应被
评为迈向棕榈油生产国之
间建立更好合作的第一
步，”他说。

他还欢迎洪都拉斯成为
CPOPC的新成员，并对确
保种子的可用性、行政完
整性和及时物流以顺利分
配发芽种子的各个相关方
表示感谢。(vn)

图示在万丹省苏加诺—哈达机场举行向洪都拉斯受Eta和 
Iota风暴影响的农民发送棕榈种子的仪式。

我国棕榈油生产商与CPOPC成员

一起向洪都拉斯农民提供油棕种子

【本报讯】海事和投
资协调部长鲁胡特·班
查伊丹（Luhut� Bins���
P�ndj�it�n）表示，正在继
续与总部位于美国的电动
汽车制造商—特斯拉公司
进行谈判，并表示谈判过
程已取得进展。

但他并没有透露太多，
因为我国政府还受与特斯
拉的保密协议（NDA）约
束。

“我们还受与特斯拉的
保密协议约束，但我说，

我们的谈判过程已取得先
进的进展，”他说道。

他还不愿回答有关特
斯拉有意在我国建厂的问
题。

“我还受与特斯拉的保
密协议约束，”他续说。

海事和投资协调部长本
人希望，为购买电池式电
动车（KBLBB）提供政府
援助和财政激励的政策，
可以成为电动汽车制造商
的投资吸引力。

他还确认，他正在与特

斯拉和来自中国的BYD公
司进行谈判，以便可以进
入并在我国投资。

除了这两家电动汽车公
司外，我国已经有生产电动
汽车的汽车制造商，即现代
和五菱公司。甚至，他称，
现代将建造一座新工厂。

“现代已经计划建造新
的工厂。我们看到五菱确
实不错。我们希望，另一
家公司—BYD公司可以进
入我国，”他这么说。

为了增加电动汽车的

采用，政府为购买电动摩
托车的电池式电动车和转
换为电动摩托车而提供奖
励，这于今年3月20日开
始生效。

为购买电动汽车和电动
巴士提供奖励的援助将于
2023年4月1日公布。

该奖励是由每辆700万
盾用于购买2 0万辆新的
电动摩托车，及每辆700
万盾用于把5万辆传统摩
托车改装成电动摩托车组
成。(vn)

鲁胡特表示与特斯拉谈判过程已取得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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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盈利(Top Gainer)

最高受损(Top Loser)

序号 股代号 开盘 最后 变化 变化(%) 交易量   交易额(千)

序号 股代号 开盘 最后 变化 变化(%)  交易量  交易额 (千)

印尼股市行情 3月24日

	 1	 FASW	 6300	 6025	 -275	 -4.37%	 3500	 20987
	 2	 BLTZ	 3000	 2790	 -210	 -7.00%	 5600	 15979
	 3	 KONI	 2440	 2270	 -170	 -6.97%	 439400	 1022654
	 4	 NFCX	 5000	 4850	 -150	 -3.00%	 38500	 186556
	 5	 BBRI	 4900	 4770	 -130	 -2.65%	 311147800	 1486938077
	 6	 DCII	 37900	 37800	 -100	 -0.26%	 500	 18900
	 7	 EDGE	 19250	 19150	 -100	 -0.52%	 1900	 36340
	 8	 TGKA	 6675	 6575	 -100	 -1.50%	 7400	 48767
	 9	 KLBF	 2210	 2130	 -80	 -3.62%	 47381500	 103446392
	10	 BRAM	 8075	 8000	 -75	 -0.93%	 100	 800

	 1	 BBNI	 9225	 9625	 400	 4.34%	 86911000	 831815055
	 2	 BMRI	 10500	 10900	 400	 3.81%	 131792300	 1427400907
	 3	 MCAS	 5900	 6300	 400	 6.78%	 2487900	 14704685
	 4	 PTRO	 4450	 4850	 400	 8.99%	 1088100	 4924485
	 5	 BBCA	 8500	 8825	 325	 3.82%	 173082100	 1514375045
	 6	 TFAS	 3190	 3480	 290	 9.09%	 148400	 487938
	 7	 ICBP	 9700	 9975	 275	 2.84%	 8536700	 8536703
	 8	 SHID	 2280	 2500	 220	 9.65%	 498500	 1200332
	 9	 INDF	 6125	 6325	 200	 3.27%	 12267700	 77684260
	10	 PRDA	 5650	 5850	 200	 3.54%	 1419200	 8261520

雅加达分行

本币结算（LCS）	CNY/IDR	 2233
外币对印尼盾币牌价	Foreign	Exchange	Rate	against	IDR	 	
	

货币	 汇买价	 汇卖价	 钞买价	 钞卖价

AUD	 10043.50	 10119.50	 0.00	 0.00

CNY	 2209.08	 2222.08	 2204.08	 2227.08

EUR	 16350.40	 16469.40	 0.00	 0.00

GBP	 18455.75	 18595.75	 0.00	 0.00

HKD	 1920.19	 1931.19	 1916.19	 1935.19

JPY	 115.39	 116.29	 0.00	 0.00

SGD	 11357.97	 11434.97	 0.00	 0.00

USD	 15070.00	 15170.00	 15065.00	 15175.00

Date:2023.03.24
Time: 09:00:00

金融服务管理局颁布

提高金融知识和包容性条例
【本报讯】为了提高金融知识和

包容性，金融服务管理局 (OJK)颁

布2023年第3号金融服务管理局条例 

(POJK)，关于提高消费者和公众在金

融服务部门的金融知识和包容性。

综指上升70点至6762.254点

1美元兑15153盾
【本报讯】周五（3月24日）综合

股价指数（综指/IHSG）收盘上升。
早盘结束时，综指上升69.229点或
1.03%至6760.840点。但在下午收
盘时，却上升70.643点或1.06%，
报收于6762.254点。LQ-45指数上升
11.05点或1.19%，报941.042点。

亚洲股市多数下落，日本指数下
落34.36点或-0.13%，报27385.25
；香港指数下落133.96点或-0.67%
，报19915.68；上海指数下落21.00
点或-0.64%，报3265.65；海峡时
报指数下落6.36点或-0.20%，报
3212.64。

根据idx.co.id的数据，我国整天
的交易总共发142万零422次，有219
亿4099万7858份股票易手，总值15兆
4319亿零748万3886盾。涨价的股有
357种，落价的股有216种，282种持
平。

外资净购2071亿盾。
涨价的股票当中：BBN I（印尼国

家银行股）涨价400盾，现价962 5
盾；BMRI（万自立银行股）涨价400
盾，现价10900盾；MCAS（M Cash 
Integras i股）涨价400盾，现价6300
盾；PTRO（Petrosea股）涨价400盾，
现价4850盾。

落价的股票当中：FASW（Fa j a r 
Surya Wisesa股）落价275盾，
现价6025盾；BLTZ（Graha La-
yar Prima股）落价210盾，现价2790
盾；KONI（Perdana Bangun Pu-
s a k a 股）落价 1 7 0盾，现价 2 2 7 0
盾；NFCX（NFC Indonesia股）落价
150盾，现价4850盾。

盾币增值192盾
周五，雅加达银行间即期美元汇率

(Jakarta Interbank Spot Dollar Rate/
JISDOR）收市，1美元以15153盾中间
价结束，比先前价值15345盾，盾币
增值192盾。（asp）

金 融 服 务 管 理 局 
(OJK) 金融知识、包
容性和通讯部负责人
阿曼（Aman Santosa）
表示，该新条例是对 
第76/POJK.07/2016
号金融服务管理局条
例 的 改 进 ， 以 加 强
政府与金融服务企业 
(PUJK) 之间在开展提

高金融知识和包容性
活动的协同作用。

阿曼周五（ 2 4 / 3
）在一份官方声明中
说：“对2023年第3号
金融服务管理局条例
的改善旨在支持政府
在2024年实现金融包
容性指数达到 90% 的
目标，并支持金融服

务管理局计划以提高
金融知识普及率”。

该 新 条 例 还 将 适
应信息技术的动态发
展，通过优化商业行
为体的作用来增加金
融知识和包容性活动
的数量，适应金融服
务业发展对新商业行
为体的影响，并增加
金融教育学习管理系
统的利用。

提高金融知识的活
动有望使人们更明智
地选择和使用金融产
品和服务，这也需要
通过促进公众获得金
融产品来提高金融包

容性来平衡。
2023年第3号金融服

务管理局条例加强金融
包容性和知识活动，除
其他外，通过让由于金
融服务部门的发展而出
现的新的商业参与者参
与提高金融知识和包容
性，以适应金融服务部
门快速和动态的技术发
展，并增加实施金融知
识和包容性活动的数
量，包括优化商业参与
者的作用。

有了该新条例，保
护消费者的监督也得到
加强，要求商业行为者
不仅向部门监督行政长

官，而且向金融服务企
业行为监督行政长官提
交关于金融知识普及和
包容性活动的计划和实
现的报告、教育和消费
者保护。

为了提高金融知识
和包容性，金融教育
学习管理系统的使用
也在增加。

他说：“加强了与
金融服务企业 提高
金融知识和包容性活
动实施管理相关的条
例，并通过这项新条
例强调了对违反条例
的金融服务企业的制
裁。”（asp）

		全球股市

亚股

日经指数	 27385.25		 跌	 34.36

韩国综合	 2414.96		 跌	 9.52

香港恒生	 19915.68		 跌	 133.96

上海综合	 3265.65		 跌	 21.00

欧股

英国FTSE	 7344.11		 跌	 155.49

德国DAX	 14874.32		 跌	 336.07

法国CAC	 6980.11		 跌	 159.14

荷兰AEX	 730.33		 跌	 13.26

Http://tw.stock.yahoo.com	24/3/2023	17:30

美股

道琼工业	 32105.25	 涨	 75.14

那斯达克	 11787.40		 涨	 117.44

S&P	500	 3948.72		 涨	 11.75

Htpp://www.wsj.com	

*at	close	source:	Dow	Jones	4:00	PM	2023/3/23

黄金行情
3月24日 ANTAM国营矿产公司报价

5克金片	：4925000	盾卖出	 5255000	盾买进	

10克金片：9850000	盾卖出		 10455000	盾买进

www.logammulia.com	*增值税前的卖出

证券交易所股价指数

部门	 指数	 波幅(%)

      
   

2023年3月24日	印尼西部时间17:00	WIB

	 6762.25	 	1.06

	 941.04	 	1.19

	 563.22	 	0.44

	 1995.06	 	0.61

	 1154.73	 	1.33

	 1151.67	 	0.97

	 728.32	 	1.54

	 801.84	 	1.45

	 1540.35	 	-0.35

	 1390.07	 	1.24

	 677.58	 	1.83

	 5026.10	 	2.42

	 806.17	 	-0.43

综合指数

LQ45

JII	

IDXENERGY	

IDXBASIC

IDXINDUST

IDXNONCYC	

IDXCYCLIC

IDXHEALTH

IDXFINANCE

IDXPROPERT

IDXTECHNO	

IDXINFRA	 	

	 	 买进	 卖出

美元	 USD	 15105.00	 15255.00	

新币	 SGD	 11362.99	 11482.99	

港币	 HKD	 1913.14	 1953.14	

日元	 JPY	 114.41	 118.01	

欧元	 EUR	 16303.87	 16563.87	

澳元	 AUD	 10014.17	 10254.17	

英镑	 GBP	 18522.83	 18722.83	

人民币	 CNY	 2198.42	 2248.42

中国快汇 (China Express Remittance) March 24. 2023

RMB-IDR  (人民币-印尼盾: 2228 卖出 ；USD-RMB  美元-人民币: 6.8344 卖出)

外币名称

现汇FOREIGN 

CURRENCY

现汇FOREIGN	
CURRENCY 买进	 卖出

印度尼西亚中央银行

TWD	(google.com报导)	 									中间价	498.90

	 	

AUD	 10212.55	 10318.28

CNY	 2221.42	 2243.91

EUR	 16364.22	 16534.86

GBP	 18693.23	 18887.29

HKD	 1947.07	 1966.72

JPY	 115.85	 117.04

SGD	 11411.68	 11530.68

USD	 15272.25	 15425.75

【本报讯】印度尼西亚银行 (央
行/BI) 表示，2023年2月的经济流动
性或广义货币供应量 (M2) 增至8300
兆盾或同比增长 7.9%。

央行通讯部执行主任欧文（Erwin 
Haryono）周五（24/3）在雅加达发
表的官方声明中表示，这一发展主要
是由狭义货币供应量 (M1) 同比增长 
6.6% 推动的。

他表示，2023年2月M2的发展主要
受国内净资产发展的推动。

继1月份同比增长 8.7%之后，国内
净资产同比增长8.2%，这与资本和其
他对私营部门的债权的发展一致。

另一方面，202 3年2月贷款同比
增长10.4%，此前一月份同比增长
10.2%，这与生产性和消费性贷款的
发展一致。

与此同时，继 2 0 2 3 年 1月增长
20.5%后，对中央政府的净债权同比
增长19.6%。（asp）

【 本 报 讯 】 万 自 立
银行（Bank Mandiri）
经济学家费萨尔（Faisal 
Rachman）预计，印度
尼西亚银行（央行/BI）
料将在2023年剩余时间
内维持7天逆回购利率在
5.75%。

他周四（23/3）在官
方声明中说：“在2023
年剩余时间内，我们仍预
计央行料将维持基准利率
在 5.75%，同时仍对充

满不确定性的未来全球经
济发展持谨慎态度”。

据 他 说 ， 目 前 的 各
种 情 况 为 央 行 维 持 其
5.75%的基准利率提供
了空间。

外部方面，美国中央
银行（美联储/The Fed)
发出信号表示不会改变
2023年的终端利率，在
劳动力市场紧缩导致通
胀上升的情况下，终端
利率在5%至5.25%之

间。
费萨尔说：“这意味

着目前5%的联邦基金
利率参考利率已接近峰
值”。

美 联 储 还 承 认 ， 与 
Silvergate Bank、Silicon 
Valley Bank 和 Signature 
Bank 的倒闭有关的美国
经济的近期发展，使得有
必要在抗击通胀与银行业
危机风险之间取得平衡。

他 说 ： “ 然 而 ， 市

场共识是美联储应立即
停止其货币紧缩周期并
改变政策以降低利率以
支持金融稳定，因为美
国三大地区性银行倒闭
并收购了瑞士信贷银行
（Credit Sussie）”。

国内方面，在全球经
济放缓的威胁下，2023
年2月的贸易差额继续录
得顺差54.8亿美元，外
汇储备继续增加至1403
亿美元。

通 货 膨 胀 也 呈 下 降
趋势，2023年2月的年
通货膨胀率为5 . 4 7%
，低于2022年9月政府
调整补贴燃料价格时的 
5.95%。

他 说 ： “ 这 些 条 件
支 持 了 盾 币 汇 率 的 稳
定，并降低了输入性通
胀的风险。 因此，我
们认为今年央行上调基
准利率的空间将非常有
限”。（asp）

【本报讯】印尼证
券交易所 (BEI/IDX) 
指出，有数十家公司
被列入首次公开募股 
(IPO) 股票的排队名单
(pipeline)中。

印尼证交所企业评估
总监 I Gede Nyoman Yetna 

表示，多达 33 家公司已
进入印尼证交所的排队
名单。这些公司来自各
个行业，以中型公司或
资产在500亿盾至2500亿
盾之间的公司为主。 

Nyoman日前说：“与
此同时，另外四家公司

规模较小或资产低于500
亿盾。然后，另外 15 
家公司规模较大或资产
超过 2500 亿盾”。

首次公开募股的排队
名单也包含几个部门。 
来自周期性消费品行业
的公司以8家的数量占

据主导地位。第二大板
块是物流运输和基础材
料企业，共5家。 

紧随其后的是科技
板块的4家公司、金融
板块和房地产板块的3
家公司、消费非周期
板块的2家公司以及工

业、健康和基础设施板
块的1家公司。

同时，截至2023年3月
17日，已有27家公司在印
尼证交所进行首次公开募
股。 迄今为止，首次公
开募股筹集的资金已达到 
12.5 兆盾。（asp）

【本报讯】目前印
度尼西亚证券交易所 
(BEI/IDX)正准备推出
基于环境、社会和治理 
(ESG) 的夏利亚（夏利
亚规则）股票指数或绿
色夏利亚指数。

印尼证交所夏利亚
资本市场部负责人I r-
wan Abdalloh 解释
说，目前 IDX 和利益
相关者之间对绿色夏利
亚指数发布的制定的审
查已经完成。

他 周 五 （ 2 4 / 3 ）

在“Gebyar Safari Ra-
madan 1444 H”网络
研讨会上解释说：  “
问题是这个工具（绿色
夏利亚指数）必须衡量
环境评级的估值。如果
治理良好，我们会大
量使用该估值，但我们
正在计算的是环境。所
以，希望我们会尽快启
动它。其研究已经完
成”。

Irwan 继续说，绿色
夏利亚指数的推出被认
为很重要，它鼓励市场

对基于夏利亚的绿色投
资产品有自己的具体参
考。 

至于未来，基于夏
利亚的 ESG 股票指数
的推出也有望扩大基于
以可持续夏利亚股票指
数为基准的集体资产支
持证券投资合约(KIK)
的其他衍生夏利亚投资
产品的组合。

此外，Irwan 补充
说，推出绿色夏利亚
指数的紧迫性还受到 
IDX 已经拥有具有最

佳 ESG 价值的夏利亚
股票的条件的推动。
但是，由于目前尚无
基于夏利亚的绿色指
数，因此这些夏利亚 
ESG 股票包含在一般 
ESG 指数中。 

他接着说：  “
具有最佳 ESG 价值
的夏利亚股票已经存
在，但实际上它们还
没有在基于夏利亚的
特殊 ESG 指数中。
因为 IDX 有 5 个基
于绿色的传统指数，

所 以 不 可 避 免 地 会
有一些被包含在指数
中. 但是 [对于发布] 
绿色夏利亚指数本身
正在等待游戏日期。
希望我们能够尽快推
出它“。

同时，印尼证交所
拥有的一些 E S G股票
指数包括 IDX ESG 
Leader、ESG Sec-
tor Leaders Index IDX 
KEHATI、ESG Quality 
45 IDX Kehati 和 SRI-
KEHATI。（asp）

万自立银行经济学家费萨尔预计

2023年我国央行将利率维持在5.75%

印尼证交所IPO排队名单中有33家公司

印尼证交所准备推出 基于ESG夏利亚股票指数

2023年2月货币供应量增加至8300兆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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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前，Bakrie Sumatera 
P l a n t a t i o n s 公司经理
安迪.史迪延多（An d i 
W.Setianto）续称，佃农
种植园面积为1万5000公
顷和橡胶种植面积为1万
5000公顷。

他对记者解释说，“
谈 及 有 关 棕 榈 原 油
（CPO）生产指标，棕榈
生产量也受到2021年才
上涨的棕榈原油价格的影
响，但主要是肥料的费用
也随之提高，因利润被用
于改善质量和生产量。”

他不愿详述有关今年定
下的棕榈原油生产指标，
以下是Bakrie Sumatera 
Plantations公司今年定下的
收入和净利指标。

虽 然 如 此 ， 安 迪 声
称，Bakrie Sumatera 
Plantations公司将通过使

用优质树苗，持续提高作
物质量和生产量，他认
为，该措施在长期性将能
提高未来每公顷的棕榈生
产量。

更 进 一 步 ， 他 声
称，Bakrie Sumatera 
Plantations公司正面对的
挑战，是一边提高生产
量一边在通胀当中节约
费用支出。“但如Bakrie 
Sumatera Plantations公司
的农园，其商机是在通胀
挑战当中，一边节约费用
支出，一边提高每公顷的
棕榈生产量。”

作 为 信 息 ， B a k r i e 
Sumatera Plantations公司
记载，截至2022年9月30
日，净销售达到2.16兆
盾，比2021年同期的2.88
兆盾净销售下降。

根据Bakrie Sumatera 

P l a n t a t i o n s公司财务报
告，销售成本下降，从
2021年的2.22兆盾至2022
年成为1.66兆盾，毛利下
降从2021年的6543.7亿盾
至2022年成为5060.6亿
盾。

2022年还未扣除税项
的利润为5220.9亿盾，
从2021年还未扣除税项
的549.4亿盾提高，2022
年 的 净 利 为 2 0 2 9 . 7

亿盾， 2 0 2 1 年 B a k r i e 
Sumatera Plantations公司
蒙受446.3亿盾净损失。

截 至 2 0 2 2 年 9 月 3 0
日，Bakrie Sumatera 
Plantations公司负责达到
10.38兆盾，比2021年12
月31日的15.15兆盾债务
下降，与此同时，总资产
达到5.37兆盾，而2021年
12月31日的总资产为8.26
兆盾。（sl）

UNSP公司声称至今

拥有3.7万公顷棕榈核心种植园
【 本 报 讯 】 B a k r i e  S u m a t e r a 

Plantations（UNSP）公司声称，至今，已拥

有3万7000公顷（ha）的棕榈核心种植园。

北苏门答腊亚沙汉县的Kisaran区的Bakrie Sumatera Plantations
农园，工人正在种植橡胶树苗情景。

太阳百货公司持续扩展业务

在三宝垄开设两家新店

Amman Mineral铜冶炼厂 至今年1月建造进度达51.63%

Caption：Sariguna Primatirta（CLEO）
公司瓶装饮用水工厂。

【 本 报 讯 】 A m m a n 
Mineral Internasional（ 
AMMAN）公司旗下子的
Amman Mineral Industri公
司在西松巴瓦（Sumbawa 
Barat）县的铜冶炼厂工程，
已从独立验证者获得2022年
8月至2023年1月的6个月期
建造进度验证结果。

截至2023年1月，该铜
冶炼厂工程建造进度已达
到51.63%，而该工程的预
算吸收率已达到5.0753亿
美元，投资总值为9.8299
亿美元。

日前，Amman Mineral 
I n d u s t r i公司总经理拉赫
玛德.玛卡邵（Ra c hm a t 

M a k k a s a u）解释说，到
2023年1月达致的业绩，是 
Amman Mineral Industri公
司兑现持续不断的兴建庞
大工程建设的诺言，包括
冶炼厂建造在内，概括实
体建筑和购买供运营的工
具和机器在内。

拉赫玛德声称，欧洲
的能源危机和疫情已成为
外在因素，导致人力资源
（SDM）活动和物流的障
碍，以致，原先定下2023
年该冶炼厂能完成的指
标不能实现。“Amma n 
Mineral Industri公司持续努
力，与合伙企业尽可能建
造该冶炼厂工程，3月初，
该工厂工具和机器已经抵
达和开始安装。”

他补充说，预测2024年
7月冶炼厂已能进行调试
（commissioning）和2024

年12月，已能以60%的产
能利用率运营。

因最近3年来，面对各
种挑战，为此，已持续加
强与政府的沟通，俾能寻
找最好的解决方法。

Amman Mineral 
Internasional (AMMAN)
公司的冶炼厂工程，成为
20 2 2年，西努沙登加拉
省的西松巴瓦县，实现最
大的投资，该事宜已符合
一站式综合服务和投资局
（DPMPTSP）的说明，该
冶炼厂建造已成为实现投
资的最高推动力。

根据记载，实现的投
资已提高，以致，已超
越定下的11.87兆盾或达
278 . 2 2%指标，上述冶
炼厂已对其它领域的投
资造成骨牌效应（e f e k 
domino）。（sl）

国内各种矿业下游化的冶炼厂建造工程仍面对挑战。

【 本 报 讯 】 上 周 四
( 1 6 / 3 )， E x x o n M o b i l 
Lubricants Indonesia(EMLI)
公司在泗水The Westin酒
店主题为美孚全国综合
制造(Mobil Nationwide 
General Manufacture)举行
研讨会，数家东爪哇和中
爪哇企业家参加这个社会
和教育活动，有关优化机
器维修费用。

EML I市场发展主管Sr i 
Ad i n e g a r a称，这个教育
活动是20 2 3年初良好步
骤，因为EMLI和制造商能
分享经验和知识。

“我们希望该活动能推
动企业家，为支持他们的

运营活动更注意定期机器
维修问题，以致商业可持
续性能顺利进行，并获得

优化成果。”
在这个研讨会，EML I

介绍润滑油产品线Mob i l 

L u b r i c a n t s为企业对企业
(B2B)，主要是提供润滑
油在优化机器维修费用的
作用，使公司运营成本更
有效率。

两 家 设 备 制 造
商 克 劳 斯 玛 菲 集 团
(KraussMaf fe i)和舍弗勒
集团(Schae f f l e r )出席该
研讨会。

他说，EMLI与利益相关
者进行合作，继续努力提
供主动和创新，尤其是聆
听企业家的心声。

“因此，这个活动为我
国企业家对机器维修和使
用适当的润滑油提供更广
泛的认知。” (lcm)

EMLI举办优化工业研讨会 数家东爪和中爪企业家参加

图为上周四(16/3)，数家东爪和中爪制造商参加EMLI公司
在泗水举行的研讨会。(商报/Muhammad Maan)

【本报讯】太阳百货公
司(PT Matahari Department 
Store Tbk/LPPF)持续扩展业
务，在三宝垄开设两家新
店。两家新店在三宝垄The 
Park购物中心，和Uptown 
Mall BSBCity购物中心。

增设了新店，使目前
Mataha r i百货公司总共拥
有152家商店。

三宝垄The Park和
Uptown Mall BSB City
的Mataha r i百货商店设有
100%的LED照明，各个百
货商店占地面积6400平方
米和4500平方米，提供全
新的商店概念。

太阳百货公司首席执行

官Terry O’Connor称，
截至2023年3月，太阳百
货公司已开设4家新店。
太阳百货公司仍计划在今
年开斋节前再开设3家新
店。

“我们相信Matahar i百
货商店在三宝垄运营，为
庆祝今年开斋节的客户提
供更高的附加值，两家新
店将加强太阳百货公司的
地位，在印尼各地区创造
就业和经济机会。”

太阳百货公司坦言，
两家Mataha r i新店出现，
将 通 过 吸 收 数 百 名 当
地居民，支持当地的经
济。(lcm)

增设的新店，使目前Matahari百货总共拥有152家商店。

【本报讯】Su r g a n y a 
Motor Indonesia公司
(Planet Ban)计划今年继
续扩展议程。

2022年开设逾100家新
店后，Planet Ban今年计
划再增设164家新店。

Surganya Motor 
Indonesia公司首席运营官
Deden Hendra Shakti称，
将扩展到数个地区，从南

苏门答腊至印尼东区，即
西努沙登加拉省(NTB)。

“截至2月底，我们已
落实开设45家新店，共拥
有1086家商店。”

他说，需要的投资额不
同，依赖于商店的位置，
大约3亿盾为开设一家新
店。预计Planet Ban为增
设164家新店需要投资总
额大约500亿盾。

Planet Ban今年瞄准收
入比去年实际收入提高
26%。

虽然如此，Planet Ban
仍优先考虑预防方面，包
括在扩展业务。“去年，
随着经济情况改善，我们
仍表乐观将增长，但迄今
我们仍持观望态度。”

他续说，2022年Planet 
B a n业绩仍适合公司的期
待。虽然仍在新冠疫情大
流行，Planet Ban去年能
记录销售增长达两位数。

Planet Ban业务增长的
一个关键之一是合作。
周二(21/3)，Planet Ban
与Go j e k签署谅解备忘录
(MoU)，为在印尼各地区
的Go j e k驾驶员提供具吸
引力的计划。

“我们看好通过Goje k
成为商业消费者是很大
的市场，我们需要提供
解决方案。所以我们想为
Go j e k驾驶员提供具吸引
力的促销计划。” (lcm)

【 本 报 讯 】 虽 然 面
对危机威胁和沉重的挑
战，20 2 2年，我国经济
同 比 （ y o y ） 良 好 增 长
5. 3 1%，其中推动全国
经济业绩的之一项因素，
即鞋业和纺织与成衣工业
（TPT）。

日前，工业和贸易统筹
机构副主任阿里.穆尔多
波.辛伯伦（Ali Mortopo 
Simbolon）称，我国有潜
力成为主要市场、生产基
地和世界鞋业和纺织和成
衣工业的出口中心，因拥
有许多优势。

他阐明，20 2 2年，纺
织和成衣工业对外贸易业
绩出现37.1亿美元的顺差
或者是比此前提高3.34%
，鞋产也一样，获得10.3
亿美元的顺差或者是比此
前提高41%。“美国和欧
洲仍称为该2个工业的出
口主要目的国家。”

他声明，我国是全世
界第16位最大经济体的国

家，发生风险非常微小，
即2023年3%，国内市场
非常大，人均达到2.73亿
人次，以及经济和政治局
势相对的稳定。

他声称，印尼阿迪达
斯对鞋产和纺织和成衣
工业出口贡献最大，以
及，2022年实现的出口额
为25 . 4亿美元，甚至，
项欧洲国家的出口达到
8.266亿美元或者是相等
于总出口的33%。

很高的竞争力成为极
力达致出口业绩的关键，
虽然如此，原料进口成为
无可避免的部分，即可解
决供应链综合挑战非常重
要。“为此，我邀请所有
出席的生产商和阿迪达斯
集团资深总裁们，俾使不
会犹疑和即可投资，供应
印尼阿迪达斯供应链的缺
乏，以致，能成为主要市
场、基础生产和世界鞋产
和纺织和成衣工业出口中
心。”（sl）

我国有潜力成为世界级

鞋业和纺织业出口中心

支持方式之一，是对纺织和成衣工业（TPT）提供一站
式服务。

Planet Ban今年拟增设164家新店

图为周二(21/3)，在雅加达，Planet Ban与Gojek签署谅
解备忘录(M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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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韩军演，半岛安全形
势紧张

美韩近期举行“自由
盾牌”等一系列罕见的大
规模军演，朝鲜则发射远
程导弹和短程导弹高调回
应，半岛安全形势骤然紧
张。本轮美韩军演与之前
相比有了明显变化：

一是强调贴近实战训
练，谋求更精确的模拟战
争场景，进攻性十足。这
次军演的重点不再是防御
朝鲜进攻，而是侧重于对
朝鲜进攻和如何对占领的
朝鲜领土进行平稳管理等
情景。这期间，美韩还进
行了“柚木刀”联合特
种作战等，包括“斩首行
动”等高度刺激朝鲜的情
景。

二是延续时间长。“
自由盾牌”军演延续11

天，是历届最长的野外机
动演习。此次前后还进行
系列演习，包括美韩延伸
威慑手段运用演习（DSC 
TTX）、美韩空中联合演
习、美韩危机管理演习
（CMX）、“双龙”联
合登陆训练和“柚木刀”
联合特种作战训练（Teak 
Knife）等20多个训练。

三是规模大。本轮演
习恢复了2018年以来中止
的战区级联合野战演习，
海军陆战队参与的“双
龙”登陆训练扩大为师团
级规模。美国B-52H战略
轰炸机、“尼米兹号”核
动力航母、核动力潜艇“
斯普林菲尔德”（SSN-
761）、B-1B战略轰炸机
等战略和先进武器倾巢而
出。美韩演习攻击性十足
的态势，引发朝鲜激烈反

应，朝鲜领导人近日多次
亲自参与导弹试射和作出
应对部署。

韩国与美、日关系高调
升级

3月初，韩国总统尹锡
悦宣布于4月26日对美国
进行国事访问，这是拜登
政府上台以来第二次以国
事访问规格接待的外国领
导人，美韩领导人将借此
次访问来纪念两国正式确
立军事同盟关系70周年。
紧接着，在美韩峰会之
前，韩国政府冒着国内强
烈的反对而提出新的强征
劳工问题解决方案，推动
对日关系改善。尹锡悦总
统于3月16日访问日本，
韩日宣布将恢复已中止12
年的穿梭外交。双方将强
化安全合作，推动文在寅
政府时期运行受限的《
日韩军事情报保护协定》
（GSOMIA）“完全正常
化”，并强化美日韩安全

合作。双方还将加强经贸
和经济安全领域的合作，
重点进行半导体产业链、
能源安全等经济安全领域
的合作。

上述事件看似分离，
其实却有着内在的联系和
逻辑。韩日关系的快速修
复，打通了近年来阻碍美
国打造的美日韩三边合作
体系的关键堵点。特别
是《韩日军事情报保护协
定》的正常运转，为美日
韩军事合作奠定了基础。
可以说，在美国的操盘之
下，以朝核威胁升级为借
口，美韩、日韩进而美
日韩之间在外交、安全、
经济安全等领域的抱团化
趋势日益明显，朝鲜半岛
和东北亚的阵营对立态势
在加剧。这对东北亚地区
的和平繁荣构成了重大挑
战。

一是美国在东北亚加
大军事存在、与其东亚盟

国不断升级军事合作，对
地区其他国家造成安全压
力，打破地区军事均衡，
加剧地区安全困境。这
已经造成了各国的军备竞
赛，朝鲜半岛南北双方擦
枪走火的概率也在不断攀
升。

二是美国力推其日韩
盟友构建经济安全同盟，
强化在半导体和新能源等
领域的排他性合作，破坏
了世界上最繁荣地区之一
的东北亚经济交流和地区
合作的大好形势，降低了
各国的经济福祉。目前，
韩国经济持续低迷，就与
美国奉行的对华脱钩政策
密切相关。

三是挑动意识形态对
立。在美国影响下，美韩、
韩日、美日韩都强调所谓基
于“自由民主价值观”的
合作，刻意划分阵营和激
化对立，破坏了后冷战时
代淡化意识形态、强调人类

和谐共生的时代潮流。
所谓君子不立危墙之

下，在美国不断将重心转
移东亚、挑动盟国和伙伴
加大对华施压的背景下，
地区国家更应保持审慎，
不仅不应拱火和火中取
栗，反而要齐心协力，让
家门口远离冷战和热战。
以对抗、黑白两分法来处
理地区问题，加剧地区的
对抗，不符合时代发展潮
流和各国福祉。这种对抗
态势固然最符合美国的利
益，却不符合东亚国家的
利益。特别是中日韩综合
国力强、人员和经济交往
紧密，理应从历史的经验
和教训出发，探寻和平合
作发展的新路，而不重蹈
对抗冲突的老路。

（王付东 山东社科院
国际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副
研究员、对外经贸大学朝
鲜半岛研究中心兼职研究
员。来源：中国网）

美国操盘阵营对立 对东北亚和平繁荣构成重大挑战 文/王付东

近期，朝鲜半岛问题持续升温，特别是

韩国在国际舞台上动作频频，值得关注。

新媒体时代，网络达人成为年轻人新的选择 文/黄日涵
未来已来，互联网改变了

世界。年轻一代不是躺平的
一代，他们在新媒体时代找
到了一个全新的职业模式，
即成为网络达人，这是很多
年轻人的选择。不同于以
往，无论是网购、新消费、
新媒体营销，都拥有完全不
同的营销模式，而这些营销
模式和网络达人的崛起息息
相关。网络达人伴随着这三
者的发展出现，也在反过来
助推它们的发展。

以往人们获取信息的方
式，往往是通过传统媒体，
从报纸、广播到电视。而进
入互联网时代，人们获取资
讯的模式已经变成了网络。
作为一位电视评论员，我每
周都会录制节目，但我们家
的电视已经有两三年没打开
过，更不用说我的那些95后
和00后的学生了，他们获取
资讯的主要方式都是新媒
体。这不仅仅是小部分人的
变化。事实上，随着智能手

中国具有独特的政治优
势、显著的制度优势、超大
规模市场优势、完整产业体
系优势、海量数据资源优势
与人力资源优势，能形成加
快数字中国建设的强大合力

天津滨海新区，大棚西
红柿有了传感器，精准灌
溉设备与智慧农业云平台连
接，西红柿口感更好、产量
得到提高；浙江嘉善县大云
镇，村民坐在卫生院“云诊
室”，鼠标一点，三甲医院
医生可在线接诊，优质卫生
资源城乡共享；广西南宁
市，数字政务一体化平台让
数据替群众跑腿，企业和老
百姓的办事环节压缩了80%
以上……今天，数字中国建
设推动的点滴变化，正汇聚
成深刻改变中国人生产生活
面貌的时代洪流。

建设数字中国是数字时

以数字中国构筑发展新优势 文/李 拯

机这几年向三四线城市和农
村地区迅速普及，越来越多
的民众获取资讯的主要方式
都是新媒体，所以，抖音、
今日头条、微博、快手、B
站这些平台迸发出令人难以
想象的活力。

年轻一代通过成为网络
达人，已经一定程度上改变
了日常生活。当你听董宇辉
讲一段张爱玲的故事；或者
听意公子讲一段苏东坡的人
生，广大群众不仅相当于听
了一次知识普及课，而且更
容易通过网络达人的讲述，
让受众们看到更大的世界。
客观地说，网络达人的出
现，在一定范围内已经改变
了许多人的生活理念，甚至
是消费习惯。

年轻一代通过成为网络
达人，也可以适当缓解就
业的压力。从现实的角度

来看，成为网络达人也能
一定程度缓解就业问题。
作为大学老师我很清楚，
学生们这几年的就业压力
非常大。如果有能力成为
网络达人是当下一个不错
的选择。事实上，我有一
些学生目前就是粉丝数可
观的达人，这些年轻人
往往有非常不错的创作能
力，既能和粉丝共情，也
善于将自己的观点传播给
他人，而且还能产生不错
的经济收益。

年轻一代通过成为网络
达人，也可以更好地传播国
家形象。客观地说，网络达
人的模式也能更好地传播国
家形象，展现日常生活中中
国老百姓多元活泼的一面。
许多在国内外的Z世代学
生，通过自媒体拍摄了不少
丰富的作品，向全球展示中

国的新风貌，通过新媒体平
台更好地向世界展现年轻人
眼中的中国。

年轻一代通过成为网络
达人，可以实现知识传播的
出圈。事实上，网络达人在
很大程度上也给知识普及提
供了一个突破圈层的机会，
这是传统媒体时代不曾有过
的机会。通过新媒体的方
式，达人讲述的知识有机会
在更大范围内产生影响力。
网络达人有助于突破“幸存
者偏差”，对于一部分旅客
而言，他们可能会觉得乘坐
飞机是一件很普遍的事情。
当你知道，中国仍然有10亿
人没有乘坐过飞机、有12亿
人没有出过国的时候，往往
会感到惊讶，其实你已经陷
入了“幸存者偏差”。在生
活中，人们往往只能看到这
个世界的一小部分。而有了

新媒体，有了网络达人，更
多年轻人能够跳出自己生活
的圈子，看见更大的世界。

年轻一代通过成为网络达
人，可以推动教育行业的改
革。进入互联网时代，有许
多老师和学生脱节了，不了
解学生的所思所想，很难和
学生打成一片。而部分年轻
老师也可以通过成为网络达
人，拉近与学生的距离，并
且更好地传播知识。有一部
分老师很喜欢待在象牙塔，
两耳不闻窗外事，产生的后
果就是逐渐和社会脱节，他
们可能连最前沿的信息都不
掌握，更不知道00后的学生
们课余时间在想什么，逐渐
与学生隔阂越来越深，很难
走进学生内心，更不容易成
为良师益友。而教育部推出
的全国“高校网络教育名师
培训支持计划”，也让笔者

入选这一计划后更加认识到
在互联网时代通过新媒体方
式向广大学生普及知识的重
要性。

综合来看，网络达人的
发展是一举多得的好事，不
仅可以产生社会效应，也可
以带来经济效应，这一业
态，将为年轻人提供新的选
择。不过我们也要警惕，任
何新生事物都会有隐忧，譬
如网络达人的良莠不齐，也
有一小部分的网络达人，
会为了流量做一些过于猎奇
的事，或者是炒作大众情
绪。所以，相关法律法规需
要进一步完善。大浪淘沙，
年轻人要成为正能量的网络
达人才是长远之道，我们要
学会“接地气、有灵气、扬
正气”才能行稳致远。做一
个有深度、有高度、有思考
力和独特性的正能量网络达
人。（黄日涵 教育部全国
高校网络教育名师，华侨大
学教授。来源：光明网）

代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
引擎，是构筑国家竞争新优
势的有力支撑。不久前，中
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数
字中国建设整体布局规划》
（以下简称《规划》），描
绘了数字中国建设到2025年
和到2035年的阶段性目标，
为数字中国建设指明了前进
方向和方法路径。把《规
划》提出的各项目标任务落
到实处，将全面提升数字中
国建设的整体性、系统性、
协同性，促进数字经济和实
体经济深度融合，以数字化
驱动生产生活和治理方式变
革，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
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注入
强大动力。

回眸十年，从“3G突
破”“4G同步”到“5G引

领”，数字基础设施实现跨
越发展；我国数字经济规模
从11万亿元增长到超45万亿
元，各领域数字化转型加速
推进；“掌上办”“指尖
办”已经成为各地政务服务
的标配，数字政府治理服务
效能显著提升；建成了全球
规模最大的线上教育平台和
全国统一的医保信息平台，
数字便民利民惠民服务加快
普及……党的十八大以来，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
央系统谋划、统筹推进网络
强国、数字中国、智慧社会
建设，推动数字中国建设取
得显著成就。持续夯实的“
数字底座”、不断丰富的数
据资源、日臻完善的数据安
全，让经济社会发展的“信
息大动脉”澎湃不息，对推

动构建新发展格局、建设现
代化经济体系发挥了重要作
用，更为进一步推进数字中
国建设奠定了坚实基础。

有国际观察家认为中
国“可以引领下一次全球变
革浪潮”，这是因为，“迎
接变革所需要的大量基础设
施建设、交通物流、新能源
的推广、数字化的生态互联
网建设等等，都不是依靠一
个个公司单打独斗完成的，
国家力量扮演着非常重要
的作用”，在这方面，中国
具有“不可或缺的优势”。
中国具有独特的政治优势、
显著的制度优势，能够跨地
区、跨部门、跨行业进行顶
层设计，为数字中国建设提
供强大的数字基础设施；中
国具有超大规模市场优势、

完整产业体系优势，无论是
消费互联网还是工业互联
网，都可以找到丰富应用场
景与坚实的上下游支撑，有
利于摊薄投资成本；中国具
有海量数据资源优势与人力
资源优势，网民规模和研发
人员总量全球第一，数据挖
掘和数据开发潜力巨大。将
这些优势充分发挥出来，就
能形成加快数字中国建设的
强大合力。

数字中国建设事关国家
发展大局。当今时代，数字
技术、数字经济作为世界科
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先导力
量，日益融入经济社会发展
各领域全过程，正在成为重
组全球要素资源、重塑全
球经济结构、改变全球竞争
格局的关键力量。抢抓新

一轮国际竞争的先机、抢占
未来发展制高点，中国大有
可为。按照《规划》要求，
夯实数字基础设施和数据资
源体系“两大基础”，推进
数字技术与经济、政治、文
化、社会、生态文明建设“
五位一体”深度融合，强化
数字技术创新体系和数字安
全屏障“两大能力”，优化
数字化发展国内国际“两个
环境”，数字中国建设就会
更上层楼，网络强国就会渐
行渐近。顺应数字化浪潮，
中国完全有信心、有能力踏
浪而行、挺立潮头。紧紧
抓住历史机遇，牢牢掌握历
史主动，努力打造发展新优
势，数字中国建设必定不断
取得新成就，必将为全面建
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提供
更强有力的支撑。

（来源：人民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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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kTok首席执行官周受资

出席美国国会听证会
【中新社】TikTok首席执行官周受资（Shou Zi Chew）当地时间23日出席美国

国会众议院能源和商务委员会听证会。

TikTok首席执行官周受资。

特朗普发文称如被起诉或将“引发死亡”  

美媒：为引怒支持者

当天的听证会时长超
过 5小时。面对共和党
和民主党议员对于Ti k-
T o k的质疑，周受资表
示，TikTok把保护用户安
全作为首要任务，TikTok
已经尽力保护其1 . 5亿

美国用户安全。Ti kT o k
美国用户的信息存储在
美国甲骨文公司服务器
上，TikTok不存在国家安
全风险。

在当天的听证会上，
多位议员对TikTok内容审

核机制表示质疑。有议员
称，TikTok平台存在不利
于儿童健康的内容等。

对 此 ， 周 受 资
说，TikTok已经在内容审
核以及利用人工智能技术
过滤相关内容方面投入
资金。TikTok会“非常严
肃”处理其平台不健康内
容。

周受资1983年出生于
新加坡，先后毕业于英国
伦敦大学学院和美国哈佛
大学。他自2021年起担任
TikTok首席执行官。

22日，众多TikTok“网
红”来到国会山，手持“
保留TikTok”横幅，反对
禁用Ti kT o k。一名“网
红”表示，TikTok对于年
轻人社交和参与社会活动

非常重要。
据报道，TikTok在美国

拥有1.5亿用户，尤其受
到青少年的欢迎。一些美
国官员认为，TikTok影响
力过大，应将其在全美禁
用。目前，美国国会、白
宫、军队等禁止在官方设
备使用TikTok。

据美国媒体报道，拜
登政府要求TikTok母公司
字节跳动出售TikTok，否
则将可能在全美禁用该应
用程序。

中国商务部发言人23
日表示，出售或者剥离
Ti kT o k涉及技术出口问
题，必须按照中国的法律
法规履行行政许可程序，
中国政府将依法作出决
定。

【海外网】据美国《商
业内幕》网站24日报道，
美国前总统特朗普当天凌
晨在社交媒体发文再次暗
示会发生暴力事件，他表
示，如果自己被纽约检方
起诉，可能将导致新的“
死亡和毁灭”。

特朗普在贴文中称，只
有自己可以指控别人，并
且大家都知道对他本人的
指控可能造成新的死亡和
毁灭，这对美国来说都可
能是灾难性的。报道称，
这是特朗普引怒其支持者
并诋毁曼哈顿地区检察官
布拉格（Alvin Bragg）的
最新动作，外界普遍认为
特朗普将会被布拉格提起
刑事诉讼。

特朗普上星期末在社交
媒体上宣布，预计他本人
将于21日被逮捕。此后，
特朗普就不断地抨击布拉
格，称布拉格正在执行疯
子的计划以摧毁美国，并
呼吁追随者发起抗议并“
夺回国家”。批评者形容
特朗普此举如同国会骚乱
的回声。然而，特朗普预
测的逮捕并未出现。

为力保特朗普，美国
国会众议院共和党人20日
要求调查此案检察官，指
认检方将案件政治化。布
拉格则致信众议院共和党
人，指斥他们“对地方检
察官未决起诉不当干预”
，并批评特朗普做了一个
他将被捕的错误预判。

【海外网】据英国《
卫报》3月23日报道，近
日，多家英国私人养老院
被曝条件“非常糟糕”、
像“垃圾场”，有资质的
工作人员不足，连老人的
基本生活和安全都无法保
障。

英国78岁老人莉莉安·
威廉姆斯曾住在一家名为“
森林边缘”的私人养老院。
由于该养老院人手不足，
且员工均未接受过完整的
护理培训，院内老人长时
间缺乏照顾，甚至无人留
心是否有老人摔倒。在这
家养老院居住期间，威廉姆
斯不慎跌倒，髋骨骨折，不
得不搬回家中。

据报道，仅在英国英格
兰地区，像“森林边缘”
这样条件恶劣的养老院就
有数百家，它们大多依靠
政府拨款和议会税收维
持运营。受资金不足、英
国人口老龄化等问题的影
响，这些护理机构普遍存

在员工数量不足且缺乏资
质、疏于管理、环境不卫
生、不安全等问题。

此前，有老人家属透
露，经常看到院内的老人
做出搓手、踱步等动作，
这反映出他们的需求未得
到满足，或者感到疼痛。
然而，护理人员只是坐在
角落里玩手机，有痴呆症
老人大喊“我要出去，我
要回家”，他们也视而不
见。

家属还表示，养老院的
环境“令人作呕”、像“
垃圾场”。虽然英国护理
质量委员会曾对这些养老
院发出警告，要求其改
进，但情况仍未见好转。

报道称，这场“养老院
危机”对最贫穷的英国老
人影响最深，因为较富有
的老人通常会选择自付费
用居住更好的养老院。目
前，约有25万名英国老人
依靠政府资助，住在私人
养老院中。

英国多家养老院被曝像“垃圾场” 

疏于管理导致老人摔伤

英国一家养老院照片。

【新京报】爱尔兰食
品局欧盟猪禽肉项目部日
前在京举办午餐会活动，
推介爱尔兰猪肉及禽肉产
品。目前，中国已成为爱
尔兰原切猪肉第一大进口
国，爱尔兰食品局将继续

加强在华推广力度。
据爱尔兰食品局中国

市场专员沈枫介绍，猪肉
是爱尔兰第三大农产品，
仅次于牛肉和乳制品，占
爱尔兰农业生产总值的
8%，约93%的猪肉来自

Rosderra、Dawn、Kepak三
家企业，近50%的猪肉出
口到全世界40多个市场。
过去9年，爱尔兰猪肉出口
增长1倍以上，中国成为爱
尔兰原切猪肉第一大进口
国。2018年-2022年，爱
尔兰对中国的猪肉出口额
分别为0.79亿欧元、1.77
亿欧元、2.02亿欧元、1.9
亿欧元、1.24亿欧元，禽
肉对华出口目前正在进行
政府层面的沟通。

“爱尔兰三大猪肉企
业均与中国市场有合作
关系，对在中国市场的表
现感到满意，希望未来几
年保持住成绩。”沈枫表
示，在中国市场推广爱尔

兰猪肉，是爱尔兰食品局
欧盟猪禽肉项目部的未来
工作重点，将积极参加中
国的各类展会，也希望与
更多餐厅达成合作。

中国肉类协会常务副会
长兼秘书长陈伟在活动上
表示，中国是肉类进口第
一大国，与爱尔兰肉类产
业的合作互补空间广阔，
双方下一步将开展肉类
标准、技术研发、粪污处
理、生产设备等方面的行
业深层次交流。陈伟还建
议，爱尔兰猪肉可以参与
到中国的预制菜产业，加
强在中国市场的品牌建设
和资本合作，“把买卖关
系变成联姻关系”。

爱尔兰去年对华出口1.24亿欧元猪肉 将加大推广力度

过去9年，爱尔兰猪肉出口增长1倍以上，中国成为爱尔
兰原切猪肉第一大进口国。

【新华财经】英国中央银
行英格兰银行23日宣布，将
基准利率从4%上调至4.25%
，这是2021年12月以来英国
央行连续第十一次加息。

英国央行在当天公布的
会议纪要中表示，英国2月
食品和核心商品的价格通

胀明显强于预期，但预计
到第二季度通胀水平将大
幅下降。

英国央行同时表示，全
球金融市场出现了大幅波
动，尤其是在硅谷银行关
闭后以及瑞银集团同意收
购瑞士信贷银行之前。但

英国央行的金融政策委员
会认为，英国的银行体系
仍然具有韧性，能够在高
利率时期继续支持经济。

凯投宏观经济学家露
丝·格雷戈里表示，英
国央行加息的决议表明与
通货膨胀的斗争可能还没

有结束。格雷戈里预计，
英国央行可能在5月再次
加息，使基准利率达到
4.50%。

英国国家统计局22日发布
的数据显示，英国2月消费
者价格指数（CPI）同比上涨
10.4%，高于市场预期。

英国央行上调基准利率至4.25%

【环球市场播报】周
五公布的官方数据显示，
在芯片和汽车产业的带动
下，2022年韩国的海外直
接投资略有增长，创下历
史新高，但整体增长受到
经济不确定性的限制。

根据韩国企划财政部的
数据，韩国企业去年在海

外的投资价值达到771.7
亿美元，比20 2 1年增长
0.4%。

不过，在1月至3月期间
达到261.8亿美元的季度
高点后，整个2022年都在
下降。

韩 国 企 划 财 政 部 表
示：“由于对新冠大流行

的担忧缓解，在2022年早
些时候创下了新的纪录，
但之后随着全球利率上
升，俄乌冲突持续，以及
对经济衰退的担忧，这些
都打压了投资者的情绪，
导致（后三个季度）年度
下跌。”

从行业来看，制造业对

外投资达235亿美元，同
比增长28.9%，金融和保
险业投资297亿美元，同
比下降0.6%。

与此同时，信息通信行
业的投资为36.7亿美元，
减少了47.1%，而房地产
行业的投资为70亿美元，
增加了0.6%。

韩国2022年对外直接投资增长0.4% 创历史新高

【界面新闻】据韩联
社，韩国经济副总理兼企
划财政部长官秋庆镐3月
24日表示，政府将细化韩
日围绕半导体集群建设项
目的供应链合作事项，并
着手开展韩日航线增班工
作。

秋庆镐说，为推动韩日
关系早日恢复正常，有关
各部门制定了旨在落实韩
日领导人会谈经济领域成
果的后续措施和课题。

秋庆镐称，为推动韩日
双边人员交流早日得到恢
复，政府将尽快着手开展

航线增班工作。政府将扩
大韩日高等教育机构留学
生、高中生、学术文化、
青少年交流项目规模，恢
复30个以上的政府间对话
机制、重启韩日经济团体
之间的对话渠道。

他还表示，政府将积极

支持和推动韩日涉及新产
业、联合投资、供应链等
领域的合作。政府已决定
在京畿道龙仁市建设大规
模半导体集群，并将细化
韩日围绕该项目的供应链
合作，并为此启动有关部
门之间的对话机制。

【新浪科技讯】北京时
间3月24日早间消息，据报
道，沃尔玛宣布裁员数百
人，波及美国5个电商订单
履行中心，沃尔玛要求被
裁员工在90天内寻找其它

职位，否则只能离开。
沃尔玛规模庞大，突然

裁员可能预示着美国经济
将会出现更大动荡，已经有
很多经济学家警告称美国今
年将会陷入衰退。因为担忧

持续存在，2023年至今美国
零售商已经裁减17456个职
位，上年同期只有761个。
亚马逊、Neiman Marcus和
Lidl都加入裁员行列。

沃 尔 玛 在 声 明 中 表
示：“我们最近调整了人员
配备，以便为满足未来消费
者需求做更好的准备。”沃
尔玛将会密切配合员工寻找
其它职位。未来90天内沃尔
玛会继续向受影响员工支付
薪水，他们可以在其它配送
中心寻找工作机会。

在过去几年里沃尔玛高
度重视自动化，它与Knapp
等公司携手合作，将员工处
理电商订单的步骤由12个减
少为5个。今年2月份，沃尔
玛CEO董明伦（Doug McMil-

lon）在财报发布后表示，
他对自动化机会充满期待，
未来沃尔会继续投资自动化
技术，今年公司资本支出将
达150亿美元，自动化投资
也是支出的一部分。尽管如
此，对于全年业绩预期沃尔
玛却显得谨慎，公司CFO约
翰·大卫（John David）说
大家充满焦虑，经济前景不
确定。

沃尔玛在美国有大约
5000家店铺，有约170万员
工，被裁员工可以去店铺
工作，沃尔玛是美国也是
全球员工最多的企业。对
于本次裁员，沃尔玛新闻
发言人拒绝用“大规模”
来形容，他还强调沃尔玛
仓库运转正常。

沃尔玛将在美国5个电商订单 履行中心裁员数百人

因为担忧持续存在，2023年至今美国零售商已经裁减17456
个职位，上年同期只有761个。

韩国拟就半导体集群项目 与日本进行供应链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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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2023年3月
19日至22日出航的云顶
梦号更添热闹与热闹，来
自印尼、马来西亚、越南
及东道主新加坡4个国家
的9支里程碑舞狮队及19
支传统舞狮队现身。

由三巴旺天富宫主办
的“天富宫白龙王国际舞
狮公开赛”，今年首次移
师到邮轮上举行，在高桩
和传统舞狮比赛中，越南
和新加坡两支舞狮队分别
夺得第一名，印尼全国龙
狮总团队会获得第三名， 

这也是这项舞狮比赛第一
次在海上举行。

“天富宫白龙王国际
舞狮公开赛”今年是第三
届主办。过去三年，因为
疫情关系停办。今年恢复
举办时，天富宫决定与名
胜世界邮轮合作，在“云
顶梦号”邮轮上举行这项
比赛，成为世界上首个在
海上举行的舞狮比赛。

比赛由3月19日举行至
22日，共吸引来自世界各
地的21支舞狮队伍参加，
分别来自印尼、越南、马

来西亚和新加坡，其中新
加坡派出最多舞狮队参
加，各舞狮队齐聚海上游
轮，场面非常壮观。

印尼全国龙狮总团队
会PLBSI队分两个组别进
行比赛，高桩获得铜牌，
传统获得银牌。

组委会也让印尼有机
会再次在高桩舞狮组别
进行夜间表演，并赢得
1,000新元的教练奖。

印尼全国龙狮总团队会
能够参加*天福宫白龙王国
际舞狮公开赛*提供了宝贵

的经验，该公开赛由印尼
全国龙狮总团队会代表印
度尼西亚参加，并得到了
青年和体育部的支持。

印尼全国龙狮总团队会
总主席、KORMI（印尼社
区体育委员会）创始人吴
能彬博士Nurdin Purnomo 
很高兴，希望印尼狮族积
极分子能够更有纪律和创
造力，这样他们才能更好
地在他们接下来的表演。

由HayonoIsman先生领导
的KORMI Nasional也以推
荐的形式为作为KORMI正

式成员的印尼全国龙狮总
团队会参与这项国际活动
提供了支持。所有参与者
和委员会主席都出席了颁
奖形式的顶级活动，其中
包括来自马来西亚的Chan 
Sin Tong先生，评委会主
席，WTS Travel Singapore 
的领导人作为赞助商，当
然还 有Mr. Michael Goh总
裁 RW Cruises PTE.LTD 的
主办方，以及来自不同国
家的Liong Barongsai组织的
负责人，包括来自印度尼
西亚的吴能彬博士。

印尼还派出了2位国际
评委，分别是林艳和黄丽
佳。云顶梦号于2023年3月
19日至23日航行，面积是
足球场的三倍，长335米，
宽40米，重达151,300吨，
拥有18层甲板，可容纳
3,352名乘客2016年的船员
人数停靠在基朗瓜拉泥港
和马来西亚槟城。

参加云顶梦号4天的航
程后，所有参赛者都感到
很开心，并希望明年能再
次举办比赛。
（雨林编辑，黄丽佳报道）

印尼全国龙狮总会团队

在2023年云顶梦号国际舞狮公开赛中获得银奖和铜奖

印尼全国龙狮总会代表团在活动现场留影。 印尼全国龙狮总团队会总主席吴能彬博士（中）等代表领取奖状。

【本报讯】根据驻印
尼中国领事馆3月 1 4号
17：58发布，为进一步
便利中外人员往来，中
方决定自北京时间2023
年3月15日零时起，就外
国人赴华签证及入境政
策，于是为更好地向印
尼民众直接展示福建丰
富多彩的旅游资源和人
文景观，提供最新的“

清新福建”路线产品和
路线，拓展印尼客源市
场，推进印尼和福建的
旅游交流与产业深度合
作，打响“清新福建”
旅游品牌本项目为福建
省文化和旅游厅福建旅
游海外合作推广中心运
营维护服务采购项目。
在印尼设立旨在为福建
开展国际文化旅游合作

交流宣传活动提供服务
的推广机构，所开展的
文化交流和旅游推介活
动必须遵守中华人民共
和国法律法规，不得违
背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
公共利益、道德规范和
基本政策。 

然后指定 PT Nusaraya 
International，Jalan KH 
Hasyim Azhari，ROXY 

TRADE CENTER no 233 
H，Jakarta Pusat 10150
，Indonesia 做为福建旅
游海外合作推广中心。
希望更多的印尼同胞来
到福建省旅游，感受不
一样的福建，

“清新福建”等你们
到来福建省。
（PT Nusaraya Inter-
national供稿）

印尼千岛国际旅行社被指定为福建旅游海外合作推广中心

印尼全国龙狮总会团队获得银奖和铜奖。 印尼全国龙狮总会团队一行人合影。 印尼全国龙狮总团队会总主席吴能彬博士（中）
接受采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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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135个大学学科
QS排名下滑

在英国知名高等教育机构Quac-
quarelli Symonds（QS）22日公布的
2023年世界大学学科排名中，台湾共
有135个学科排名下滑。综合中央社、
联合新闻网、TVBS新闻网等台湾媒体
报道，台湾有23所大学院校的223个
学科参与今年QS评鉴，仅19个学科的
排名较去年上升；6个大学院校学科进
入全球前50名，去年为12个；28个大
学院校学科进入全球前100名，去年则
是38个。台湾大学在台湾各大学院校
中排名最佳，有2个学科进入全球前50
名；但该校41个受评学科中，有30个
学科排名下滑。（中新社）

贵州面向海内外推600个产业招商项目 
拟引资逾3800亿元

24日讯，记者24日从贵州省投资促
进局获悉，贵州面向海内外推出600
个产业招商项目，拟引资规模逾3800
亿元（人民币，下同）。贵州作为中
国内陆开放型经济试验区，将2023年
作为“产业大招商突破年”，接续开
展大招商行动，力争全年引进优强企
业1600家以上。为发挥贵州传统产业
基础、矿产资源、劳动力资源、优质
农产品资源等优势，贵州省产业大招
商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贵州省投资
促进局）围绕“特色优势产业”“潜
力产业”“转移产业”三大重点产业
领域，重点谋划编制600个招商推介项
目，并汇编成《贵州省2023年第一批
产业大招商推介项目索引》，拟引资
规模3828.96亿元。（中新社）

第八届中国云南—以色列
创新合作论坛丽江启幕

第八届中国云南—以色列创新合作
论坛23日在丽江开幕。来自中国、以色
列政府部门、人民团体、科研机构、企
业等近200名代表，通过线上线下相结
合方式参与。活动现场，10余个中以合
作项目集中签约，双方将在文化交流、
科研、农业技术等领域开展合作。中国
云南—以色列创新合作论坛自2015年起
在中国云南省和以色列特拉维夫轮流
举办，成为滇以双方共谋发展的重要平
台。第八届论坛是新冠疫情发生以来首
次恢复线下举办，以“绿色合作 智慧
发展”为主题，重点聚焦现代农业和科
技创新，系列活动包括开幕式、项目推
介、签约仪式、特色展销会、智慧农业
论坛等，此外，以色列SABABA文化节
将于3月24日在丽江开幕。（中新社）

中英绿色智能建造
国际论坛长沙举行

中英绿色智能建造国际论坛23日在
长沙举行。论坛以“科技创新支撑实现
建筑碳达峰碳中和目标”为主题，围绕
绿色建造、智能建造、工厂化建筑、零
碳社区等议题，共同探讨绿色智能建造
新技术新进展，促进中英科技交流与合
作。英国驻广州总领事馆代区域合作
参赞傅珍妮介绍，英中两国分别制定
了碳目标，英国在2050年实现净零排
放。“英国制定了世界第一个绿色建
筑评估体系，成功转变了发展方式，
已经将绿色和低碳的概念有效地融入
到整个建筑产业链中。”通过此次论
坛，希望英中两国在技术创新和产业
方面加强合作，共同创造一个更加可
持续和有韧性的未来。（中新社）

“粤澳社保一窗通”（横琴专窗）启动
“粤澳社保一窗通”（横琴专窗）

启动仪式暨“湾区社保通”建设成果展
23日在珠海横琴举行。该专窗可同时办
理广东、澳门两地社会保障服务，实现
澳门社会保障服务在粤跨境办理。“粤
澳社保一窗通”是广东、澳门和横琴三
地社会保障部门合力推动的重点民生项
目，依托横琴粤澳共商共建共管共享的
新体制优势，推动粤澳社保政策制度一
体衔接、基本公共服务资源一体整合、
改善保障民生力量一体运用，实现粤澳
社保融合办理。（中新社）

3月以来中国多个城市机票预订量
已超过疫情前水平

记者23日从中国在线旅游平台去哪
儿获悉，3月26日，中国民航将迎来夏
秋换季航班计划调整。目前，中国多
个城市机票预订量已超过疫情前（2019
年，下同）水平。去哪儿相关负责人
表示，2023年夏秋航季将于3月26日开
启。根据2023年夏秋航季航班时刻配置
政策，中国国内客运周计划航班量已超
过疫情前水平，航班增量较多的城市线
多为成都线。去哪儿平台数据显示，今
年3月以来，中国多个城市机票预订量
已恢复至疫情前水平。（中新社）

孙卫东表示，中菲
是隔海相望的近邻，
中菲关系保持健康稳
定发展顺应两国人民
心愿，符合两国共同
利益。当前国际地区
形势正在发生深刻复
杂演变。双方要落实

好习近平主席同马科
斯总统达成的重要战
略共识，深化政治互
信，聚焦务实合作，
继续将南海问题放在
双边关系适当位置，
坚持通过友好协商妥
处分歧，共同维护中

菲关系和地区稳定大
局。

马纳罗祝贺中国两
会成功举行，期待中
国取得更大发展。马
纳罗表示，菲律宾视
中国为重要伙伴，对马
科斯总统今年1月访华
成果感到满意，希望双
方通过此次磋商推动更
多成果落地。南海问
题不是中菲关系全部，
菲方愿同中方密切沟
通协调，妥善管控争
议，保持双方关系良
好发展势头。

中国外交部副部长孙卫东会见 

菲律宾外长马纳罗
【中新社24日讯】在马尼拉参加第

二十三次中菲外交磋商和中菲南海问

题双边磋商机制第七次会议的中国外

交部副部长孙卫东23日会见了菲律宾

外长马纳罗。

2023年3月23日，在马尼拉参加第二十三次中菲外
交磋商和中菲南海问题双边磋商机制第七次会议的
外交部副部长孙卫东会见了菲律宾外长马纳罗。

【中新社23日讯】
中国国务委员兼外长秦
刚23日在北京会见赤道
几内亚外长奥约诺。

秦刚表示，外长先
生是中共二十大后首位
正式访华的非洲国家外
长，充分印证了中方对
中赤几关系的高度重视
和两国深厚的“铁杆”
友谊。感谢赤几方在涉
及中方核心利益和重大
关切问题上坚持原则，
支持中方正当主张，我
们也将一如既往支持赤
几方自主探索符合本国
国情的发展道路，支持
赤几方维护国家主权，
反对外部势力干涉赤几
内政。愿共同落实好两
国元首重要共识，保持
高层交往，加强务实合
作，深化人文交流，夯
实两国民意基础，推动
双边关系不断迈上新台

阶。
秦刚说，中国全国

两会胜利闭幕，习近平
主席再次全票当选连
任，具有重大深远意
义。中国将保持内外政
策高度连续性，为变乱
交织的世界注入确定
性、稳定性和正能量。
中国经济充满韧性活
力，今年将实现较强劲
增长，继续为全球复苏

作出重要贡献。中国全
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坚持高质量发展，扩大
高水平开放，将为赤几
带来新的发展机遇。我
们愿加强双方发展战略
对接，深化治国理政经
验交流，助力赤几增强
自主发展能力。我们鼓
励中资企业赴赤几投资
兴业，欢迎赤几更多特
色产品进入中国市场。

【中新社24日讯】
香港电视广播有限公司
（通称：无线电视，英
文简称：TVB）行政主
席许涛24日向员工发
信，宣布将引入优化成
本及资源管理方案，目
标是节省2.6亿港元的
年度营运现金支出。在
人力资源上，约5%的
员工将被遣散。

据港媒报道，许涛在
公开信中表示，疫情及抗
疫措施对经济和市场带来
巨大的冲击，香港经济前
景仍然存在诸多挑战，
电视业亦正面临新时代
的洗礼。为顺应市场变
化，公司将进行成本优
化管理，以保障业务稳定
性及可持续发展。

许涛表示，公司人

力架构将作调整，部分
职位将被终止且不予
重置。同时，公司将严
格控制间接成本，如租
金、外判工作等开支。
整体而言，在人力资源
上约有5%的员工将涉
及遣散，公司会与受影
响之员工根据香港雇佣
条例给予合理补偿。

许涛也提到，公司
亦会大幅调整节目制作
预算，旧有的节目制作
模式将转型，一些未能
达到预期收视及经济收
益的节目，将被终止。

资料显示，电视广
播有限公司共有3907名
全职雇员，包括合约艺
员及海外附属公司之职
员。此数字不包括董事
及自由工作人员。

香港无线电视将裁员约5% 

以节省2.6亿港元开支
秦刚会见赤道几内亚外长奥约诺

中国国务委员兼外长秦刚23日在北京会见赤道几内
亚外长奥约诺。

【中新社24日讯】
中国国防部新闻发言人
谭克非24日就美舰擅

闯中国西沙领海发表谈
话。他指出，美军行径
是其大搞航行霸权、制
造南海“军事化”的又
一铁证。

谭克非表示，3月24
日，美“米利厄斯”号
导弹驱逐舰未经中国政
府批准，再次非法闯入
中国西沙领海，破坏南
海地区和平稳定，中国
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依
法进行跟踪监视，并予
以警告驱离。

谭克非指出，美军

行径严重侵犯中国主权
和安全，严重违反国际
法，是其大搞航行霸
权、制造南海“军事
化”的又一铁证。中方
严正要求美方立即停止
此类挑衅行径，否则将
承担由此引发不测事件
的严重后果。

这位新闻发言人还
表示，中国人民解放军
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
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和安
全，坚决维护南海地区
和平稳定。

中国国防部谈美舰再闯中国西沙领海：

制造南海“军事化”的又一铁证

谭克非。
【中新社24日讯】

对于近期欧美银行业危
机，香港金融管理局（
金管局）总裁余伟文24
日会见传媒时表示，相
关事件对香港影响有
限，香港的银行持有的
债券当中，AT1（额外
一级资本）债券只占整
体债券持仓1%，而且持
有AT1债的主要是私人
银行客及专业投资者，
相信相关投资者有经验
处理。

余伟文指出，香港
的银行在涉及事件的机
构风险敞口十分低，欧
美国家的监管机构已及

时采取行动防止外溢影
响，美联储也不断加强
银行体系流动性，情况
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受到
控制。金管局未来仍会
密切留意事件会否有后
续的外溢影响，香港的
银行也将做好准备应对
市场上可能会出现的波
动。

另外，余伟文还提
到，香港经济受不同因
素影响，包括利率环
境、日常经济活动等，
去年底和今年初复常以
来，香港经济活动一路
活跃，市面餐饮业生意
好，人流也不断增加，
内部需求增加，但外部
需求因全球金融环境收
紧而面对不小的挑战。

余伟文表示，香港作
为外向型经济体，外部
需求的下滑，会拖累香
港出口，对经济也带来
负面影响。但他相信，
随着越来越多的内地游
客重新到香港旅游，有
助于带动内部需求进一
步增加。

香港金管局总裁：

欧美银行危机对港影响有限

余伟文。

【中新社24日讯】
据报道，沙特与叙利
亚近期已就重新开放
两国使馆达成一致，
两国使馆预计将于4月
下旬恢复工作。中国
外交部发言人毛宁3月

24日在例行记者会上
对此作出回应。

毛宁说，中方对叙
利亚和沙特就重新开
放两国使馆达成一致
表示欢迎。叙利亚回
归阿拉伯大家庭，有

利于阿拉伯国家实现
团结和振兴。毛宁同
时强调，中方坚定支
持阿拉伯国家加强团
结协作，增强战略自
主，共同促进地区的
和平、稳定与发展。

中方欢迎叙利亚和沙特

就重新开放两国使馆达成一致

【中新社23日讯】
澳门特区政府卫生局
2 3 日 发 布 消 息 称 ，

澳门过去20年结核病
的发病率呈持续下降
趋势，在防治成效方

面，澳门过去20年结
核病治疗成功率平均
为94.4%

每年3月2 4日是世
界防治结核病日，今
年的宣传主题为“你
我共同努力 终止结核
流行”。

卫生局表示，澳门
一直严格遵循世界卫
生组织（WHO）的全
球结核病控制策略和
指引，并取得良好成
绩。

澳门过去20年的结
核病发病率呈持续下

降趋势，由1998年的
每10万人口109 . 1人
下降至2022年的每10
万人口44.4人。在防
治成效方面，澳门结
核病治疗成功率一直
保持在较高水平，过
去20年治疗成功率平
均为94.4%，远超世
界卫生组织成功率达
85%的要求。

卫 生 局 强 调 ， 近
年来随着人口老龄化
和流动人口增加，结
核病的防控亦面临新
挑战，未来将继续贯

彻“预防优先 妥善
医疗”的卫生工作方
针，重点开展高危人
群结核病监测工作及
加强规范病人直接督
导治疗（DOT）服药
管理。为响应今年世
界防治结核病日的宣
传，结核病防治中心
亦于3月举行了2场“
认识结核病”相关讲
座，印制850张宣传海
报派发到300个机构及
学校，并会持续透过
媒体向市民宣传有关
的预防知识。

澳门特区政府卫生局：

澳门结核病治疗成功率平均逾九成

澳门过去20年结核病的发病率呈持续下降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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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根廷首次身披三星
球衣亮相，赛前展示世界
杯奖杯。第3分钟梅西突
破至禁区弧顶后，低射被
扑。16分钟加尔万铲倒
梅西被黄牌警告，梅西右
膝出血。梅西右侧禁区前
任意球射门，皮球击中近
门柱。24分钟德保罗直
传，麦卡利斯特小禁区右
侧反越位捅射踢空。

2 9 分 钟 迪 马 利 亚 禁
区弧顶劲射踢飞，37分
钟德保罗中路直传，梅
西禁区左侧推射击中后
卫。43分钟梅西禁区右
侧连续晃动后，大力推射
偏出远门柱。44分钟恩
佐-费尔南德斯禁区弧顶
大力射门，何塞-古拉飞
身将球扑出。

下半场开场，阿根廷

用劳塔罗和阿尔马达换
下阿尔瓦雷斯和麦卡利
斯特。47分钟阿尔马达
禁区弧右侧劲射高出横
梁，2分钟后梅西右侧角
球直接射门，何塞-古拉
单手将球托出。52分钟
梅西禁区弧顶任意球射
门，何塞-古拉飞身将
球扑出。56分钟梅西禁
区弧右侧任意球射门，
何塞-古拉再次将球托
出。58分钟迪马利亚右
侧禁区前大力低射被扑
出，塔利亚菲科补射发生
身体接触后倒在禁区内，
主裁拒绝吹罚点球。

阿根廷用迪巴拉和帕
雷德斯换下迪马利亚和恩
佐-费尔南德斯，62分钟
法利尼亚踢倒劳塔罗被黄
牌警告。阿根廷用阿库尼

亚换下塔利亚菲科，71
分钟梅西中路挑传，阿库
尼亚禁区左侧凌空抽射折
射后高出。73分钟迪巴
拉被绊倒在禁区内，主裁
拒吹点球。

78分钟梅西中路25米
外左任意球射门击中横
梁，阿尔马达小禁区左侧
补射破门。1-0，阿根廷
打破僵局，阿尔马达收获
处子球！

8 1 分 钟 梅 西 禁 区 弧
右侧任意球射门高出横
梁，6分钟后劳塔罗禁
区内转身扫射折射后被
扑。88分钟卡马乔绊倒
德保罗被黄牌警告，梅西

禁区弧顶任意球射门飞入
球门右上死角。2-0，阿
根廷锁定胜局，梅西收获
职业生涯第800球！

阿 根 廷 ( 4 - 3 - 3 )
：23-埃米利亚诺-马丁
内斯/26-莫利纳、13-
克 里 斯 蒂 安 - 罗 梅
罗、19-奥塔门迪、3-塔
利亚菲科(69’8-阿库尼
亚)/7-德保罗、24-恩
佐-费尔南德斯(60’5-
帕雷德斯 )、 2 0 -麦卡
利斯特( 4 6’ 1 6 -阿尔
马达)/10-梅西、9-阿
尔瓦雷斯( 4 6’ 2 2 -劳
塔罗 )、 1 1 -迪马利亚
(60’21-迪巴拉)

世界杯夺冠后首秀!

阿根廷2-0巴拿马梅西800球里程碑
【网易体育讯】北京时间3月24日上午7

点30分，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的纪念碑体育

场，阿根廷热身赛中2-0轻取巴拿马。梅

西任意球破门并有两次任意球中柱，阿尔

马达收获处子球。

【新浪体育24日讯】
北京时间3月24日消息，
世界羽联超级300系列
的瑞士公开赛结束第二
轮 争 夺 ， 中 国 队 有 喜
有忧，拿到4个八强资
格。张艺曼和韩悦一同
落败，国羽女单全军覆
没，张殊贤/郑雨和李怡
婧/罗徐敏携手进入女单
八强，双线作战的何济
霆则两场均吞下败仗。

女单第二轮，韩悦以
18比21、13比21连丢两
局败给韩国的金佳恩，
张艺曼0比2（1 4比2 1
、16比21）不敌丹麦的
布里奇菲尔德。

男双赛场国羽喜忧参
半。任翔宇/谭强2比0
（21比15、21比17）战
胜7号种子中国台北的卢
敬尧/杨博涵，何济霆/

周昊东苦战三局，以1
比2（19比21、21比15
、17比21）输给英格兰
的拉恩/文迪。

女双比赛里，张殊
贤/郑雨2比0（21比19
、21比10）战胜中国台
北的张净惠/杨景惇。
另一场国羽德比战中，
李怡婧/罗徐敏以2比1
（18比21、21比16、22
比20）险胜李汶妹/刘
玄炫。

混双第二轮国羽同样
是一喜一忧。蒋振邦/
魏雅欣2比0（2 1比1 2
、21比19）力克日本的
山下恭平/惇谷菜留。
何济霆/杜惇打满三局
以1比2（21比11、14比
21、14比21）败在马来
西亚的陈堂杰/杜依蔚
拍下。

【网易体育24日讯】北京时间3
月24日凌晨3:45分，2024年欧洲杯
预选赛J组的一场比赛打响，欧洲豪
门葡萄牙在主场对战列支敦士登。
上半场比赛，坎塞洛打入一球。下
半场比赛，B席破门，C罗梅开二
度。C罗以197场超越科威特球员阿
尔穆塔瓦独享第一位，成为男足国
家队历史出场次数最多的球员。全
场比赛结束，葡萄牙在主场4-0大
胜列支敦士登。

两支球队在历史上对战过7次，
葡萄牙赢球6次，与对手踢平1次，
在这7场比赛中，葡萄牙打入35球
仅丢3球。双方最近一次对战是在
2009年的一场友谊赛中，当时葡萄

牙在客场3-0大胜对手。
葡萄牙（442）：1-帕特里西

奥/20-坎塞洛、13-达尼洛-佩
雷拉（6 7’1 8 -鲁本-内维斯）
、4--鲁本-迪亚斯、14-伊纳西
奥/5-格雷罗、8-B费（90’17-若
昂-马里奥）、6-帕利尼亚、10-B
席（79’23-维蒂尼亚）/7-C罗
（78’9-贡萨洛-拉莫斯）、11-
菲利克斯（67’15-拉斐尔-莱奥）
。

列支敦士登（442）：1-比歇
尔/20-S-沃尔芬格（80’15-伊尔
迪兹）、6-马林（38’5-吕钦格）
、4-特拉伯、23-霍弗尔/14-迈尔
（60”13-洛伦兹）、17-弗洛梅

尔特、10-维泽、18-哈斯勒/8-
塞莱（80’2-贝克）、19-加斯纳
（60’16-F-沃尔芬格）。

【网易体育讯】北京
时间3月24日凌晨3点45
分，2024年欧洲杯预选赛
C组展开首轮对决，意大
利坐镇主场迎战英格兰。
上半场比赛凯恩射门被封
堵后赖斯补射破门，迪洛
伦佐禁区内手球送点，凯
恩罚进点球成为英格兰队
史射手王，格拉利什错失
空门。下半场比赛雷特吉
在国家队首秀中打进国家
队处子球为意大利扳回一
球，卢克肖两分钟内连领
两张黄牌被罚下。最终英
格兰2-1战胜意大利，取
得欧预赛开门红。

意大利和英格兰在国际
A级赛事中交锋过30次，
意大利13胜9平8负稍占
上风。两队最近6次交手
中，英格兰3平3负未尝一
胜。近3次对阵中，意大
利在2020欧洲杯决赛通过
点球大战4-3（120分钟比
赛里1-1战平）击败英格

兰夺冠，随后欧国联的两
次对阵中两队先是0-0战
平，随后意大利在第二次
对阵中1-0战胜英格兰。

意大利（4 3 3）：1-
多纳鲁马/ 4 -斯皮纳佐
拉、15-阿切尔比、3-托
洛伊、2-迪洛伦佐/6-
维 拉 蒂 （ 8 8 ' 9 - 斯 卡
马 卡 ） 、 8 - 若 日 尼 奥
（69'20-托纳利）、18-
巴雷拉（61'16-克里斯
坦特）/10-佩莱格里尼
（69'7-格诺托）、19-
雷特吉、 1 1 -贝拉尔迪
（61'17-波利塔诺）。

英格兰（4231）：1-
皮 克 福 德 / 3 - 卢 克 -
肖、6-马奎尔、5-斯通
斯、2-沃克/4-赖斯、8-
菲利普斯/11-格拉利什
（69'20-福登（81'12-
特里皮尔））、10-贝林
厄姆（85'19-加拉格尔）
、7-萨卡（85'17-詹姆
斯）/9-凯恩。

瑞士赛次轮国羽女单全军覆没 

何济霆双线一同出局

欧预赛-英格兰2-1意大利 
凯恩点射加冕队史射手王

欧预赛-C罗里程碑双响 

葡萄牙4-0大胜列支敦士登

C罗里程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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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小姐去送贺礼
的，那丫鬟遭山
贼凌辱已咬舌自

尽。
当夜，少爷秘密进宫，
没人知道他跟皇上谈了
什么。
第二日，山贼的尸首
被送到大理寺由仵作验
尸，从山贼的胃里发
现一只少爷做证说山贼
见到他时，情急之下吞
进肚里的令牌，而那令
牌上刻着「岳家军」三
字。
岳家军乃属于兵马大元
帅岳扬，是大宁最强的
一支军队，曾立下无数
战马功劳。
而岳扬的嫡女岳楚兰是
知名的京中才女，原本
是呼声最高的皇后人
选。
岳扬动员了朝中许多人
脉想拱自己女儿问鼎后
宫大位，最后皇后之位
却落入楼家手中，他自
然是不甘心了。
证据、动机、证人一应
俱全，岳扬密谋谋害准

皇后乃是重罪，不管他
怎么说自己没有派人掳
走准皇后都没有用，因
为少爷「亲眼看到山贼
吞了令牌」，而仵作也
「亲手在山贼胃部验出
令牌」。
皇上震怒，收回岳扬兵
权，岳扬连同岳家所有
家眷流放荆州，永生不
得回京，岳家九族永世
不得为官，不得参加文
武科考。
皇上登基后早想收回岳
扬的兵权，因那岳扬自
恃军功，在京中纵容部
下无法无天，甚至请大
金国的王子到府做客，
自己也大剌剌的带着小
妾到大金国做客，这已
踩到了皇上的底线。
连他这个微小的人都明
白，或许这事真是岳扬
幕僚所为，但他们肯定
不会那么笨留下什么令
牌的把柄。
究竟是谁要毁了皇后的
名节，真相不重要了，
重要的是小姐还是成了
皇后，而皇上也顺利除

去了眼中钉。
现在，少爷当时那肃
杀的表情又出现了，
令他不由得胆战心惊
起来，不知道少爷
又会把事情搞得如何
大。
他自小服侍少爷，深
知少爷性格里有种跟
老太爷非常相似的劣
根性，那就是平时可
以跟你相安无事，你
敬我一尺，我便敬你
一丈，可一旦有人触
及他的逆鳞，他绝不
会善罢甘休，一定会让
对方后悔莫及，万劫不
复！
对于小姐，少爷的信
念一向是只有他可以欺
负，不容许任何人伤害
小姐，所以他才会把掳
人事件无限扩大，大到
任何人站出来说情都没
有用……
其实也闹大到没人敢站
出来说情或提出质疑就
是了。
而现在……这就奇怪
了，这里有什么少爷很
宝贵的人吗？有人招惹
了那宝贵的人吗？不然
少爷的眼神怎么会……
「少爷，您倒是说说
话啊！伤到哪儿了，这
血……」还有您身上阴
寒的气息……
楼天临眼波不动。「无
事，不是我的血。」
路明直拍胸口。「吓死
小人了，哪个不长眼的
乱造谣，说见到县太爷
让人给刺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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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地球上的科学发展到了立体
电影阶段，那么，我们就可以
像如今看到十万里之外的人的

平面活动一样。
看到十分万里之外的人如真似幻地

出现在我们的眼前。
为了证实这一点，我突
然道：“我愿意相信你
原来的形体，真是如此
巨大，但现在，你出现
在我们眼前，我相信只
是一种投影现象，是不
是可以缩小到和我们一
样大小，方便谈话？”
那巨人又笑了两下：“
有趣，你们的见识，进
步多了，当然可以。”
他那一句话才出口，巨
大的，金光闪闪的一个
巨人，突然缩小，一下

子就变得比我们正常人，还矮了一
半，然后，又扩大到和我们一样的
程度。
这时，他就在我们面前，和我们一
样高大，我们三人，不由自主，一

起伸手，想去碰碰他。但我们当然
什么也碰不到，因为他只不过是依
靠浓雾才形成的一立体投影现象。
他变得和我们一样大小之后，又
道：“如果我们现在见你们的最高
领袖，让他向我们提一个要求，当
然不会是要求我们替他建造一个地
方，可以让他死后把尸体放进去，
真是可笑，死了之后要找一个他梦
想的地方把尸体放进去。”
我深深吸了一口气，有点苦涩：“
或许一样会，两千多年，地球上
人类的思想方法，其实并没有进步
多少，权力一样令人腐化，各种行
为，本质上也没有多大的改变；人
性还是一样。”
那巨人（他已不再巨大，但还是这
样称呼他比较好）唔唔地应着：“
生物的本能，要改变不容易，非常
不容易，接近没有可能。”

陈长青直到达时，才叫了起来：“
天！别讨论这种问题，究竟是怎么
一回事？”
巨人的神情相当温和：“其实很简
单，我们经过你们居住的行星，
当然是在很远的地方经过、无意之
间，通过仪器，看到了有类似指示
降落的建筑，于是，我们就决定降
落来看一下。”
我们三人互望了一眼，心中都不禁
呻吟了一声：万里长城！那巨人接
下来，又笑了几声，他的笑声和语
调，有着可以感觉得出来的轻松，
那真使我惭愧得日出冷汗。
他道：“我们以为，可以和水准极
高的一种生物打交道，谁知道降落
之后，全然不是那么一回事，那个
看来像是指标一样的建筑，原来是
为了自相残杀而建造，真不可想
像。”

腾了一晚，情况总算是稳定
下来，但小孩太虚弱，得留
在医院观察几天。

走出医院，她已经虚软得快站下住
脚，好想找个没人看见的角落痛痛
快快哭一场……
清晨薄雾仍未散去，站在公车站牌

下等着第一班的公
车，她一句话也不
说，神情恍惚空白。
他一直安静地注视着
她的侧容，她没掉一
滴泪，但纤细瘦弱的
肩膀却像是快被沉
重的愧悔忧伤给压垮
了。
「你是不是也想骂我
是个浑蛋妈妈？」她
轻轻开口，失神地注
视着远方。
他仍是定定凝视她。
「我没那么想。」

「我想当个好妈妈，让孩子平安健
康地长大，我很努力、很努力、很
努力……你知道吗？」
医生虽然也没多说什么，但眼神充
满指责，无声控诉她这个失职的
母亲，把好好一个孩子照顾成这

样……她也觉得很该死，她也不想
这样，她比谁都爱这个孩子。
为了留下悦悦，再多的苦她都咬
牙忍下来，独自承受怀孕生子的
彷徨、孤单以及无助，但是、但
是……
她做得还不够对不对？一定是她哪
里做得不好，轻忽大意了，才会这
样，一定是的！
纤细的肩微微颤动，他脱下外套裹
覆住她，无声表达安慰，也传递温
暖。
她忽然转身往他怀抱靠去，他该避
开的，他从不与人肢体碰触，但是
他没动，也没有任何动作。
她额心抵靠在他胸膛，他感觉到淡
淡的湿意。
他既不拥抱也不推开，只是伫立
着，等待她流完泪水。
然后他想，她应该还是会一如既往
地绽开优雅又从容的笑颜。

早班公车来了，他上车投了币，她
紧跟在他身后，缠握住他的手，脆
弱无助得像个要迷失的孩子，他不
忍，放不了这个手。
他们在最后一排的空位坐了下来，
她挨着他，靠在他肩上，神情疲
倦。
他以为她睡了，本想等到站时再唤
醒她，没一会儿，她声音轻浅响
起。「悦悦……不会有事的，对
吧？」
「对。」医生已经说过了，她仍像
个心慌的孩子，需要一再索讨肯定
的答案来安抚惶然的心。
「悦悦……会平安长大……」
「一定会。」
「悦悦……还那么小，她还没学会
叫妈妈……」
不知哪来的冲动，他忽然开口：「
汪小姐，你信不信得过我？」

(95)

人生总有太多的无奈和遗
憾。
再好的东西都有失去的一
天。
再深的记忆也有淡忘的一
天。
再爱的人也有远走的一天。
再美的梦也有惊醒的一天。

(88)

(13)

霖怒哼了一声，双掌贯足“
血影神功”陡然拍出，只见
红光一闪……

电光石火之间，一条人影以不可思
议的速度，飞泻而出！
同一时间-惨嗥之声，破空而起！
近十条人影，被卷得倒飞三丈之
外。一溜紫芒，冲空而上！
陈霖暗道一声：“糟！”
不管那些人的死活，疾向那飞遁而
去的火云红衫老者追去，但，他仍
迟了一步！
这瞬息之间，陈霖急出了一身冷
汗。他一时疏忽，被那自承是教主
的火云红衫老者走脱，而且对方
竟然在这极快的一瞬，发出了信
号：“血池”被毁的命运，已无法
避免！
……那火云红衫老者的身手，令人
咋舌，竟然能在瞬息之间消逝无
踪！
陈霖这一急非同小可，陡然刹住身
形，回首顾处，不由胆裂魂飞……
数道红焰，冲天而起，照得山野林
樾一片通明，紧接着，“轰隆！”
之声，震天而起，一时之间，地
动山摇，似是宇宙的末日来临……
陈霖浑身发抖，脑内“嗡！”的一
响，几乎当场晕倒，他感到四肢麻
木，冷汗涔涔而下，像一尊石像，
不言不动的矗立在当地！
如果他首先对付那火云红衫老者，
可能挽回这一场悲剧，可是，现在
一切都完了！
……天亮了！
这被武林人目为神秘恐怖得不可思议
的血池，已被那炸坍的峰岩掩埋了！
“血影门”发祥之地，就这样的沉
沦了！
血池，从现在起，将慢慢的从人们
的记忆中淡忘，消失！
陈霖像是经历了可怖的一年，虽然
仅数个时辰！他悔恨，自责，一时
大意坐令本门重地被毁！
渐渐，他的眼中射出了骇人的煞

光，俊面之上，全被
杀气布满！
“东海离心岛，我要
它 像 血 池 一 样 的 沉
沦，我要他们的血染
红每一寸土，要他们
的尸体，布满每一寸
地 ！ ” 在 他 身 前 不
远，静静的躺着被他
在昨晚一掌毁去的九
具尸体！
晨风，拂着树梢，也
拂着岭顶的草叶！尸
身上的破碎红衫，也

随风飘动-　一个骇人的现象骤呈
眼前-那尸身之上的红衫之内，竟
然隐隐露出白骨骷髅头的号志！
陈霖心中这一震非同小可，飘前几
步，凌虚数抓，破布碎屑飞扬之
中，每一具尸身胸前，现出大小不
等的一个白骨骷髅头！
“白骨教徒！那走脱的火云红衫老
者，必是白骨教主无疑！”
陈霖目眦欲裂的瞪视着这几具尸
体，一时思绪潮涌，白骨教为什么
要假冒“烈阳神火教”中人来炸毁
血池？该教这一切出人意料的安排
目的何在？
蒙面怪客何以会得讯传警，而且事
事料中，这是巧合，还是一个可
怕的意念，再次升上他的心头。“
杀！”
他对这面目全非的“血池”作了最
后的凭吊，怀着满腔的怨毒和杀机
飞驰下山！
“血池”被埋没，“血池别府”也
告沉沦！
刚下得大别山，一条人影，迎面飞
来！
“弟弟！”
随着这一声娇唤，人影乍停，赫然
是那美绝天下的绝色少妇！
陈霖心里不由一荡！
绝色少妇满面惊喜的抢步移身，握
住陈霖的一只手道：“弟弟，真想
不到居然找到了你！”
一阵阵诱人的气氛，散发在周遭，
令人不禁生出非份之念，尤其那一
双海样深沉，荡漾着媚惑之波的眼
睛，看得陈霖一颗心怦怦而跳。
“你要找我？”
绝色少妇情深款款的一笑道：“是
的！”
陈霖红着脸道：“有什么事！”
“噫！难道一定要有事才能找你，
弟弟，你大概把姐姐我淡忘了？”
陈霖心头又是一阵扑扑乱跳，呐呐
的道：“没有这样的事！” (208)

陈

是

如

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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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心脑

脚凉警惕粥样硬化，趾甲紫当心肺动脉高压

观察手脚腿，看出“心”健康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九人民医院心内科主治医师 薛 超 □副主任医师 陈启稚

健康大讲堂

六种出血谁惹的
主讲人：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心内科团队

俗话说“相由心生”，
一个人的面貌和外形不仅
可以反映其性格特点，还
能看出心脏的健康程度。
美国“最好的生活网站”
近日总结了多位心内科专
家的研究，提醒大家如果
手部、脚部和腿部出现以
下表现，就要注意“心”
健康了。

脚和小腿肿胀，心脏血
液循环差。心衰患者由于
心脏排血量减少，不能维
持正常的体循环，易导致
水分和钠滞留在体内，出
现下肢水肿。心衰引起的
水肿通常发生在身体低垂
部位，如小腿和足踝，按
压时皮肤会出现凹陷，严
重者会全身水肿。腿部肿
胀还可能是下肢深静脉血
栓引发的，多见于单侧肢
体，部分人可能发生在双
侧。刚做完大手术，尤其
是骨科手术、肢体外伤、
慢性病长期卧床等，或高
龄老人、高脂血症、糖尿
病、恶性肿瘤、妊娠、服
用雌激素者都容易形成高
凝状态，是下肢深静脉血
栓的高危人群。

下肢静脉瓣膜功能不
全，会导致静脉瓣膜关闭
不严，静脉血反流瘀滞在
血管中，也会引起肢体水
肿。患者主要表现为缓慢
出现的双侧或单侧下肢肿
胀，一般从小腿远端、足
踝开始，早期多无特殊不
适，主要是久坐久站后小
腿肿胀，卧床休息后可缓
解。随着疾病发展，除腿
肿外，还会伴有肢体酸沉
胀痛等不适，晨轻暮重。

腿抽筋，外周动脉疾
病征兆。不少人觉得腿抽
筋多是受凉或缺钙了，其
实这还可能是外周动脉疾
病的征兆。该病是一种由
动脉壁上的斑块积聚引起
血管狭窄，导致腿部循环
不良引发的慢性病。典型
症状之一是行走时腿部肌
肉疼痛或痉挛，休息后缓
解，患者还可能出现腿部
溃疡、毛发生长不良或肤
色变化。要提醒大家，患
有外周动脉疾病，预示心
脏动脉粥样硬化狭窄风险
也较高。

手指或脚趾疼、有肿
块，感染性心内膜炎。手

指或脚趾上出现坚硬、疼
痛的肿块，临床上称为奥
斯勒结节，这是感染性心
内膜炎的重要表现。该病
多由细菌通过血液系统传
播，并附着在心脏薄弱部
位，对心脏瓣膜造成潜在
损害。奥斯勒结节通常很
小且疼痛，当结节长到肉
眼可见之前就可能感觉到
不适。结节可持续几个小
时到几天不等，通常会自
行消失。

手掌、脚底有红色瘀
斑，急性感染性心内膜
炎。手掌和足底出现1~4
毫米的红色或出血性皮肤
斑，是急性感染性心内膜
炎的重要迹象。皮肤变色
是由脓毒性栓塞引起的，
这类皮肤斑并不疼，会在
几周内自行消失，但切莫
大意，要及时就医治疗。

脚趾毛发脱落，血液循
环不良。变白、变少、变
细、分叉……头发可通过这

些外在表现向我们透露健康
信息。脚趾上的毛发也可反
映我们的健康状况，不明原
因的脱落，说明血液循环不
良。因为如果末梢血液循环
差，脚部毛发的血供就会减
少，毛发变薄、脱落。而
且，下肢血液循环变差导致
的腿部肿胀，也会加重脚部
毛发脱落。

脚凉，动脉粥样硬化。
天冷、开空调时，脚凉属
于正常现象。如果本身环
境温度较高，脚部仍冰凉
就要注意了。动脉栓塞
是一种全身性血管疾病，
当下肢动脉出现粥样硬化
性血管狭窄或闭塞时，就
会有一系列症状，医生将
其称为下肢动脉硬化闭塞
症。这种疾病提示心脑血
管也存在严重缺血问题，
患者要留意下肢发凉、麻
木、跛行、疼痛、溃疡等
危险信号，并及时就诊。

脚趾甲颜色变深，或是
心衰。若没有遭遇外伤，
脚趾甲却呈现蓝色或紫
色，医学上称为发绀，是
由于皮肤、肌肉、器官和
其他组织无法获得正常运

作所需氧气导致的。这种
情况可能发生在甲床和身
体其他部位（如嘴唇），
是慢阻肺、肺动脉高压和
充血性心衰的重要信号。

腿痒、发炎，心功能变
差。心功能不全会导致全
身血液循环不良，出现下
肢水肿、小腿皮肤发炎等
表现，严重者腿部皮肤还
会发红、瘙痒、感染等。

手上有蜡状肿块。淀
粉样变性是种罕见病，主
要表现为疼痛、虚弱、手
麻、出现蜡状肿块。这种
情况的出现，是由于不规
则蛋白质聚集引起的。
随着淀粉样蛋白在心脏中
不断聚集，沉积物不断增
加，会慢慢替代心肌，形
成心脏淀粉样变性，影响
心脏正常工作，降低血液
循环速度。由于供血量不
足，手部没办法获得足够
的血液和氧气供给，便出
现疼痛以及蜡状肿块。

若发现手部、腿部、脚
部出现上述表现，要尽早到
皮肤科、心内科就诊，排查
疾病隐患。一旦确诊，要积
极配合医生治疗。▲

临床上，患有过敏、湿疹、手足癣等皮
肤病的人很多，皮肤外用药大都是非处方
药，于是很多人会选择自行购买药物治疗。
治疗皮炎的各类软膏非常多，其中糖皮质激
素类药物是许多皮肤病的一线治疗药，规范
使用能让皮肤病明显改观，乱用、滥用则会
造成不良反应，建议患者参照药物的作用强
度来选择。

依据皮肤收缩血管试验等方法，外用糖
皮质激素的作用强度分为许多级别。《糖皮
质激素类药物临床应用指导原则》采用的是
四级分类法（见图表），不同的药物浓度和
剂型会影响糖皮质激素的级别。

弱效激素适用于轻度及中度皮损，尤其
适用于儿童及面部等柔嫩皮肤部位，可短
时大面积使用，常用的有 0.05%布地奈德
软膏。

中效激素适合于轻中度皮损，可连续使
用 4~6 周，12 岁以下儿童连续使用尽量不
超过两周，尽量避免大面积长期使用。常用
中效激素有 1%丁酸氢化可的松软膏、0.1%
曲安奈德乳膏等。

强效和超强效激素适用于重度、肥厚性
皮损。连续用时不应超过 2~3 周，尽量避免 
12岁以下儿童使用。不可大面积长期使用，
一般不用于面部、乳房、会阴部及皱褶等皮
肤薄嫩处。常见的强效激素有 0.1%糠酸莫
米松，超强效的有 0.05%丙酸氯倍他索软
膏等。

使用外用糖皮质激素类时要注意：1.
糖皮质激素不是止痒药物，使用前应明确
诊断。外用糖皮质激素主要用于治疗皮炎
湿疹类皮肤病、红斑鳞屑类皮肤病及自身
免疫性疾病，对于真菌等感染性皮肤病，
外用糖皮质激素不但无效还可能加重病
情。

2.建议在专业医生指导下，根据皮肤病
种类和皮损情况选择合适级别的糖皮质激素
制剂，避免使用过强或强度不足的制剂。

3.尽量避免长期外用糖皮质激素，否则
易引起激素依赖性皮炎，出现皮肤萎缩、毛
细血管扩张、多毛、色素异常。可选择每周
间隙使用 1~2 天维持治疗，减少复发。

4.妊娠期和哺乳期女性应权衡利弊，妊
娠早期避免使用含氟激素，哺乳期避免外用
于乳房。婴幼儿、儿童及老年人的皮肤较
薄，代谢差，避免长期大面积使用，尽量选
择弱效及软性激素。▲

卵圆孔未闭封堵手术后的小王：近
日患者小王发现一件“怪事”，前一阵
子做完卵圆孔未闭封堵手术，最近老是
莫名其妙发现“青一块，紫一块”的皮
下淤青。一开始以为是自己不小心磕碰
到的，可是即便自己异常小心，从未磕
碰到任何地方，身上还是会有这样那样
的“伤痕”，仿佛自己遭遇了“家暴”
，这让他很是苦恼。

冠状动脉支架植入术后的老李：1 个
月前，老李因急性心梗做了冠状动脉
支架植入术，术后在医护人员的精心照
顾下顺利出院。回到家的他每天按时吃
药，本以为已顺利渡过难关，可新的烦
恼出现了——这两个礼拜老是动不动就
牙龈出血，怎么小心都没用，真叫人心
急如焚。

冠状动脉药物球囊植入术后的张
婶：她在 3 个月前因反复胸闷住院治
疗。住院期间确诊了冠心病，并且做
了冠状动脉药物球囊植入手术，术后
原来胸闷的症状几乎没有了，可是鼻
子动不动就流血，量不多却带来了不
小的烦恼。医生在充分了解他们的情
况后找出了病因，原来小王、老李和
张婶目前正在服用阿司匹林和氯吡格
雷这两种抗血小板药物，反复出现的
皮下淤青以及出血症状正是和这两种
药物有关。

什么是抗血小板药物？抗血小板药物
是血栓栓塞性疾病治疗中的关键。在冠
脉支架植入术后、卵圆孔未闭、房间隔
缺损等心血管介入手术的围术期间发挥
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经典的抗血小板药物分为四类：1.
抑制血小板花生四烯酸代谢的药物（阿
司匹林、利多格雷）；2.增加血小板内
cAMP 的药物（西洛他唑、双嘧达莫）
；3.P2Y12 受体抑制剂（氯吡格雷、替
格瑞洛）；4.血小板膜糖蛋白 IIb/IIIa 
受体阻断剂（替罗非班）。

然而，抗血小板药物是一把双刃剑，
在阻断血栓生成的同时，增加了一定
的出血风险，因此规范使用抗血小板药
物，以及了解抗血小板药物使用期间的
常见不良反应及处理方法尤为重要。

皮肤黏膜出血。皮肤黏膜出血是常见
的抗血小板药物不良反应，皮下出血可
以根据大小分为瘀点（＜2 毫米）、紫
癜（3~5 毫米）和瘀斑（> 5毫米）。对
于皮肤擦伤 、瘀斑、自愈性的鼻出血和
少量的结膜出血等，建议持续抗血小板
药物治疗，频繁出现皮下出血的患者，
可至心内科门诊由医生进一步评估出血

严重程度并完善出血风险评估，血红蛋
白等化验检查，根据临床特征、风险评
估以及出血的严重程度确定后续的应对
措施。

鼻出血。抗血小板药物引起的鼻出血
大多数情况下可自行停止，无需停服抗
血小板药物。轻微的鼻出血可以通过身
体前倾、捏紧鼻翼压迫止血，必要时鼻
腔填塞止血。

牙龈出血。需要寻找牙龈炎、牙周病
等原发口腔疾病，出现较为严重的口腔
出血时需要暂停抗血小板药物，至口腔
科处理并评估抗血小板治疗重启时间。

血尿。出现血尿时需要评估原因，感
染、泌尿系统结石、泌尿系统肿瘤、肾
小球疾病是常见的血尿原因。抗血小板

治疗导致的血尿相对少见，如果血尿不
严重，可以继续抗血小板治疗，严重持
续的肉眼血尿需要至泌尿外科和心内科
门诊就诊。

自发性脑出血。应立即停药至急诊科
就诊，如有必要恢复抗栓治疗时，可于
症状改善数天后，考虑应用出血风险更
低的抗血小板药物。

消化道出血。抗血小板药物常见的
消化道不良反应是腹痛、腹胀、泛酸、
烧心，严重时有消化道出血的症状，表
现为粪隐血阳性、黑便、柏油样便、呕
血等。餐前服用阿司匹林可降低高危人
群消化道损伤的风险，加用质子泵抑制

剂类药物也能降低消化道溃疡和消化道
出血的风险。若在服药期间出现了急性
上消化道出血，应立即至急诊科就诊，
由医生在权衡患者的血栓和出血风险后
决定是否停用抗血小板药物，同时需要
积极给予抑酸药物和胃黏膜保护剂，首
选质子泵抑制剂，必要时根除幽门螺杆
菌。

总体而言，患者在术后应用抗血小板
药物期间如果出现不良反应，应该认真
核对药物服用情况，并咨询医生，根据
不良反应的严重情况决定是否需要调整
抗血小板药物。▲

盛夏已至，户外花红柳
绿。如果你和朋友、家人
难得出游一趟，一定记得
拍些风景照，因为这会有
护“心”作用。亲近自然
能放松身心，风景照也有
类似功能。

首先，拍风景照意味
着你要走进大自然，至
少与那里的景色“亲密
接触”。五颜六色的花
朵、苍翠的树木、高耸的
山脉、水晶般清澈的溪

流……自然美景荡涤心灵 
，身处其中 ，带来第一
层喜悦。随手取景一张，
保存在手机里，或者打印
出来，再次看到的时候，
脑海里放松、自由、宁静
的记忆、感受又被激活。
研究发现，仅仅看着大自
然就会让你的大脑产生类
似身处其中的活动，带来
愉悦感。美国国立卫生研
究院的研究也表明，无论
是图像还是真正接触，自

然场景都会带来丰富的视
觉刺激，滋养大脑和心
灵。此外，观看风景照有
益于减少抑郁、促进身体
自愈能力、提升注意力，
甚至可以显著降低中风风
险。

所以，不妨在家里或
办公室的墙上都放一些自
己拍摄的自然风光照片，
让“大自然”围绕着你，
即使不出门，也能有个好
心情。▲

心理门诊

拍拍风景照，心情会变好
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 郭 瑞

常备药箱

皮肤外用激素也分强弱
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皮肤科副主任医师 董正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