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人协从业党
（Golkar）派系主席伊德里斯
（Idris Laena）于9月7日表示，
关于修改45年基本宪法的事
务，必须审慎研究，要顾及方方
面面，因为修宪是非常敏感的，
往往会导致社会动荡不安。

伊德里斯举例近日在几
内亚发生的政变，该国就是
因为急着修宪以改变总统的
任期导致了内乱。他说：“我
们当然不希望这种事情也发
生在印尼。因为我国根本不
存在‘有限度修宪’的词语，
各政党不能确保该修宪案是
否能顺利通过。”

他补充说：“我们必须深

入研究此事。如无法控制修
宪案，这将引发社会波动。”

伊德里斯举例称，在几
内亚修宪之后，即批准总统
最多连任三届，就发生了政
变事件。他不愿看到佐科维
总统由于一些具有政治野心
的人要修宪的说法，导致佐
科维的声誉受损。

他说：“佐科维确实成功领
导国家的发展，不论有的人喜欢
或不喜欢，事实证明佐科维能建
起有利的领导阵容，并说服其政
治对手普拉波沃（Prabowo）共同
建设国家和民族。”

伊德里斯也提起佐科维
所属的斗争民主党（PDIP），

该政党也不同意有关总统任
期从两届改为三届的建议。
他担心有关恢复国家政策原
则（PPHN）的说法，会成为修
宪的其它条款的切入点。

如悉，上述修宪计划是
由从业党干部的人协主席庞
邦（Bambang Soesatyo）提 出
的，并声称这次修宪仅为恢
复国家政策原则。

另一方面，大印尼行动
党（Gerindra）中央理事会主
席 苏 夫 米（Sufmi Dasco Ah-
mad）表示，虽然国家政策原
则很重要，然而不需要通过
修正 45 年基本宪法来制定
国家政策原则。 （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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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各地加速注射疫苗活动
今年底全国各地疫苗接种率至少达到70%

总统预定年底70%人口已接受注射疫苗
佐科维总统于 9 月 7 日视察东爪哇省多个地区实施的疫苗接种服务

活动。佐科维总统在波诺罗戈（Ponorogo）视察 K H Syamsuddin 清真寺
注射疫苗活动时表示，希望全国各地能在今年年底或之前完成 70%人口
接种疫苗的指标。

国军25名高级将领晋升官阶
国军总司令哈迪将军于 9 月 6 日在雅加达东区的 Cilang-

kap 区国军总部，接受了 25 名国军高级将领有关晋升官阶的
报告。

政府关注新冠疫情七项重点
全国各地再延长实施二至四级PPKM措施

防长邀两大学协助加强国防
普拉波沃：通过科技教育合作强化国防体系

修改45年宪法须审慎研究
人协从业党派系称往往会导致社会动荡

【本报讯】佐科维总统于
9月7日在东爪哇省波諾罗戈
县（Ponorogo）KH Syamsuddin
习经院通过视频会议，与展开
共同接种疫苗活动的习经院
及宗教场所的负责人进行对
谈表示，政府指定2021年底
全国接种疫苗目标至少达到
70%，并指望每个省区，包括
在今年11月将成为国际超级
摩托车赛东道主的西努省都
达到上述接种疫苗目标。

佐科维总统说：“我们希
望每个省区在今年年底的人
口接种率至少完成70%。我
们值得庆幸的是在西努省赛
场周围的活动已完成。”

有关上述国际摩托车
赛，西努省代表坦承准备加
速注射疫苗的进程，每天的
注射疫苗目标达到1.5万剂，
以支持国际摩托车赛活动。
他说：“我们承诺，国军、警
察、地方政府、注射疫苗团队

等启动500间卫生设施。”
佐科维也希望持续加速

实行接种疫苗，以期尽快遏制
全国各地新冠病毒的扩散。

当时，来自巴朗卡拉雅
（Palangkaraya）的代表称，在
中加省通过划分三个疫苗接
种区来持续实行加速注射疫
苗的活动。他说：“设立在东
区的是巴利托（Barito）河域一
带，中区则是巴朗卡拉雅本地
及周遭地带，接着西区是哥打

瓦灵因（Kotawaringin）。”
哥打瓦灵因代表也发言

说，中加省的疫苗接种率持
续增升，这是国军与警察及
注射疫苗团队的协调和合
作达到的效果。他说：“工

作人员有的来自省府、军
警、议会、地方情报局及港
口卫生事务处等。我们为
集体注射疫苗活动出动工
作团队。”

（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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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政府在爪哇-
巴厘及其它地区正式延长二
级 至 四 级 社 区 活 动 限 制
（PPKM）措施，即在爪哇-巴
厘从 9 月 7 日至 13 日，其它
地区则从 9 月 7 日至 20 日。
印尼的疫情能持续缓解，同
时经济也能获得复苏，主要
是因为从开始直至现在，政
府采取了PPKM 措施遏制新
冠病毒的扩散，以及渐次压
低严重的新冠死亡率。

海事与投资统筹部长卢
虎（Luhut Binsar Pandjaitan）
于 9 月 6 日晚上说：“随着目
前新冠疫情日益好转的趋
势，政府决定通过持续使用
PeduliLindungi 的应用程序及

实施抗疫卫生规程，爪哇巴
厘两岛屿各社区在 9 月 7 日
至13日期间再实施PPKM措
施。但也对社区活动的限制
作出一些调整。”

中央政府也对爪哇巴厘之
外地区延长了二级至四级PPKM
措施，有效期为9月7日至20
日。同样也对二级至三级PPKM
社区的限制作出一些调整。

政府延长 PPKM 措施注
意到 7 项重点：（一）最近以
来，爪哇巴厘的新冠疫情逐
渐好转。这可从实施四级
PPKM 的市县区出现新增病
例减少显示出来。卢虎说：

“2021 年 9 月 5 日为止，爪哇
巴厘此前曾有25个市县区实
施四级PPKM，如今仅剩11个
市县区实施四级PPKM。”

目前，成为二级PPKM的
市县区从 27 个增至 43 个。
其它如在爪哇巴厘各社区接
受治疗的新冠患者，以及新
冠病患死亡率也持续减少。

（二）爪哇岛以外地区实
施四级 PPKM 措施的地区也
逐渐好转。针对这个问题，
经济统筹部长艾朗卡·哈达
托（Airlangga Hartarto）表示，

爪哇以外地区曾有 34 个市
县区实施四级PPKM，如今减
少至 23 个市县区。目前还
有 314 市 县 区 实 行 三 级
PPKM，而 之 前 是 313 市 县
区。至于实施二级 PPKM 措
施的有49市县区。

（三）放宽社区活动。
随着新冠疫情日益改善，政
府在公共设施活动方面略微
宽松。首先，在购物中心的
用餐时间限制在 60 分钟以
内 ，并 限 制 来 客 人 数 最 多
50%。其次政府将在实施三
级 PPKM 措施市县区尝试开
放20个旅游警区，然而仍严
格遵守防疫卫生规程及使用
PeduliLindungi平台。

然后，在二级PPKM的市县
区已开放的旅游景区也使用
PeduliLindungi应用程序。在巴
厘的购物中心或商场，同样实行
严格的防疫卫生规程，以及使用
PeduliLindungi应用程序。

（四）警惕新冠 Mu 变异
毒株。（五）加速提供接种疫
苗服务。（六）确保药物及氧
气库存量充足。（七）慎防出
现第三波疫情的可能性。

（Ing）

【本报讯】国防部长普拉
波沃（Prabowo Subianto）于 9
月 7 日先后到艾朗卡大学
（Unair）和 11 月 10 日技术学
院进行工作访问，同时也一
并见证国防部和这两家大学
之间签署的合作备忘录。

普拉波沃说：“让我们共
同努力吧！通过科技和教育
合作研发的活动，实现又强
大、又强劲、又有独立性的印
尼国防体系。”

他对艾朗卡大学和11月
10日技术学院积极与国防部
建立了合作关系一事表示高度

赞赏，并希望能通过实施教育
和科技研发活动实现融合合
作，同时也实践所作出的承诺。

三方所签署的合作备忘
录包括了五项重点，一是向
社区和研究机构举办教育、
培训、研发和服务等活动，二
是举办研发合作和资源开发
等活动，三是举办科学、科学
研究、研讨会和讲习班等活
动，四是具备教育科目和专
家，五是实现三方所达致共
识的其它活动。

在今次的访问期间，普
拉波沃部长也对这两家大学

展示的研究结果表示赞赏，
也就是艾朗卡大学所研发的
疫苗和呼吸机、制氧机和电
动摩托车等，还有11月10日
技术学院所研发的潜艇技术
等。 （S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