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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统：我们须展示应对新冠疫情的能力

总统视察巴厘红树林修复试点
将复制到其他省份红树林修复项目

全运会57人感染新冠病毒
议长强调须评估实施防疫卫生规程

总统视察巴厘20国集团峰会场馆

普安议长在20国集团议长峰会演讲
国会议长普安（右一）于 10 月 7 日（当地时间）在罗马的意大

利议会大厦，为 20 国集团议长峰会（P20）发表演讲，她说，G20
必须成为率领全球绿色建设、新再生能源及气候变化的楷模。

佐科维总统于 10 月 8 日在巴厘努沙杜瓦视察 20 国集团（G20）峰会场
馆，他在讲话中表示，届时应向各国代表团展示印尼遏制新冠疫情的能力。

【本报讯】佐科维总统
视察及确定于 2022 年在巴
厘努沙杜瓦（Nusa Dua）作为
举行20国集团（G20）峰会的
场馆已准备就绪后表示，我
国在主办 20 国集团峰会之
时，应向各国代表团展示印
尼遏制新冠疫情的能力。

佐科维总统通过总统
府秘书处 YT 频道说：“不
论从卫生或经济的角度来
看，我们必须利用举办 G20
峰会来显示我国应对疫情

的能力。作为 G20 峰会的
东道主，我们总要提供很
好的服务及显现最好的一
面，而且巴厘拥有很好的
声誉，肯定具有主办国际
盛会的丰富经验。”

我国也希望显示所达到
的进展及多元民族文化的
财富。佐科维总统就此事
希望印尼担任 G20 主席国
取得圆满成功。

佐科维总统指示中央和
地方政府，以及巴厘民众持

续共同遏制新冠病毒扩散
的现象。他说：“我已接获
的报告是98%的巴厘民众已
接种第一剂疫苗，79%已接
种第二剂疫苗。这一切都
是我们举办G20峰会及其发
展的资本。”

另外，正在意大利罗马
参 加 20 国 集 团 议 长 峰 会
（P20）的国会议长普安（Puan

Maharani）声称，G20 必须成
为率领全球绿色建设、新再
生能源及气候变化的楷模。

普安于10月7日（当地时
间）在罗马的意大利议会大厦
说：“85%全球经济的推动者
都在20 G，因此G20若能共同
实施绿色经济转型，将在世界
上产生很大的影响力。”

普安指出，有关绿色经

济和全球伙伴关系是非常
需要实施的措施，包括援助
发 展 中 国 家 走 向 绿 色 经
济。她评估，在落实经济转
型的过程中，国家之间仍欠
缺 互 相 援 助 的 承 诺 及 信
任。她希望P20能援助有关
集合各国的潜力，以面临全
球挑战及共同创造未来。

（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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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佐科维总统在
视察巴厘岛红树林后表示，
巴厘岛的红树林恢复模式将
在其他地区进行复制。该模
式结合了职业、教育、旅游和
社区经济的要素。

佐科维说，这是自 2003
年以来建造的，是我国红树
林生态系统恢复的试点，结
合了教育、旅游以及加强社
区经济的要素。这种红树
林修复模式是我们想要复
制的。我们将把它用于其
他省份的红树林修复项目。

佐科维表示，将继续在
沿海地区进行红树林修复，
目标是保护红树林地区，预

测和缓解将持续发生的全
球气候变化。

此 外 ，通 过 种 植 红 树
林，有望减少波浪冲击、保
护海滩免受磨损、抑制潮
水侵入并改善沿海和沿海
栖息地的环境质量。

我们希望鱼类和其他海产
品的产量增加，特别是适合这
个红树林的螃蟹，最终可以增
加人们的收入。佐科维说，这
可能是我们明年向20国集团
（G20）领导人展示的场所之一。

较早时，佐科维总统视
察了巴厘岛巴同县乌拉莱
大森林公园的红树林。

根据林业与环保部的
数据，巴厘省的红树林面
积达 2143.97 公顷。其中 19
公顷属于稀有密度类别，
仍有 263 公顷的红树林栖
息地具有种植潜力。

佐科维对巴厘岛红树
林的存在表示欢迎。该森
林是印尼红树林生态系统
恢复的试点。

除了恢复，巴厘岛的红
树林还是教育、旅游和加强
社区经济的媒介。 （Irw）

【本报讯】巴布亚省防疫
工作组发言人希瓦努斯（Sil-
wanus Sumule）于 10月 8日通
过视频方式宣称，直至当天
中午11时半，鉴于巴布亚第
20届全国体育运动会的举行
导致的新冠病毒确诊病例已
增升为57例。

希瓦努斯说，上述受感
染者大部分是无症状的，
其 他 少 部 分 则 为 轻 度 症
状。他说：“目前我们还在
密切追踪感染者所接触的
人士。”

他也承认，全运会在 10
月 2 日开幕式时，许多人因
非常高兴和兴奋，以致忽略
了保持距离，甚至有的人还

拉下口罩高声欢呼。
如 悉 ，国 会 议 长 普 安

（Puan Maharani）日前表示，
巴布亚在举行第 20 届全运
会之际，必须严格实行防疫
卫生规程。因为根据报告，
目前已有包括运动员、官员
及主办委员会人员共 29 人
感染了新冠病毒肺炎。

上述 29 名新冠患者分
布在查雅布拉（Jayapura）市、
查雅布拉县、米米卡（Mimi-
ka）县及马老奇（Merauke）县
共4座全运会比赛场地。普
安说：“巴布亚第 20 届全运
会必须评估和考虑所严格实
施的防疫卫生规程。我们不
愿由于松懈看待防疫卫生规

程，导致人民受到健康威胁，
甚至赔上宝贵的生命。”

普安认为，根据报告，全
运会在开幕之后，举行的比
赛场地未严格实施防疫卫生
规程。她说：“前几天举行全
运会开幕仪式之时，实行防
疫卫生规程的表现很不错。
在每个场地必须实施同样的
防疫卫生规程，以期各个参
与全运会的人士都处于平安
无事的状态中。”

此外，主办委员会方面也
必须在每项比赛中坚持检查
前来观赛的观众的接种疫苗
说明书。

至于有关观众人数最多
为场地容量的 25%，此事也

不容忽视。普安说：“主办
委员会必须认真检查每个
观众的疫苗注射证明书。”

她说：“如果观众成群
结队地聚集在一起，主办委
员会人员必须立即给予提
醒，包括那些脱下口罩的观
众。主办方面及处理新冠
疫情工作人员必须配合当
初计划的防疫卫生规程。”

她也希望运动员及官员
在比赛期间不要与外界环
境进行互动，以免出现新冠
病毒感染现象。 （Ing）

【本报讯】国务秘书部
专员法尔托（Faldo Maldini）
于 10 月 8 日表示，国军总司
令候选人的资格须考虑到
与处理新冠疫情有关的复
原策略，这是先决条件。

法尔托说：“我们正在
着重于全国从疫情振作起
来的议程，因此这是很重要
的挑战。在此前，从来没有
要求这种资格条件。如果
有了确定的国军总司令候

选人，中央肯定会公诸于
众，绝不会无声无息的。”

有关国军总司令候选人
的总统决定书仍在等待国会
召开会议的时间表，即等到现
时正在休会时期结束后。此
外，现任国军总司令哈迪
（Hadi Tjahjanto）将军的任期

结束是2021年11月底。
法尔托说：“迄今为止，一

切都没问题，仅等待国会再举
行会议。我们仍有时间寻找
能带领印尼从疫情振作起来，
愿意为国牺牲自我的最优秀
将军。这是沉重的任务。”

他称，目前有关准备替

换现任国军总司令之事仍
在准备的程序中，所以希望
各界的理解及耐心。

在此之前，国会第一委
员会议员格里斯蒂娜（Chris-
tina Aryani）表示，希望上述
有关国军总司令候选人的总
统决定书，最好是现任国军
总司令哈迪将军在今年 11
月宣布退休之前提交。政府
有必要考虑此事，因国会休
会日期越来越逼近。 （Ing）

总统将遴选国军总司令候选人
国务秘书部透露资格选项前提为处理疫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