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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建军76周年发表演讲
强调须从国防开支转型为国防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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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联总主席成为工人党总主席
索尼自信伊克巴尔掌权可让工人党问鼎国会

人权委主席透露总统将组建
非司法严重侵犯人权案专组解决12宗重案

总统主持建军76周年纪念仪式

伊克巴尔当选工人党总主席
印 尼 工 联（KSPI）总 主 席 赛 义 德·伊 克 巴 尔（Said

Iqbal）参加第 4 届工人党（Partai Buruh）代表大会，并于
10 月 5 日获选为 2021 年-2026 年届工人党总主席。

佐科维总统于 10 月 5 日在雅加达独立宫前院主持国军成立 76 周年
纪念仪式。他在演讲中强调，我国必须从国防开支转型为国防投资，以争
取与时俱进，发展具有主权的现代化国防力量。

总统总统总统总统总统总统总统总统总统总统总统总统总统总统总统总统总统总统总统总统总统总统总统总统总统总统总统总统总统总统总统总统总统总统总统总统总统总统总统总统总统总统总统总统总统总统总统总统总统总统总统总统总统总统总统总统总统总统总统总统总统总统总统总统总统总统总统总统总统总统总统总统总统总统总统总统总统总统总统总统总统总统总统总统总统总统总统总统总统总统总统总统总统
【本报讯】佐科维总统

周二（5/10）在独立宫举行
的国军成立 76 周年纪念仪
式上提到了现代国防系统
的转型。

他表示，这种转变是为
了在全球发展中应对更广泛
的国防威胁。

佐科维在总统府秘书处
YT频道的直播中说，面对更
广泛的威胁，国防转型必须
继续为形成与军事技术最新
发展相关的现代防御能力奠
定基础。

因此，国军可以转变为

一支能够在地区和全球战略
环境中发挥作用的印度尼西
亚国防力量。此外，加强国
军官兵的战略文化仍是国防
转型的主要基础。

即与人民团结一致，具
有防御性和积极性的全民
安全防御体系，分层防御，
规划军事技术飞跃和有计
划的国防投资。佐科维还
说，这种国防现代化还必
须伴随着经济管理和国防
投资方面的突破。

他强调说，我重申，我们
必须从国防开支政策转向系

统设计和可持续执行的长期
国防投资政策。

因此，佐科维要求国军
继续创新和采用国内最先进
的技术。他希望这个策略能
与全球国防工业联盟的倡议
并驾齐驱。

佐科维强调应坚持独立

精神，加强国内国防工业，以
实现更强大的印尼国防力
量。最后，佐科维再次祝贺
国 军 成 立 76 周 年 生 日 快
乐。他补充说，让我们团结
起来争取胜利，愿全能的上
帝永远与我们同在。

与此同时，当天上午，在

国军成立 76 周年纪念仪式
之后，来自印尼陆军、海军和
空军的8 架直升机和18架战
机编队飞越总统府。

他们在1000英尺的高度
展开了国军的军旗和一面大
红白旗，并进行了飞行表演。

（Irw）

【本报讯】印尼工联（KS-
PI）总主席赛义德·伊克巴尔
（Said Iqbal）于 10 月 4 日及 5
日在雅加达 Grand Cempaka
酒店举行的第 4 届工人党
（Partai Buruh）代表大会中，
获选为2021 年-2026 年届工
人党总主席。伊克巴尔也在
这个场合正式宣誓就职。

前任工联总主席索尼
（Sonny Pudjisasono）于 10月 5
日在会上说：“加入工人党的
工会共有 11 个工会组织。
我们相信把领导的责任交由
伊克巴尔负责，将使正在崛
起的工人党能在政坛占据一
席之位，并能走向2024年取
得普选活动的胜果。”

索尼表示，他就有关振兴
工人党之事早已与伊克巴尔
讨论很久，他曾鼓励工人党参

加2019年的普选活动，但不成
功。如今的工人党估计能在
2024年普选活动进行竞争。

索尼也希望此次重新组
建工人党领导层，通过汲取
2003年建党之始的知识和经
验，尤其在建党时气势雷霆
万钧，但在大选来临却又销
声匿迹的宝贵教训。

索尼赞扬工人党在市县
区安置工人代表，可是令人惋
惜的是在最近的数次大选活
动，却未能在中央安置任何代
表。他说：“工人党在两次的大
选能把工人代表能在省区和市
县区获得议会席位，然而未能
在中央级或国会取得席位。”

如悉，工人党曾以民主社
会工人党（PBSD）的名称注册
竞选，不过未通过普委会
（KPU）的合格测试。PBSD是
从全国工人党（PBN）改称而
来的。据悉，PBSD在全国大
选中仅获得63万6397票数，
仅占全部合法票数的0.25%。

索尼承认上述全盘失败，
因此这次举行第4届工人代
表大会将评估工人党的失败
原因。他表明，这次工人党将
获得其它11个工会的支持。
他说：“今天我们与加入的11
个工会组织讨论工人党的弱
点及缺点等事项。” （Ing）

【本报讯】全国人权委员
会主席阿赫玛德（Ahmad Tau-
fan）日前在雅加达出席国会第
三委员会听证会之后向媒体
表示，佐科维总统将组建关于
以非司法或法律之外的程序
来解决严重侵犯人权的案件。

阿赫玛德自承，前些时他
晋见佐科维总统时获悉上述消
息的。当时，佐科维还表示，希
望全国人权委员会与政法安统
筹部长及总检察长进行协调，
以解决严重侵犯人权的案子。

阿赫玛德说：“总统可能
会通过关于非司法解决侵犯
人权案的决定书，载入这项
策划工作的特别小组，同时
一边等待司法的解决程序。”

目前组建上述工作组的
计划仍与相关方面进行统筹，

未来该工作组将在政法安统
筹部长马福（Mahfud MD）的管
辖范围内。阿赫玛德说：“如
今有新的建议，即由全国人权
委 员 会 、总 统 府 办 公 室
（KSP）、政法安统筹部及司法
人权部，在政法安统筹部长马
福率领的总统工作专案组以
解决非司法侵犯人权案。”

如果该工作组已开始落
实，全国人权委员会将发布
有关受害者及其家属的指导
方针作为参考。阿赫玛德
称，迄今为止，在 15 宗严重
侵犯人权案中，仍有12宗重
案在检察署还未获得解决。

全国人权委员会方面坦
承，已与政法安统筹部及检
察署方面统筹有关以司法方
式解决严重侵犯人权案，然

而还未达到共同点。
阿赫玛德说：“在15宗案件

中，3宗案件已上了法院，其余
12宗案件则反复徘徊在全国人
权委员会与总检察长之间。其
实已有数项共同点，然而在司
法上尚未达到一致协议。”

佐科维领导的政府曾屡
次谈论有关非司法解决方
案，其中是肇事者与受害者
之间以和平方式解决。不过
人权活动人士认为此举是对
违反人权的肇事者有罪不受
罚或给予宽恕的念头。

其中还未解决的严重侵犯
人权事件计有：1965年-1966
年“九卅”事件、1982年-1985
年神秘枪击事件、1998年五月
暴乱事件及Triksakti大学生遭
枪杀事件等。 （Ing）

【本报讯】周一（4/10）下午，
57名肃贪委前雇员的代表与总
警长人力资源助理举行了会议。

上述57名雇员因不能通过
国家洞察力测试（TWK）而被肃
贪委解雇，这是将雇员身份转变
成国家公务员其中一个条件。

与此同时，这次会议是对
总警长里斯提约计划招募他们
作为警方公务员的后续行动。

肃贪委雇员代表法里德
（Farid Andhika）在 周 二（5/
10）的书面声明中说，昨天
的会议只是继总警长声明
后的第一次会议，并没有进
行实质性的讨论。

他表示，目前还没有讨论

的材料，因为我们不知道总警
长的详细计划是怎样的。

然而，法里德说，在会议
期间，肃贪委雇员的代表问
道，总警长招募他们的计划，
是否是一些国家机构决定的
后续行动的一部分。

众所周知，根据印尼监
察会的审查结果，在实施评
估方面存在行政管理失当。

之后，全国人权委员会调查
的结果显示，在TWK的实施过
程中存在11种侵犯人权行为。

人权委建议佐科维总
统恢复被宣布不符合资格
的肃贪委雇员的身份。佐
科维还被要求对 TWK 过程

进行彻底评估。
与此同时，最高法院裁决，

是否跟进对肃贪委雇员的
TWK评估结果是政府的权力。

根据最高法院的裁决，
针对作为 TWK 基础的 2021
年第1 号委员会条例的诉讼
是不正确的。因为TWK评估
的结果不是肃贪委的权力，
而是政府的权力。

与此同时，警察总部公关
主任阿尔戈少将表示，与前肃
贪委雇员代表的会议讨论了
成为警方公务员的招聘机制。

阿尔戈周一（4/10）在警
察总部说，在会议上，我们讨
论了，也听取了他们的意见。

会议在警察总部人力资源局
举行。阿尔戈表示，有九名代
表出席，包括Giri Suprapdiono
和Farid Andhika，这九个人对
总警长的希望表示赞赏。

阿尔戈表示将召开后续
会议来讨论法规和技术问
题。关键是会议不仅召开一
次，稍后还会继续举行，我们
将邀请专家深入讨论技术法
规问题。

据阿尔戈说，前肃贪委
雇员的代表感谢总警长里斯
提约提议招募他们作为国家
公务员加入警方。此前，总
警长声称招募计划已经获得
佐科维总统的批准。 （Irw）

九名肃贪委前雇员参与国警会议总警长衷心招募具丰富经验的肃贪委前雇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