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穆尔多科称2021年绩效报告是印尼复兴标志

艾朗卡主持从业党60周年党庆
努力争取2024年胜选总统和国会等席位

总统发布自治博览会应用程序
全国各地应生产最具优势商品并推广出口

印尼武装部队学院1999年届校友献爱心活动
国军总司令哈迪（左）和总警长里斯提约（右二）于 10 月 20 日

在西爪省德博警察机动部队总部，为印尼武装部队学院 1999 年届
校友献爱心的环节中所奉献的新冠疫苗和生活必需品援助品放
行。上述 6.8 万份援助品配套将分发至全国各地。

佐科维总统于 10 月 20 日在茂物总统行宫主持自治博览会应用
程序启用仪式，他要求全国各地区关注本身最具优势的产品，以提
高出口价值。

就两年抗疫绩效发表声明

总统主持自治博览会应用程序启用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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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佐科维总统就

他与马鲁夫副总统在位两年
发表声明。他提醒所有各
方，印尼仍然具有韧性，可以
抵御新冠病毒大流行造成的
危机。

佐科维周三（20/10）在上
传 到 他 的 Instagram 帐 户
@jokowi 的书面声明中说，经
济危机、衰退和大流行病就像
火灾一样，如果可以，我们就
避免它。如果无法避免，我们
就钻研新方法加以应对。

佐科维表示，各方目前都
在努力解决健康问题。然而，

对先进印度尼西亚的大议程
的关注度丝毫没有减少。通
过携手并进，我们将创建一个
有弹性的印度尼西亚，一个不
断发展的印度尼西亚。

佐科维上传的视频中包
含了2021年佐科维-马鲁夫
内阁绩效报告，其中显示的
部分数据参考了总统办公厅
编制的绩效报告。

如悉，政府 2021 年绩效
报 告 可 以 通 过 官 方 网 站
www.presidential.go.id 以数字
格式下载。

总统办公厅主任穆尔多

科在前言中说，2021 年绩效
报告是印尼在新冠病毒大流
行期间复兴的标志。

穆尔多科说，自从新冠
病毒大流行袭击我们以来，
已经过去了将近两年。悲伤
的故事很多，痛苦的故事一
个接着一个。所有这些困难
实际上赋予我们力量，考验
我们的韧性，使我们在突破

最低点后再次成长。
大流行病并没有使印尼

的步伐后退，为了民族的振
兴，必须面对一切苦难。

他还说，今年的报告是
这种觉醒的标志。通过各种
叙述、图像和数据，我们所有
人，包括子孙后代，都可以看
到创造性和创新性地克服大
流行冲击的工作。

穆尔多科表示，佐科维
总统为应对危机给出了明确
而坚定的方向，即“油门和刹
车”以及冒险的勇气。当新
冠疫情阳性率飙升时踩下刹
车制，而在情况允许时踩下
油门。

穆尔多科说，这个简单
的原则被证明能够克服大流
行病的影响。 （Irw）

【本报讯】从业党总主
席艾朗卡于 10 月 20 日在雅
加达西区的从业党总部办
事处主持该党成立 57 周年
纪念庆祝会，他在演讲中
说：“既然我们要参加总统
大选活动，就必须能获取胜
利。”

如悉，从业党已经推举
艾 朗 卡（Airlangga Hartarto）
成为 2024 年竞选总统活动
的总统候选人。

艾朗卡在演讲中也指
定，从业党必须能在立法选
举中获得 20%的国会席位，
并在地方首长选举中获得
60% 以 上 的 选 票 。 他 说 ：

“60% 选票是我们已实现的
成果，甚至我们还达到 62%
的成就，因此 60%确实是最
起码的比率。”

艾朗卡就此事邀约全体
从 业 党 干 部 团 结 一 致 取
胜。他说：“我们还有3年的
时间，我们须凝聚力量，采
取一致的步伐，博取民众的
同情和拥护，包括赢取民
心，以使广大民众对从业党
满怀信心。”

艾朗卡强调，2024 年是
从业党的重要关键时刻，因
2024年是从业党投入最大赌
注的一年，届时从业党将踏
入第 60 个年头。所以他希
望从业党必须以胜利描绘史
册。他说：“当然胜利将体现
在总统选举、立法选举及地
方首长选举的结果。”

在为实现上述胜利的效
果，艾朗卡推动从业党实施
巩固的措施及提出建议。
艾朗卡将于 2022 年推动大
选 胜 利 机 构 开 始 投 入 工
作。他说：“工作人员分配
到各地，为从业党总统候选
人，以及从业党立法和执法
候选人进行宣传。” （Ing）

【本报讯】佐科维总统于
10 月 20 日在茂物总统行宫
主持自治博览会应用程序启
用仪式时表示，全国各个地
区都有自己最为显著的优质
产品或商品，因此每个地区
应关注于生产各自独特的优
质商品，不必跟风。因为如
果各个地区都生产同样一律
的商品，将会产生不良后果。

佐科维举例称，倘若各个地
区都生产诸如橡胶或棕榈等相同
的产品，当这些产品被市场冷落
时，就会产生广泛的负面影响。

他说：“我提醒各地区有
必要关注本身的优质产品，
以期往后或将来能互相补充
及呼应。有些人喜欢模仿别
人或跟风，比如说，看到橡胶
行业很不错，大家都跟着种
植橡胶。或看到棕榈业又发
展得火红，大家又争着种植
棕榈树。一旦棕榈油或橡胶
价格暴跌，便将受到惨重损
失。大家千万别那么做。”

佐科维认为，如果每个地
区关注于各自的优质特产，以后
就会互辅互成，促使全国产品能

补充价值链及商业的完整性。
佐科维指出，出口量也必

须加以提高及为业者提供有关
积极使用机会的便利条件。他
说：“各种产品都必须鼓励及敢
于投入竞争的行列中，利用现
有的出口时机，以使我们的产
品进军全球市场。”

佐科维也希望，通过自
治博览会应用程序加强地区
之间的商业合作关系，同时
向其它国家加强出口活动，
开辟及扩大新的出口市场，
并利用具有庞大的国内市场

潜力。因印尼人口共有2亿
7000 万人，而且中上阶层的
发展速度非常迅速。

他说：“这一切都必须成
为发展我国工业的机会。不
要让其它国家的产品占据全
球庞大市场。所以我们必须
强化地区、县区、省区及岛际
之间的贸易事项。” （Ing）

【本报讯】抗疫工作组
发言人威酷教授表示，印尼
政府目前正在努力防止新
冠病例的增加。我们采取
的措施之一是在许多地区
加强新冠疫苗接种。

官方抗疫网站周三（20/
10）引述威酷说，印尼政府继
续加强预防新冠肺炎的各种
努力，包括加强疫苗接种。
目前，印尼是接种疫苗人口
最多的五个国家之一，已接
种人数达1.06亿人。

至于接种需要的疫苗，
政府仍继续收到大量疫苗供
应。所有这些疫苗稍后将均
匀分配到全国各个地区。

他解释说，政府将继续增

加整个地区的疫苗接种覆盖
率，以便疫苗可以均匀分布。

此外，威酷还提醒各方
不要大意，因为世界上许多
国家都面临着第三次高峰。
他说，我们必须把第三次高
峰作为一种警告。

此前，抗疫工作组继续
要求公众应始终执行卫生
规则，即使他们已接种疫
苗。因为除了接种疫苗之
外，严格执行卫生规则是预
防新冠病毒传播风险的最
有效方法之一。

根据 2021 年第 16 号通
函，必须遵守的6M规则是戴
口罩、用肥皂和流水洗手、保
持社交距离、远离群聚、减少

活动和避免一起吃饭。
值得关注的是，进入抗疫

的第 12 周，印尼的新冠病例
下降了98%。我们甚至可以
说是自7月以来相对较快、较
大幅度地走出疫情的国家。

他解释说，政府意识到
印尼病例剧增不仅是集体病
例增加造成的，还包括国家
动态和国内政策的实施，尤
其是在公假日期间。我们对
新冠疫情的处理与其他国家
不同，这是因为病例增加的
模式往往大不相同。

在第一个高峰期，印尼
与 2020 年 12 月面临疫情高
峰的其他国家相同，都是受
圣诞节和新年假期的影响。

然而，当其他国家在2021年
4 月经历第二次高峰时，印
尼却出现了下滑。

他补充说，另一方面，当
印尼在2021年 7月经历第二
次高峰时，世界上其他几个
国家的病例数却出现下降。

当前，全球疫情发展从
2021年8月出现的第三个高峰
期开始回落。与此同时，印尼正
在经历第二次病例高峰的下降。

而日本、新加坡和马来
西亚等几个邻国目前正面临
第三次病例高峰。

威酷说，尽管印尼病例
呈下降趋势，但各国出现第
三次高峰是对印尼的警告，
千万不要大意。 （Irw）

疫情下降显示抗疫成效良好其它国家面临第三高峰警醒我们却莫大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