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佐科维总统提
醒校园领导层监控学生的活
动，以免被极端主义或激进
主义影响。这一警告被认为
仍然是适宜的。

国会第十委员会主席塞
弗尔（Syaiful Huda）评估说，
有很多案例表明学生很容
易受到激进和不宽容思想
的影响。

塞弗尔在周三（15/9）的
新闻声明中说，我认为佐科
维总统在校长论坛上所说的
话仍然具有相关性，因为有
证据表明在学生中传播激进
思想的威胁仍然存在。我们
希望警告能真正引起各大学
校长和学术界的注意。

塞弗尔说，从几个机构进

行的民意调查中可以看出激
进主义在校园内蔓延的迹象，
例如国家反恐局（BNPT）、Al-
vara研究所和Setara研究所。

此外，一些校园也出现
了宗教不宽容和种族不宽
容的案例。他认为，这些迹
象表明，校园激进思想的威
胁是真实存在的，因此，校
园各级领导层对这种现象
无法推卸责任。

塞弗尔说，这些激进的思
想通常是通过宗教讨论来传
达的。此外，他怀疑有高年级
学生接触过激进思想，进而影
响低年级学生或新生。

此外，从学生的思维方
式、行为方式和生活方式可以
看出学生激进思维的迹象。

他认为，校园需要在开发预警
系统方面发挥作用。这位民
族复兴党政客还希望校园通
过培养温和的思维方式与宗
教社区组织合作。此外，校园
还可以定期宣传激进思想在
协调国家生活方面的危害。

另一方面，国家反恐局
（BNPT）负 责 人 博 雅（Boya
Rafli Amar）透露，BNPT 专注
于监控四个社交媒体，以打击
激进和恐怖主义思想。

博雅当天在与国会第三
委员会的讨论会上说，在实
施这种威慑时，我们主要关
注4个社交媒体平台。首先
是 Telegram、 WhatsApp、
Facebook和TamTam。

博雅说，直到 2021 年 8

月，BNPT 已经监控了399个
团体和社交媒体渠道。其中
Telegram 拥有 135 个群组或
频道，数量最多；WhatsApp
拥 有 127 个 群 组 或 频 道 ；
Facebook 拥有 121 个群组或
频道；它们都被BNPT监控。

（Irw）

我国将于今年 12 月 1 日开始成为 20 国集团（G20）轮值主席
国，为了更好掌控有关的事务，各相关部长和央行总裁于 9 月 14 日
召开了专题讨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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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申防疫与经济并重
确认全国疫情缓解 但仍须坚持卫生规则

佐科维总统于 9 月 15 日在西爪哇省加拉璜县加拉璜新城工
业区，为 HKML Battery Indonesia 公司旗下的电动汽车电池工厂
工程支持奠基仪式。

我国将成为20国集团（G20）轮值主席国

总统提醒校园监控学生活动
以免被极端主义或激进主义思想影响

水上飞机坠落巴布亚英丹查雅
飞机机身损坏不堪 三名机组人员全丧生

57名肃贪委雇员将被荣誉解雇肃贪委说明TWK测试遵循国家法令行事

佐科维总统强调加速振兴加工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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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佐科维总统表

示，政府尽力促使卫生健康
与经济复苏问题之间得以平
衡的方式应对新冠疫情。因
此 尽 管 社 区 活 动 限 制
（PPKM）措施已开始放宽，然
而大家仍必须严格遵守防疫
卫生规程。

佐科维总统于9月15日
出席大华银行（UOB）2002年
经济展望的仪式发表讲话说：

“政府经过一些测试后，已准
许某些活动按照严格的防疫
卫生规程开放。也就是说卫
生健康是首要任务，然而经济
复苏也是非常重要的事务。”

佐科维称，实施一级至四
级社会活动限制旨在促使处
理卫生和经济问题能符合当
前的情况和条件。政府在
2020年为经济复苏事项拨款
695.2万亿盾，已落实的预算
为579.8万亿盾。2021年为经
济复苏的预算共744.75万亿
盾，直至2021年7月为止，已
落实的预算为305.5万亿盾。

他说：“拨出的预算开支
是以平衡的方式提供处理卫生
事务及国家经济复苏的问题，
以推动国家建设平衡发展。”

佐科维对于卫生问题表
示，目前在印尼的新冠确诊病

例已持续下降，甚至印尼不再
列入新冠病例最多的国家名
单上。印尼在2021年7月15
日出现新冠确证病例共5万
6000 例的高峰时期，如今直
至9月13日已降为2577例。

目前印尼日常新冠病例
是每 100 万人平均出现 13.6

例，远在其它东盟邻国之下。
同时病床占用率（BOR）也逐
渐减少。全国 BOR 在 13.8%
的水平，其中运动员村新冠病
例急救医院的BOR从之前曾
达到92%，如今已降为7%。

直至2021年9月12日为
止，印尼的每日平均确诊病

例为 2.64%，比全世界平均
为 8.34%还要好很多。印尼
的 新 冠 病 患 治 愈 率 为
94.03%，比全世界的平均治
愈率 89.59%更好。佐科维
说：“但是我们还须保持警
惕，并严格遵守抗疫卫生规
则，坚持戴口罩。” （Ing）

【本报讯】巴布亚省英丹
查雅县（Intan Jaya）警署长山
迪中校（Sandi Sultan）9 月 15
日傍晚在当地表示，在Suga-
pa镇区失事的PK OTW水上
飞机，机上有 3 名人员全都
丧生。

山迪说，搜救队摧毁的
飞机附近地区发现了上述3
名飞机人员的遗体。他说：

“我们正在处理飞机遗骸，也
设法运载3名丧生者。”

较早时山迪说，已发现
在 Sugana 区失去联系的 PK
OTW水上飞机，而且处于非
常毁坏状态，飞机的机头的
毁坏最严重，因此预测机组
人员的生存非常渺茫。

他说：“我们从直升机
就可看到飞机的毁坏状况，

我们是在海拔 2400 米之处
发现的，距离 Bilogai 机场约
有5至6公里之遥。”

按计划，搜救组将通过
陆路，把遇难者疏散到山下，
为应对在此处会受到巴独武
装集团的骚乱，保安队员由
当地社区和宗教领袖陪同下
展开搜救行动。

此前有报道称，由机师
Mirza和副手Fajar 驾驶的PK
OTW 水上飞机，只有携带
Iswahyudi 作为技术员，这架
飞机运载建筑原料，于当地
时间上午 6 时 40 分从 Nabire
机场起飞，上午 7 时 30 分是
机师和 Bilorai Sugapa 机场人
员之间的最后一次联系，一
般来说从Nabire机场至Bilo-
rai Sugapa机场的航程时间只
有40分钟。

Bilorai Sugapa 机场是巴
布亚的机场之一，这座机场
位于悬崖边上，其跑道只有
600米，因此只有小型飞机才
能着陆。

521/DY机械步兵营副指
挥 官 艾 迪 少 校（Edi Dipra-
mono）在另一个场合表示：

“我们推测是天气恶劣，因为
在事发时，这里布满浓雾。”

（Sm）

【本报讯】肃贪委员会副
主 席 亚 历 山 大（Alexander
Marwata）于 9 月 14 日在雅加
达表示，57名因不合格或无法
通过国家洞察力测试（TWK）
以取得国家公务员身份的肃
贪委雇员，将于9月30日被宣
布荣誉离任。其中6人曾拒绝
当局给予国防训练的机会。

亚历山大说：“其中6人不
能利用当局给予弥补的机会，
即是不准时参加国防训练以
取得国家公务员的身份。因
此上述57名肃贪委雇员将于
9月30日被宣布荣誉解雇。”

其实，肃贪委领导层已向
30名TWK测试不合格的雇员

给予国防训练的机会，其中
18人参加国防培训后被宣布
有资格成为国家公务员。亚
历山大说：“我们也向另外的
3名TWK测试不合格雇员给
予在外交部参加培训并再次
参与TWK测试的机会。”

他说：“肃贪委推行TWK
测试并非无中生有的，而是遵
循2019年关于肃贪委的第19
号国家法令第 1 条的规定。
这项规定不久前也已获得宪
法法院和最高法院的确定。”

较早时，肃贪委主席费
尔利在为 18 名接受国防培
训并通过了 TWK 测试取得
公务员身份仪式时向媒体表

示，肃贪委将向公众解释其
他57名非活跃雇员的命运。

这是费尔利在回应不活跃
的肃贪委雇员将于2021年10
月1日被解雇的消息时传达的。

与此同时，一些处于不活
跃状态的肃贪委雇员在TWK
测试中被宣布不合格（TMS）后，
将转变身份成为国家公务员。

费尔利通过短信说，稍
后将由肃贪委向公众作出解
释。不过，他并未确认肃贪
委将于何时就解雇非在职员
工的问题作出解释。

据他说，肃贪委正忙于为
18名在国防培训和教育中毕
业的雇员准备就职典礼，以成

为国家公务员。他强调说，我
们首先为18名雇员宣誓就职。

此前，有消息称，肃贪委将
解雇截至2021年10月1日未通
过TWK的雇员。新闻记者周三
收到的消息称，肃贪委的解雇令
将于2021年10月1日生效。

众所周知，最高法院驳回了
肃贪委雇员提交2021年对2019
年关于肃贪委的第19号国家法
令第1条规定的司法审查申请。

该委员会条例成为将肃
贪委雇员身份转变为国家公
务员的法律基础。与此同
时，宪法法院驳回了与此相
关的对 2019 年第 19 号法令
的司法审查申请。 （Ir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