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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全国新闻日纪念会演讲
强调对国内外视听平台提供公平竞争环境

总统：今年是我国经济复苏期
经济市场、出口发展和投资落实等大有增长

总警长里斯提约将军于 2 月 9 日在廖群岛省省长
Ansar Ahmad 等陪同下，视察民丹县 Natra 度假村举行
的加强剂疫苗接种活动。他在讲话时表示，民丹岛是我
国旅游泡泡其中一个主要对象，所有旅游泡泡的活动将
按照规定进行。

总统为全国新闻日纪念会演讲
佐科维总统于2月9日在西爪哇省茂物总统行宫，通过线上方式为全国新闻日

纪念活动发表演讲。他说，我国受到新冠病毒入侵已有两年时间，然而国内新闻界
人士在疫情期坚持传达信息，这是值得赞扬的。同时，他还强调对国内外视听平台
将提供公平竞争环境。

政府已向民众注射3.25亿剂疫苗
总统赞扬新闻媒体人士疫情期坚持传达信息

总警长确定旅游泡泡将按照规定进行总警长确定旅游泡泡将按照规定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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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佐科维总统周

三（9/2）在茂物宫就 2022 年
全国新闻日纪念活动发表视
频演讲时说，必须以公平的
方式来安排外国视听平台与
本地视听平台的竞争。

佐科维说，这种安排旨
在为新闻业提供一个平衡的
竞争环境。外国平台公司必
须受到监管，我们将加强全
球平台和本地平台之间公平
均衡的利润分享规则，以便
他们治理得更好。

因此，佐科维提醒印尼
人民不要只成为全球数码
科技产品的市场。必须尽
快开发一个创新的技术平
台，帮助和促进公众获得优
质、准确和负责任的信息。

他承认，近两年来，全国

新闻业承受着巨大的压力。
媒体竞争环境剧变，呈现出
各种错综复杂的竞争格局。

国内媒体被迫应对大流
行的压力、数字颠覆的压
力、以及破坏主流媒体经济
潜力和影响力的大型外国
平台的压力。

佐科维强调说，另类信
息源的出现，只追求点击量
或浏览量的信息趋势泛滥，
只追求病毒式传播的内容
泛滥，大量误导性信息甚至
相互争斗，造成混乱甚至分
裂。在这种压力巨大的情
况下，主流媒体必须立即转
型，改进技术，日益创新，以
加速健康成长。

佐科维希望国内主流媒
体能够利用良好的信息和

充满教育的优质内容填满
各种渠道和平台，以树立诚
信作为资本，努力抓住现有
的机会。

因此，佐科维表示支持
改进我国的新闻法规。改
进的形式可以是修改 1999
年第 40 号新闻法令，起草
新法律或发布政府条例。

佐科维说，印尼记协主

席 Atal Depari 和新闻委员会
主席努赫教授提出的几个选
项我们可能很快作出决定。

无论是修改旧的新闻
法令，起草新法律或发布政
府条例，我们都会提交给印
尼记协和新闻委员会，以便
最终确定新闻法规。

佐科维希望印尼新闻业
能够健康而强大。因此，今

后他将继续推动对新闻法
规的改进。

他补充说，必须通过加
强健康的国家新闻产业生
态系统来实现信息主权。
应继续努力建设和加强国
家级广告平台，打造国家级
视频平台，使其不完全依赖
国外的视频平台。

（Irw）

【本报讯】佐科维总统于
2 月 9 日在茂物行宫为庆祝
全国新闻日（HPN）在线上发
表讲话时表示，目前政府已
向民众注射3.25亿剂新冠疫
苗，现时剩余的新冠疫苗共
1.43亿剂。他说：“不论是第
一剂、第二剂、以及第三剂
或加强剂，共注射了 3.25 剂
疫苗。”

佐科维声称，为满足印
尼记者协会（PWI）的要求，
他将向媒体界人士提供接

种疫苗。他说：“印尼记协
中央理事会总主席阿达尔
（Atal Depari）传达有关接种
疫苗的事项，印尼记协方面
希望优先接受注射疫苗。
当时我们仅能提供 5000 剂
疫苗。如果印尼记协再次
要求的话，我们还有库存
1.43亿疫苗。他们要求多少
疫苗，我现在会提供，因为
库存量还很多。”

在这次正值全国新闻
日的机会中，佐科维向全国
媒体界人士表示祝贺。他
对新闻界人士在新冠病毒
肆虐期间仍坚持向社会大
众提供信息表示赞扬。他
说：“虽然大家都在面临艰
难的疫情时期，然而媒体界
人士持续不断地提供信息，
提高知识，建设乐观的及充
满希望的情绪。因此民众
仍努力坚持应对新冠疫情
所带来的负面影响。”（Ing）

【本报讯】佐科维总统于
2 月 9 日在雅加达主持 2022
年自主投资论坛活动时表
示，自我国在2年前出现新冠
肺炎大流行，而造成经济状
况受到重创之后，他深信今
年将是我国经济复苏时刻。

佐科维认为，今年将提
供各种的转型机会和更好的
经济增长，尤其在绿色经济
和信息技术这方面的发展。

尽管在新冠肺炎大流行
的压力下，政府却能更好的
监控新冠疫情，包括加速为
民众接种疫苗，这些显然是
我国经济复苏取得成功的关
键因素。从对外的角度来
看，我国还是要面对许多挑
战，比方说供应链受到阻碍
将引发全球市场通胀率上
升，以及美国金融政策的变
化预计也将更快发生。

佐科维对今年将是经济
复苏时刻充满信心，是因为有
几个点显示我国经济状况已开
始更加好转，例如2021年第四
季度经济增长比去年同期增加
5.02%，今年1月的我国制造业
采购经理人指数约达53.7或处
于扩张区，以及去年12月的消
费者信心指数为118.3。

若是累计起来，2021年我
国出口值也是有史以来最高或
达2320亿美元，比去年出口值
增长了41.9%，这一切要归功
于工业化和钢铁下游化的迅速
发展而加强了国内经济活动。

宏观经济状况保持稳
定，也可从通胀率遍低看得
出来，即 2022 年 1 月的通胀

率为2.18%。他说：“至今年1
月的外汇储备额还达到1413
亿美元，也使我国能更好地
应对外来的挑战，尤其对美
国金融政策变化等事项。”

除此之外，2021年全年的
投资落实已达901万亿盾或同
比增长了9%，其中外国直接
投资达到454万亿盾或增加了
10%，这也表明，即使在新冠
肺炎大流行期间，世界各国对
我国市场的信任还很高。

因此，我国必须要持续
进行结构性改革，良好保持
投资复苏势头。佐科维认
为，结构性改革对我国经济
复苏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
关键，我国可通过各种经济

政策增加附加值、加强生产
力，提高投资并创造更多的
就业机会。

其中一个步骤就是一直
推动矿产品的下游化，比方
说镍矿、铝土矿和铜矿等，通
过加工增加其附加值，并为
人民创造更多的工作岗位。

（Sm）

【本报讯】佐科维总统表
示，东加里曼丹省北八纳栈
巴塞（Penajam Paser Utara）国
家首都（IKN）发展计划是印
尼经济转型的一部分。

不仅是经济，佐科维还
声称希望展示 IKN 作为环
境、技术、卫生服务和教育领
域转型的一部分。

佐科维在周三（9/2）举行
的2022年自主投资论坛虚拟
活动中表示，在东加里曼丹

省开发国家首都的计划是这
一转型的重要组成部分。

他说，我们将使新国都
努山达拉（Nusantara）成为环
境、工作方法、经济基础、技
术和其他领域的变革展示，
包括更高质量的健康和教育
服务，以及维护公共道德的
宽容社会秩序。

除了 IKN，佐科维还想
展示一个正在东加里曼丹省
建设的绿色工业园区，作为

经济转型的一部分。
他说，政府专注于发展

绿色经济，以实现从环境、社
会到政府等各个领域的可持
续经济。然后逐渐转向可再
生能源以创造绿色经济。

此外，佐科维还邀请投
资者到我国投资。他坦言很
感 激 国 内 投 资 的 蓬 勃 发
展。 2021年已实现投资901
万亿盾，同比增长9%。

与此同时，外国投资同比
增长 10%，达到 454 万亿盾。
佐科维希望随着国际社会对
印度尼西亚的信任度不断提

高，这一数字将继续上升。他
说，政府保证女士们先生们在
印度尼西亚的投资安全有利。

如悉，政府计划于 2022
年年中在东加里曼丹省的北
八纳栈巴塞开始建设“努山达
拉”新首都（IKN）大型项目。

尽管这一建设预计需要
15 到 20 年，然而，总统、国
军、国警和一些部委的目标是
在 2024 年开始迁往新首都。

2022年1月18日，IKN法
案在国会全会通过成为法律。
直到现在，该法律仍在等待总统
签署以正式颁布。 （Irw）

总统邀投资者参与开发新首都
强调新首都开发计划利于国家经济转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