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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望成为继中国和印度之后的数字巨头

警察将接纳57肃贪委前雇员
无须经过甄选程序 按其工作能力给予职务

总统：疫情虽然持续缓解
国人仍须防疫 外出时应携带防护物品

总统：印尼将成为世界第七大经济体

中央提供辉瑞疫苗抵达西努省
中央政府持续向全国各地提供新冠疫苗。图示：10 月 11

日，中央向西努省中龙目县提供的 7 万 6050 剂辉瑞（Pfizer）疫
苗，运抵中龙目县 Praya 区龙目国际机场的情形。

10 月 11 日，佐科维总统在经济统筹部长艾朗卡（左）及（左三起）金
融服务权威机构（OJK）主任温波和内阁秘书部长普拉莫诺陪同下，在
雅加达国家宫通过视频方式参加 OJK 虚拟创新日活动。

称我国数字经济潜力巨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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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佐科维总统表

示，印尼在数字经济方面潜力
巨大。如果继续开发和促进
这种潜力，他相信印尼将能够
成为世界十大经济体之一。

佐科维周一（11/10）在
国家宫举行的金融服务权威
机构（OJK）虚拟创新日活动
中说，如果我们能够精确地
掌控，印尼有很大潜力成为
继中国和印度之后的数字巨
头，并可以带领我们在 2030
年成为世界第七大经济体。

佐科维表示，经济领域
的数字化在过去几年发展得
如此之快。基于数字的银行

和保险不断涌现，并得到各
种电子支付的支持。

金融科技（fintech）提供
商也不断涌现，包括伊斯兰
教法金融科技。从点对点经
济到企业对企业的共享经济
现象越来越普遍。

佐科维说，我们应保持
这种快速发展，并加以保护，
以促进社区经济的健康增
长。他希望印尼建立一个强
大、可持续和负责任的数字
金融生态系统，对可能出现
的法律问题和社会问题进行
风险缓解。这是为了防止损
失并增加对社区的保护。

佐科维说，我们应鼓励
金融科技融资，为银行服务
未覆盖的人提供便利，并帮
助中小微业者进行更多的数
字交易，以推进数字化目标。

佐科维还要求OJK和企
业家加速提升金融素养和数
字素养。他说，数字金融创

新的进步必须造福于更广泛
的社区，并鼓励包容性经济
增长。

佐科维希望普惠金融为
社区提供更广泛的机会，尤
其是中下阶层。他还希望数
字金融提供商不仅要立足爪
哇，还要帮助加速数字金融

向全国偏远地区的转型。
他说，我要求继续维持

一个强大而可持续的数字金
融生态系统，以鼓励加快包
容性的国民经济运动，并为
我们目前正在努力进行的经
济复苏做出更多贡献。

（Irw）

【本报讯】警察总部公关
局新闻中心主任阿赫马德
（Ahmad Ramadhan）上校于10
月11日表示，对于57名肃贪
委前雇员成为警察民事公务
员（ASN）的事项，并无甄选
程序的条件。

阿赫马德强调，国家总
警长的上述邀请纯属兜揽性
质。他说：“也就是说，我们
招揽他们加入警察民事公务
员，不必经过任何测试或甄
选程序。”

然而，在安置上述 57 名
肃贪委前雇员的机制，警方
仍与国家公务员事务机构
（BKN）及国家机构改革部持
续进行讨论。警察总部方面
也将与上述 57 名肃贪委前
雇员继续协调。

阿赫玛德说：“警方理所
当然将从协调的结果作出决
定。我们此前曾说，上述肃贪
委前雇员并非全都成为警察
肃贪调查人员，警方将根据他
们的工作能力安排其职位。
这一切基于警方、国家公务员
事务机构及国家机构改革的
人力资源的协调结果。”

如悉，上述57名肃贪委前
雇员于今年9月30日正式被
解雇。警方就此事已于10月
4日与9名前雇员代表会晤。

国家警察总部公关局主
任阿尔戈（Argo Yuwono）少将
表示，上述肃贪委前雇员代
表很尊重国家总警长招聘他
们为警察民事公务员的诚
意。 （Ing）

【本报讯】佐科维总统周
一（11/10）通过其官方 Insta-
gram 账号@jokowi 上传了一
张图片。帖子是房间里一张
桌子的插图。通过这个插
图，Jokowi 邀请所有人找到
在新冠病毒大流行期间离家
外出时必须带的东西。

仔细看图片，在大流行
病期间外出时必须携带的防
护物品很多，包括口罩、洗手
液、面罩和数字温度计。

佐科维呼吁印尼人民保
持警惕，不要对新冠疫情传
染的风险大意。特别是对于
那些离家出外活动的人，他
认为，携带充足的防护物品

有助于避免被病毒感染。
他接着说，到目前为止，

印尼的新冠病例继续减少。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大流行
病就结束了。应保持警惕，
永远不要大意，因为新冠病
毒仍然存在于我们身边。

印尼新冠病毒大流行的
情况一天比一天好转。但
是，这种大流行病尚未结
束。我们仍应专注于两件
事，即加速疫苗接种并继续
加强卫生规则。

又讯，海事与投资统筹
部长卢虎说明，印尼的冠状
病毒大流行情况继续显示出
改善。过去一周，全国每日

新冠病例数与 2021年7月中
旬 的 峰 值 相 比 下 降 了
98.4%。而且爪哇-巴厘岛确
诊病例也比去年7月15日的
峰值下降了98.99%。

不仅如此，卢虎说，我国
每天新冠患者死亡人数也在
继续下降。2021 年 10 月 10
日的最新数据显示，全国新
冠患者有39人死亡，爪哇和
巴厘岛有17人死亡。

卢虎表示，根据这些数据，
印尼新冠病毒大流行的情况好
于周边国家，尤其是东盟地区。

日经指数发布的印尼新
冠病毒复苏指数显示，印尼
的排名远好于新加坡、马来

西亚和泰国。兼任爪哇-巴
厘岛社区活动限制（PPKM）
统筹人的卢虎说，印尼的新
冠疫苗接种覆盖率显着增
加，尤其是在老年人中。

据卢虎说，爪哇-巴厘岛
第一阶段疫苗接种率于 10
月 10 日达到 40%，比 9 月 13
日增加了 8%。增加是因为
疫 苗 覆 盖 率 被 用 作 降 低
PPKM水平的条件。 （Irw）

【本报讯】从业党（Gol-
kar）副总主席努露尔（Nurul
Arifin）于 10月 11日表示，其
政 党 尊 重 大 印 尼 行 动 党
（Gerindra）理事会及干部推
选 其 总 主 席 普 拉 波 沃
（Prabowo Subianto）为总统候
选人的决定。她说：“我们尊
重各党派所采取的决定。”

努露尔对有关从业党与
大印尼行动党结盟的可能性
未有所表示。她认为，迄今
为止，从业党还未在面临
2024年总统大选作出结盟的

决定。她说：“我们未能作出
任何设想，各个政党肯定还
在研究此事。”

身为国会第一委员会议
员的努露尔强调，然而从业
党坚持鼓励其总主席艾朗卡
（Airlangga Hartarto） 参 加
2024年总统大选。

此前，大印尼行动党再
次表明，很可能其总主席普
拉波沃接受该政党诸干部的
委托，参与2024年总统大选。

大印尼行动党秘书长穆
萨尼（Ahmad Muzani）表示，诸

干部委托普拉波沃出面参选，
因为该政党的愿望还未实
现。他于10月10日说：“干部
们都要求他参选，加上人民也
寄予厚望，国家建设必须坚持
继续下去，我们政党的愿望还
未付诸实现。但愿普拉波沃
参加2024年总统大选。”

然而，大印党中央理事
会 常 务 主 席 达 斯 戈（Sufmi
Dasco Ahmad）在 10 月 11 日
傍晚时分表示，该党推举普
拉波沃成为 2024 年大选总
统候选人一事还在酝酿之

中，也还没有正式向普拉波
沃提出要求。

在另一个场合里，斗争民
主党副秘书长阿里夫（Arif
Wibowo）于 10 月 11 日表示，
迄今为止，该政党还未讨论关
于参加2024年大选的正、副
总统候选人，以及结盟的问
题，包括未讨论大印党普拉波
沃将再参选总统的事项。阿
立夫说：“我们尊重及敬佩普
拉波沃参加大选的可能性。
然而斗争民主党还未作出决
定，包括结盟等问题。”（In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