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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产汽车进入全球80个国家或地区市场

为二百万辆汽车出口送行

乌达雅纳（Udayana）第九军区司
令松尼（Sonny Aprianto）少将于 2月
15日宣称，目前正值奥米克戎病毒散
播高峰期，巴厘和努沙登加拉群岛必
须严格履行防疫卫生规程。

巴厘与努沙登加拉群岛
严格履行防疫卫生规程

佐科维总统于 2 月 15 日在西爪哇省加拉璜县西区的 TMMIN 第一汽车工厂，为 200 万辆汽车出
口至全球 80 个国家或地区的活动送行。其中也包括首次向澳大利亚出口的丰田 Fortuner 型高级多
功能汽车。

总统为200万辆汽车出口活动送行

【本报讯】佐科维总统
于 2 月 15 日在西爪哇省加
拉璜县（karawang）通过总统
府秘书处 YT 频道直播，主
持了由印尼丰田汽车制造
公 司（Toyota Motor Manufac-
turing Indonesia/TMMI）所 生
产的 200 万辆丰田车出口
放行仪式，这些许多将出口
至大约 80 个国家或地区。

此外，佐科维总统也同
时主持了丰田首批 Fortuner
型汽车出口仪式，按计划将
出口到澳大利亚。

佐科维总统在讲话中
表示，新冠疫情不仅给各
方，包括业界和工业界等带
来了考验和挑战，但同时也
提供了很多机会以开拓新
的市场。TMMI 公司本身已
抓紧了商机，其中是把首批
的丰田 Fortuner 汽车出口到
澳大利亚。

他强调说，我国生产的
汽车务必要有良好的质量，
因为这些国产品将在国际
市场上亮相，包括与其它国
家所产的汽车竞争。只要

我们的汽车质量好，外观
好，使用条件好，消费者肯
定会选择我国产品。因此
我国应具有良好和广大的
人力资源，同时我国的人力
资源在生产方面非常认真，
非常细心也非常小心，因为
这关系到人命安全。

他说：“其实，我们已把
汽车出口到4大洲共约80个
国家或地区。尽管如此，我
们仍然要持续开拓新市场。
除此之外，有一点我觉得很
高兴，汽车的组件含量，占

75%以上都是国内制造的。”
也就是说，在车中有很

多的元件、组件和配件等，
是由我国的中小企业供应
的，我国的小型企业也因此
就能维持生计了。

加强国内工业生产方
面工业部长助理瓦尔希托
（Ignatius Warsito）在 同 样 的
场合向媒体透露，丰田汽车

总公司将在我国参与电动
汽车的建设和发展，预估直
至 2023 年的投资价值将超
过 28.3 万亿盾。他说，除了
日本投资家之外，来自中国
和韩国等企业也准备投资
我国的电动汽车工业，根据
估计，直到 2030 年我国将
有能力出口 270 万辆的电
动汽车。 （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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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澳大利亚格
里菲斯大学的流行病学家
迪 基·布 迪 曼（Dicky Budi-
man）评估说，雅加达及周
边地区尚未度过奥米克戎
（Omicron）病例的高峰期。

他说，因为要确定一个地
区的疫情动态，仅参考病例的
每日趋势是不够的，还必须审
视检测次数和阳性率。

迪基是对海事与投资统
筹部长卢虎的观点作出回
应。卢虎此前宣称雅加达已
经度过Omicron的高峰期。

迪基周二（15/2）对媒体
说 ，我 认 为 还 没 有 度 过

Omicron 的高峰期，因为发
现一个阳性病例，没有多少
人经过测试，可能少过 10
人，检测率仍远高于 5%。

据他说，要确认一个地
区已经度过 Omicron 的高峰
期并不容易，它必须基于全
面的数据。此外，借鉴几个
国家的经验，Omicron 病例
往往会出现波动。即使图
表趋势向下，数字也有可能
再次上升。

对于卢虎提到的多个
地区开始出现病例增加，例
如西爪哇、东爪哇和日惹特
区，迪基表示，目前 Omicron
确实已经蔓延到印度尼西
亚的各个地区，不仅以雅加
达为中心。

由于 Omicron 测试的数
量较少，雅加达以外的某些
地区可能会录志较少的病
例。此外，大多数 Omicron
病例没有症状或症状轻微，
因此公众进行检测的意愿
较低。

根据目前的情况，迪基
估计，印度尼西亚的 Omi-
cron 病例高峰仍将发生在

2022 年 2 月下旬。因此，
他敦促政府加强检测。

另一方面，卢虎在周一
（14/2）的在线新闻发布会
上说，雅加达及周边地区开
始度过 Omicron 传播的高峰
期，每日病例、活跃病例和
住院人数都开始下降。

他接着说，日惹特区、东
爪哇和西爪哇的Omicron传播
率有所增加，但仍低于德尔塔
（Delta）变体的传播峰值。

与此同时，卫生部长古
纳迪预测，雅加达的新冠病
例在这一个星期内将急剧
上升，而后开始逐渐放缓。

古纳迪在周一（14/2）的
在线新闻发布会上说，本周
我们很可能观察到雅加达
的疫情达到顶峰并开始下
降。 （Irw）

【本报讯】文教与科研部
长纳迪恩调整了对同等级学
校的幼儿教育运营援助政策。

之后，各地区的幼儿教
育运营援助金的数额将根
据学校的需要和地区情况
而有所不同。

纳迪恩在周二（15/2）的
虚拟新闻发布会上说，过去
发给所有学校每个学童的
幼教援助金是相同的，但现
在开始将有所不同。

他补充说，3T 地区（欠
发达、最外围和难以进入的
地区）将比其他地区获得更
多的更大的幼教援助金。
每个地区的单位成本将根
据标准建设成本指数和每
个市县区的学生指数来计
算。这将使单位成本从 60
万盾到 120 万盾不等。

他解释说，以前，每个孩
子的幼教援助金等于 60 万
盾。 所以没有下降，只有上
升，有些甚至大幅上升。

此外，从分配方面来看，
现在幼教援助金不再通过当
地政府，而将直接进入学校账
户，目的是让学校可以立即收
到这笔钱并将其用于学校运
营，我们还让每位校长根据学
校的需要独立进行分配。

最后，纳迪恩表示，文
教与科研部为学校和教育
办 公 室 制 作 了 一 个 名 为
Arkas 的应用系统。

他 解 释 说 ，Arkas 应 用
程序是供学校的单一应用
程序，因此校长不需要申请
另一个程序来报告学校运
作援助金（BOS）。

这是因为当校长报告

BOS资金使用情况时，该报告
将自动与学校采购信息系统
（Siplah）和 基 础 教 育 数 据
（Dapodik）集成。自动连接到
区域发展信息系统（SIPD）的
总部应用程序也是如此。

据纳迪恩说，该应用程
序旨在促进教育工作者的
行政工作。他解释说，过
去，数据格式和标准五花八
门，有各种模板和各种数据
格式。而现在，数据格式和
参考标准都是标准的。

（Irw）

【本报讯】警察 88 反恐
部队于2月14日在中爪省逮
捕伊斯兰祈祷团（JI）的 4 名
恐嫌，他们的简名分别是
RAB、AJ、N及M。

国家警察公关局公众信
息主任阿赫马德·拉马丹准
将于 2 月 16 日表示，其中称
为M的恐嫌曾于2013年在B
的指示下从 Toliah 区域进入
叙利亚参加第一批的“伊斯

兰国”培训活动。
拉马丹称，M 是在 T 和

BY 领导下的伊斯兰祈祷团
Qoid Takwiyah 组织的成员，
然后他曾于 2000 年表示效
忠“伊斯兰国”。M 也是于
2011年在东南苏省北科拉卡
（Kolaka）县的 Tadrib Asykari
恐怖组织担任培训员，并与

称为S的恐嫌在南苏省马利
利被警方擒拿。

首先M的证据是他作为
菲律宾 Moro 派的第二批成
员。其次是 N 的恐嫌也是
2017 年加入 JI 的成员，并积
极参加 JI 的专题研究事务。
他曾在哥波安（Grobogan）与
K领导的 JI成员参加武术训

练活动，K 本身已被警察 88
反恐特遣队逮捕。

此 外 ，RAB 恐 嫌 是 于
2013年加入JI的成员。他也
是与警方特遣队逮住的 A、
M 属于同一批的成员。

据悉，AJ恐嫌于2013年
加 入 JI，当 年 他 在 双 胶 汉
（Ambarawa）与 R 和 M 参 加
Sasana Satria Muda 武术组织
的第二批实习生活动。（Ing）

专家评估雅京疫情仍在高峰期
据测我国Omicron 病例高峰于二月下旬

当局调整幼儿教育援助政策
3 T地区将获得更多的幼教援助金

警方在中爪省逮捕四恐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