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BEM等在肃贪委大楼前示威总统府：不要干扰肃贪委的工作

【本报讯】佐科维总统表
示，印尼新冠病毒大流行的
情况继续显示出改善。医院
不再因新冠患者而人满为
患，各个城市的患者隔离中
心开始放松。

佐科维周一（27/9）通过
他 的 Instagram 帐 户 @jokowi
说，在新冠病毒大流行笼罩
下一年半以来，印尼的情况
在最近数周有所改善。

各地区实施社区活动限
制（PPKM）的水平也有所下
降，实际上，爪哇-巴厘岛已
经 没 有 四 级 PPKM 的 地 区
了。购物中心、礼拜堂、旅游

景点已逐步开放，学校也开
始开展面对面教学活动。

佐科维说，当然，这要归
功于大家积极执行 PPKM 的
规定，认真落实大规模疫苗
接种活动，以及公众对实施
卫生规则的认识。

尽管如此，佐科维表示，
新冠病毒在很长一段时间内
不会从地球上完全消失。预
计将成为地方性流行病。

因此，佐科维要求公众做
好准备与新冠病毒共存，保持警
惕并执行严格的卫生规则，从戴
口罩、勤洗手到保持社交距离。

此前，佐科维也传达了

同样的信息。大流行病情况
的改善使印尼不再被列入新
冠病例最多的国家名单。

佐 科 维 周 三（15/9）在
2022年大华银行（UOB）经济
展望中说，印尼曾被列入世
界上每天新增新冠病例最多

的 10 个国家或地区。这发
生在2021年 7月左右的新冠
病毒大流行高峰期间。

印尼也曾被列入新冠患
者死亡人数最多的 10 个国
家之一，甚至占据了首位。

来自抗疫工作组的数据

显示，截至周日（26/9）中午
12点，印尼新增了1760例确
诊病例。自2020年 3月 2日
宣布第一例确诊病例以来，
这一增加导致印尼的新冠病
例总数达到420万8013人。

（Irw）

总统府办事处幕僚长穆尔多科于 9 月 27 日强调说，如今全国各地，各个
部门和机构及单位不可再出现非法征收的现象，而且处理各项许可证必须
透明化，不可有繁杂的程序或手续。

为了能顺利举行第20届全国体育运动会，有关的治安单位
于9月27日在查雅普拉县Sentani镇Harapan乡的Lukas En-
embe体育广场上，进行全运会开幕式和闭幕式的演练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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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强调疫情不会完全消失
或成为地方性流行病 应准备与病毒共存

总统明年要建300公里高速路
全国均衡发展基础设施 加强各地互联互通

全运会开幕和闭幕演练活动

反恐队计划对巴独采取新措施
既反恐亦亲和 通过消除仇恨使叛军迷途知返

总统府强调铲除一切非法征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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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国家警察总部
88反恐特遣队主任玛迪努斯
少将（Martinus Hukom）于9月
27日在雅加达通过在线参加
警察学恐怖主义研究中心的
研讨会时表示，他将对巴布
亚武装犯罪团伙采取可持续
的法律亲近途径，也就是要
争取叛军，但不是把他们关
进监狱里。

玛迪努斯说：“到目前为
止，我们已采取了执法和逮
捕行动，然后又寻找有关刑
事犯罪的法律依据而把他们
送进监狱里，结果国家保安
队和巴独武装犯罪团伙之间
的仇恨一直存在。”

但如果政府开始对巴布
亚武装犯罪团伙采取一边反
恐，一边亲和或接近的措施，
也许情况会有所不同，到时通
过一个非激进化的程序，使到
迷途知返的叛军逐渐软化。

他说：“我希望这些被逮
捕的人能觉醒。我们可通过
各种心理方式、文化方式、社
会方式和福利方式接近或软
化他们。”

那时候，也许会出现斯德
哥尔摩效应，也就是一种心理
障碍，这会对逮捕或劫持人质
的人产生感情，其实分离主义
运动也需要受到尊重，但一旦
对无辜平民散播恐惧或施暴
力时，这些分离主义运动就会
变成恐怖主义。

值得一提的是，政府今
已使用2018年第5号有关铲
除恐怖主义犯罪行为的国家
法令作为法律依据。

至今日为止，军警联合
队与巴布亚武装犯罪团伙还
在交火，不久前有些医务人
员和军警人员受到伤害。

（Sm）

【本报讯】虽然国会预算
委员会把 2022 年国家收支
预算草案预定的全年经济增
长率指标，从原先的 5.2%至
5.5%调整为 5.2%。然而佐
科维总统还是希望明年的经
济增长率能达到 5.5%或最
高经济增速指标。

基于上述2022年最高经
济增速指标，佐科维总统此前
也已签发了2021年第85号总
统条例，规划了2022年政府
工作计划的一系列建设工程
或项目，尤其是均衡发展全国
各地基础设施的大项目。

均衡发展全国各地基础
设施的大项目之中载明，计

划在 2022 年兴建新的高速
公路，国家级和省级公路，以
及铁路线等基础设施，提高
全国各地互联互通的能力，
因此铁道线也必须连接至诸
如港口、机场和巴士站等其
它交通枢纽。

上述一系列基础设施建
设其中最显著的是，政府将
在 2022 年兴建的高速公路
全场约达 300 公里，政府将
拨出的投资金约达21.2万亿
盾。其中要兴建的高速公路
路段包括了亚齐省至楠榜省
或跨苏门答腊高速公路的部
分路段，由于预算开支过于
庞大，因此将列入诸多国企

的投资领域。
另外还有连接 18 个落

后岛屿或边沿、边疆岛屿的
高速公路，预备的开支金约
达 2972 亿盾。以及连接梭
隆（Sorong）至 马 老 奇（Me-
rauke）的一部分高速公路路
段，预算开支约达 1.8 万亿
盾。

此前，政府和国会第十
一委员会曾一致同意 2022
年度经济增长率指标设定为
5.2%至 5.5%水平。然而经
过预算委员会与财政部在深
入研究和考虑，包括顾及当
前的疫情虽然稍缓，但国际
上却有不少国家出现新一波

疫情高峰，因此预算委员会
主席沙益德（Said Abdullah）
于 9 月 8 日在国会大厦主持
国会与政府代表的联席工作
会议上说：“我们自信，2022
年国家收支预算的全年平均
经济增长率为 5.2%是最好
的选择。” （hhsh）

【本报讯】来自全国大学
生执委会（BEM SI）的一群学
生与守卫在雅京南区Kunin-
gan Persada 路肃贪委大楼前
的一排警队对峙。想要示威
的 BEM SI 群众无法接近肃
贪委大楼，因为他们被警察
队伍挡住了。

根据周一（27/9）接获的
消息，女警察用一条白色的
绳子阻止了这些学生群众的
大规模行动。

警方的行动引起了学生
的抗议。他们只能在距离肃
贪委大楼约180米处采取行
动。

一名示威学生代表通过扬
声器说，警察先生，我们要去肃
贪委大楼前示威，你们是不是
故意部署女警队来阻止我们。

BEM SI和 GASAK在距离
肃贪委大楼不远处举行了示威
活动，要求取消 9 月 30 日解
雇57名肃贪委雇员的决定。

该示威行动是为了回应
佐科维总统对学生的来信不
予答复。Sriwijaya 大学学生
会主席Dwiki Sandy当天在雅
加达发表演讲时要求把费尔
利（Firli）革职。并表示，由
于费尔利与腐败分子和寡头
有染，他的存在使肃贪委不

再有尊严。
全 国 大 学 生 执 委 会

（BEM SI）在肃贪委大楼附近
举行了示威活动。其诉求之
一是要求解雇肃贪委主席费
尔利（Firli Bahuri）。

费尔利似乎无法直接听
到大学生们的诉求，因为他
目前身在占碑。

肃贪委代理发言人 Ipi
Maryati 声称，肃贪委一行正
在占碑举行一系列活动，活
动时间为 2021 年 9 月 27 日
至10月1日。

Ipi在周一（27/5）发出的
书面声明中说，这些活动包

括在占碑的行政和立法机构
举行的预防腐败协调会议。

在另一方面，总统府办公
厅首席专家阿里穆达（Ali
Mochtar Ngabalin）针对上述示
威活动声称，这种为了逼迫中
央下撤销关于解雇57名在民
族洞察力测试（TWK）不合格
的肃贪委雇员的方法已经陈
旧不堪了，不能生效了。他
说：“这是陈旧的方法，在这个
时候不能再产生力量了。”

阿里穆达说：“肃贪委如
今正在努力铲除贪腐现象，
请不要干扰肃贪委的工作。”

（Ir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