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通信与资讯部
就600万病患者在卫生部服
务器上的数据泄露事件发表
一项声明。黑客声称被其盗
窃的数据是来自全国各地各
家主要医院的病患者资料。

通信与资讯部发言人
帕 马 迪（Dedy Permadi）申
明，通信与资讯部长尊尼
（Jhonny Plate）已 要 求 相 关
部门与卫生部密切沟通，并
根据适用的法律法规开始
进一步追踪。卫生部也在
内部就服务器上存储的 600
万患者数据泄露案件进行
调查，其中包括与国家网络
和密码局进行协调。希望
所有负责管理个人数据的

公共和私人电子组织者，认
真对待个人数据的可行性
和处理，这两者都与技术方
面，治理和人力资源有关。

资料显示，在卫生部的
服务器上储存的600万患者
数据，据称在数据买卖论坛

“Raid 论坛”上泄露和被兜
售。该数据由论坛成员之
一 ，以“ 阿 斯 塔 特 ”
（“Astarte”）帐户名称出售。

阿斯塔特声称，其出售
的600万患者的数据来自卫
生部的集中式服务器。这
些数据包括来自我国600万
患者的医疗记录中的三个
关键信息。 例如，有放射
学检查结果，包括患者的照

片和身份，以及 CT 扫描结
果、新冠肺炎测试、X 射线
结果，包括病患者的姓名、
医院和拍摄时间。卖方声
称，医疗记录来自我国全国
各地的主要医院。

除放射学检查外，卖家出
售的数据还包含心脏检查（心
电图检查）和实验室结果的医
疗记录。 卖家声称出售的所
有数据是 720 GB，但没有说
明数据集的售价。卖方表示，
接受加密货币比特币（BTC）
或门罗币（XMR）形式的付款
方向。阿斯塔特还包括了一
个链接，其中包含可以免费下
载的 3.26 GB 文档示例。此
外，卖家还提供了指向演示视

频的链接，视频显示了涉嫌泄
漏的卫生部的患者医疗记录
内容的服务器。

1 月 7 日（星 期 五），
Vaksin.com 互联网安全分析
师阿尔焕斯（Alfons Tanuja-
ya）表示，泄露的医疗数据
可能会被滥用，并导致受害
人遭受重大损失。如果经
历数据泄露患者患有某些
保密的疾病或医疗条件，却
被公众晓得，将导致会被远
离，甚至被解雇。这将是非
常有害的。

阿尔焕斯指出，如果患
者的私密医疗照片被他人
看到，然后传播开来，将对
患 者 产 生 严 重 的 心 理 影
响。 对于泄露的医疗记录
来说，其实没有多大风险，
可是无数的个人数据，如电
话号码和人口数据被泄露，
显然会被曝光了。 （亮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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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2021年圣诞节
和 2022 年新年假期过后，交
通部再次调整了所有出行的
交通规则，包括陆路交通。
这与社区活动限制（PPKM）
的实施一致执行。政府再次
延长 PPKM，有效期为 2022
年1月4日至17日。

事实上，有一些城市的
限制级别正在上升；例如雅
加达从之前的一级变成了二
级。 对于人们的陆路运输
出行规则在圣诞节和新年时
期之后，交通部再次发出
2021年第94号通函，以及22
号处理新冠肺炎工作组条
例。 这些条例规范了所有

陆路运输方式，包括公车、私
家车、摩托车，还包括物流车
辆运营。

交通部通函阐述了对于
将在集聚区长途出行或例行
出行的人的几项规定，即：
1）使用个人机动车辆、公共
机动车辆与往返岛地区的过
境交通工具的长途旅行者，
爪哇和巴厘岛以及根据内政
部长规定的爪哇岛和巴厘岛
岛外围地区，三级 PPKM，二
级 PPKM 和一级 PPKM 级的
地区，必须出示出发前1 x 24
小时内采集快速检测结果阴
性证书，并出示疫苗卡（最小
值疫苗第一剂），作为继续旅

程的要求。
2）使用个人机动车辆、

公共机动车辆、河流运输，湖
泊和一个地区或环城地区的
过境点陆路运输方式的特殊
常规出行，不需要出示疫苗
卡和阴性快速抗原检测结果
证明。

至于货运车辆或物流，
在以下的要点中受到监管，
这些要点适用于在爪哇岛和
巴厘岛地区，以及其他岛屿
的国内出行。规定如下：a）
必须出示快速抗原检测结果
阴性证明，其样本是在出发
前最长14x24小时内采集的，
并出示完整剂量的疫苗卡；

b）必须出示出发前 7x24 小
时内采集快速检测结果阴性
证书抗原样品，并且卡疫苗
第一剂证明；c）必须出示快
速抗原检测结果阴性证明，
如果他们没有接种疫苗，其
样本是在出发前1x24小时内
采集的；d）对于尚未接种疫
苗的驾驶员和助手，处理新
冠肺炎工作组将指示接种疫
苗（如果在陆路运输节点位
置备有）。12 岁以下的旅客
不必出示疫苗卡，这也适用
于患有特殊健康状况或导致
无 法 接 种 疫 苗 的 共 病 的
人。

另外，每个将利用陆路
运输出行的人，都必须使用
PeduliLindungi应用程序。

（亮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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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由于勿加西
市长拉赫玛（Rahmat Effen-
di）触犯了贪污罪，印尼记
者协会（PWI）因此决定取
消原定要他向颁发记协文
化奖的计划。

印尼记者协会总主席
阿塔尔（Atal S Depari）于 1
月 6 日通过书面方式表示，
取消颁奖活动是由于拉赫
玛于1月5日遭肃贪委员会
（KPK）当场逮捕行动（OTT）
的缘故。他说：“上述当场
逮捕行动导致拉赫玛因贪
污行径而出现司法缺憾，因
此我们必须取消上述向他
颁发的文化奖。”

实际上，上述荣誉奖将
于2022年1月9日在东南苏
省肯达里（Kendari）举行全
国新闻界纪念会时，要颁发
给拉赫玛及其他基于发展
其领导地区的信息和文化
有功绩的市县长。

据了解，共有 9 位市县
长将获得记协的文化奖，即
巴东班让（Padang Panjang）
市长法德利（Fadly Amran）、
玛克丹（Magetan）县长苏柏
拉沃托（Suprawoto）、拉蒙岸

（Lamongan）县长尤洛努尔
（Yuhronur Effendi）、南安由
（Indramayu）县长妮娜（Nina
Agustina）、西松巴哇（Sum-
bawa Barat）县长穆夏菲林
（Musyafirin）、梭罗（Solo）市
长 吉 布 兰（Gibran Rakabu-
mint Raka）、以 及 朋 古 鲁
（Bengkulu）市 长 赫 尔 米
（Helmi Hassan）。

同时上述荣誉奖也将
颁 发 给 布 敦（Buton）县 长
拉·巴格里（La Bakri）及拉
曼道（Lamandau）县长亨特
拉（Hendra Lesmana）。

印尼记协文化奖颁发
委员会主席尤素夫（Yusuf
Susilo）表示，他就此事向诸
获奖人选提醒称，该荣誉奖
是颁发给不曾触犯法律及
贪污罪案的地方领导。他
说：“上述纪律和规定成为
印尼记协总主席取消拉赫
玛的文化奖。”

如悉，肃贪委方面仍在
调查拉赫玛，该贪污嫌疑人
是在被逮捕的当天晚上抵达
肃贪委红白办公楼。肃贪委
将公布涉嫌勿加西市府贪污
案究竟是哪些人。 （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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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通信与资讯
部专家亨利（Henry Subiak-
to）评估了社交媒体活动家
费迪南德·胡塔海安（Ferdi-
nand Hutahaean）关于“必须
捍卫你软弱的上帝”的推文
不构成犯罪行为。

1 月 6 日（星期四）晚
上，在私人电视台之一的脱
口秀节目中亨利指出，1945
年宪法保障言论自由。谈
论和争论种族、肤色、宗教
和群体间(SARA)并不是犯
罪，即使这种观点与许多人
的信仰不同。认为这是宪
法保障的。

亨利强调说，法律禁止
的是唆使别人仇恨或对抗
在SARA方面不同的人的行
为。 法律所禁止的会招致

仇恨或对抗人们，因为它是
不 同 的 SARA。 为 了 发 生
SARA 时间而传播虚假消
息，这就是受到刑事威胁的
东西。

亨利指出，罪犯不应该
基于人们的感受。犯罪分
子的规模应该明确，而不是
基于大规模压力。而且，罪
行必须明确，规模和要件必
须 明 确 。 不 基 于 质 量 压
力。如果法律扼杀了群众
的声音。

亨利声称，就与费迪南德
的推文有关，艾尔朗加大学的
讲师认为，每个辩护或协助的
人都像是被帮助的人一样软
弱。你可以发表意见，但是没
有必要引起争论。

如悉，印尼民族青年委
员会（KNPI）主席哈里斯·福
斯特（Haris First）1 月 7 日（
星期五），向国警总部刑侦
处投诉了社交媒体活动家
费迪南德·胡塔海安关于

“必须捍卫你软弱的上帝”
的推文。

据报道，费迪南德与传
播基于 SARA 的敌对信息，
以及可能在公众中发布喧
闹行为的虚假新闻或恶作
剧有关。 我们今天看到费
迪南德已经道歉，但不能只
是道歉，因此法律也必须得
到维护。 （亮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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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 交 媒 体 活 动 家 费
迪南德·胡塔海安的讲话
引起纷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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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对出国旅游或返国公民
调整检疫期与地点亦对国际游客提出新规则

【本报讯】1 月 6 日（星
期四），处理新冠肺炎工作
小 组 发 言 人 威 酷（Wiku
Adisasmito）通过总统秘书处
YT的一份新闻声明中声称，
之前为返国的政府官员提
供检疫豁免政策取消了。
这符合2022年卫生议定书
第1号通函的规定。海外旅
行在新冠肺炎大流行期间
的出国旅游者，自2022年第
1号特别工作组通函生效以
来，对国外归来的政府官员
实施自我隔离不再给予豁
免了。 有关官员包括国会
议员、第1梯队官员和其他
国家官员。

威酷所指进行隔离的
义务包含在2022年第1号的
第4条规则，即必须在以下
条件下进行检疫：（一）对我
国移工、在国外完成学业的

学生、从国外服务旅行返回
的政府官员，或参加国际比
赛或节日的我国代表接受
集中隔离，根据处理新冠肺
炎工作组关于我国公民的
入境点、检疫场所和RT PCR
义务规则经费由政府承担。

（二）对于通函中（i）款
规定的标准之外的我国公
民，在集中检疫设施中接受
检疫，费用独立承担。

（三）对于外国公民，外
交官和外国代表家属在集中
检疫场所进行检疫，费用为
独立承担。（四）检疫住宿场
所必须获得处理新冠肺炎工
作组的建议，这些设备均已
符合我国酒店和餐厅协会对
清洁、卫生健康、安保和环境
可持续性的要求和条件，以
及雅加达地区及周边地区负
责卫生事务的部门，或负责

该地区与认证相关的卫生事
务的省级机构的建议新冠肺
炎卫生协议。

对于抵达国门的外国旅
游者的规定让如下：对于国

外旅行仅能通过9个入境点，
包括万登省的苏加诺-哈达
机场、东爪哇省的尤安达机
场（Juanda）、北苏拉威西省的
善拉杜拉义（Sam Ratulangi）

机场和廖群岛省的巴淡岛海
港。 然后，是廖群岛省的丹
戎槟榔港(Tanjung Pinang)、北
加 里 曼 丹 的 努 努 甘 (Nu-
nukan)、西加里曼丹的阿鲁克
(Aruk)口岸、西加里曼丹的恩
迪贡(Entikong)和东努沙登加
拉的莫大茵（Motaain），检疫
期为7天和 10天。

威酷指出，我国公民隔
离期的变化。 自 2022 年 1
月7日（星期五）起，我国公
民 的 隔 离 期 为 10 天 和 7
天。 该法令包含在2022年
关于入口、地点的第2号法
令中。10 天的隔离期是为
刚刚从已确认为奥密克戎
变异性社区传播的国家返
回的我国公民实施的。

这项隔离义务主要针
对从三个标准的国家出国
旅行的我国公民。 这三个

标准是：（一）证实了存在传
播的奥密克戎新变体；（二）
在地理上靠近传播国；（三）
新冠肺炎确诊病例数超过1
万。 7天的隔离期适用于并
非来自符合以上这三个标
准的国家的我国公民。

2022 年第 1 号对在 14
个国家居住或访问了14天
的外国人，实行临时关闭。
细节是，已确认新变体社区
传播的国家，如南非、挪威、
博斯特瓦纳和法国；地理上
靠近津巴布韦、马拉维、莫
桑比克、纳米比亚、斯威士
兰、莱索托的国家。 以及新
冠肺炎病例数超过 1 万国
家，即英国和丹麦。 另一方
面，这种临时关闭不适用于
在14天内没有来确认新冠
肺炎新变种传播的国家的
旅行史的外国人。 （亮剑）

处理新冠肺炎工作小组发言人威酷

【本报讯】印尼阿尔阿萨尔
大学（Al Azhar Indonesia）政治
观察家乌然（Ujang Komarudin）
于1月7日声称，他对有关雅加
达省府将调升雅加达专区地方
议员的 2022 年薪资甚感遗
憾。尤其是调高薪资的措施是
实施在冠状病毒疫情大流行期
间，也是众多社会民众正在处
于水深火热的生活中，大家的
经济来源都受到负面影响。

他说：“理所当然上述为
地方议员加薪的措施根本很
不适当，此举将会促使民众
感到眼红及气愤。”

乌然表示，当广大民众
陷入冠状病毒疫情大流行的
困境时，那些地方议员理应
做到自我警示及克制要增加
收入或加薪的欲望。

乌然要求雅加达的地方议
员们对民众的痛苦有感同深受

的同情心。他说：“如果广大民
众在面临苦难的生活都感到一
筹莫展，那么就不要调高薪资。”

乌然提醒雅加达地方议
员在冠状病毒疫情大流行时
期并非是增加薪资的适合时
机。他认为，最好再次考虑
有关增加薪资的举措，以免
造成民众对地方议员产生不
良的印象及引发大家的抗
议。他说：“勿使广大民众在

2022 年新年期间不温饱，然
而官员们却欢乐无穷。”

此前的报导称，雅加达
地方议员在 2022 年的薪资
和津贴预算案比去年增升
260 亿盾。雅加达专区提供
地方议员在 2021 年的薪资
和津贴预算案数额共 1509
亿盾。如今 2022 年的上述
预算案数额则是1774亿盾，
或增升264.3亿盾。 （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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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财长丝丽·穆
丽亚妮（Sri Mulyani Indrawa-
ti）于 1 月 7 日通过@smind-
rawati 的 instagram 发 出 评
估，因为政府在建设新国都
时必须保留加里曼丹原有
的环境、森林及各种类生物
的存在，这是异常复杂的建
设及具有很大的挑战性质。

穆丽亚妮说：“上述新
国都的建设发展过程格外
复杂及充满挑战。”

她声称，政府决心把新
国都建成具有现代化、文化、
及文明且体现印尼民族崇高
价值观的未来首都。从零点
开始的建设作为参考关于建
造国家宫及政府机构中心的

位置。另一方面，政府和国
会正在讨论新国都的法令草
案。府会也征求多方面及广
泛社区的意见。

在此之前，穆丽阿妮曾
表示，建设新国都成为拟定
2022 年国家预算案的优先
部分。她也强调，处理新冠
病毒仍是制定 2022 年国家

预算案放在首要及优先实
施的事项。

她说：“国家预算案必
须满足国家的需求，即处理
新冠病毒、经济复苏、社会
保护及预估全球出现的各
种波动。然而还有国家要
优先建设发展的新国都。”

（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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