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佐科维总统于 2 月 18 日通过视频方式视察 17 省区接种疫苗活动。他指示全国
各地当局应能加速为居民接种第二剂和第三剂疫苗，以期达到群体免疫的目标，同
时也促使当前的大流行病转变为地方性流行病。

总统指示地方加速普及化注射疫苗

【本报讯】佐科维总统
于 2 月 18 日（星期五）在茂
物行宫通过视频方式视察
17 个 省 区 的 接 种 疫 苗 活
动。他在讲话中表示，如
果接种新冠疫苗的活动能
更加普及化，将更快促使
我国的新冠大流行病转变
为局部流行病或地方性流
行病。然而除了接种疫苗
之外，大家也必须持续遵
守防疫卫生规程。

佐科维总统说：“我们希
望能加速国家经济复苏。”

为了加速国家经济复
苏，因此市县区必须关注有
关加速注射第二剂及第三剂
疫苗或加强针。据悉，在地
方接受接种第二剂及第三剂
疫苗的人口比重仍在60%以
下。他说：“我鼓励各省区和
市县区的居民积极关注接种
第二剂及第三剂或加强剂疫
苗。因为我看到还有许多地
区的接种率还很低，仍在
60%以下。”

佐 科 维 强 调 说 ，老 年
人应优先获得接种第二剂

及加强剂疫苗，因为奥米
克戎变种病毒导致死亡的
绝大多数是还未接种疫苗
的人及老年人。他说：“老
年人必须优先注射疫苗，
这是非常重要的。根据我
最近接获的资料，因奥密
克戎变种病毒的死亡率有
69% 是 老 年 人 ，其 次 是 未
接种疫苗的人。”

根据此前的信息，政府
于2月 17日傍晚6时再度报
告，已接种第二剂疫苗的民
众共1亿3884万5476人或占

接种目标的66.67%。
与此同时，已注射第一

剂疫苗的共 1 亿 8921 万 677
人或占90.85%。至于已注射
第三剂或加强针的民众共

793万2444人或占3.81%。
政府也为达到群体免

疫的最终目的，已制定的
注 射 疫 苗 为 20 亿 826 万
5720 剂。 （Ing）

【本报讯】佐科维总统已
正 式 签 署《国 家 首 都 法》
（IKN）。

总统府办公厅（KSP）首
席 专 家 万 迪（Wandy Tu-
turoong）表示，来自 KSP 代表
的一个团队已与国家发展规
划署（Bappenas）协调，以准
备源自 IKN 法的各种法规。

万迪周五（18/2）被问及
此事时说，这种协调旨在最
终确定先前准备的衍生规则
草案。衍生规则包括总统条
例、总统决定书、政府条例和
IKN 当局负责人条例。至少
有九个衍生规则将在未来两
个月内完成，预计将在3至4
月完成。

他接着说明了有关九个
衍生规则的详情：第一是总
统条例，说明关于努山达拉
（Nusantara）首府的区域政府
管理结构和程序，以及国家
首都的筹备、迁移和建设。

在 IKN 法第 5 条第（7）
款中提到了这一点。本条例
将与 IKN 法第 11 条第（1）
款中提到的关于努山达拉首
都管理局组织结构、职责、权
限和工作程序的总统条例相
结合。

第二是 IKN 法第 7 条第
（4）款中提到的关于国家基
本建设总体规划细节的总统
条例。

第三是IKN法第15条第
（2）款中提到的关于印度尼
西亚国家公园国家首都城市
空间规划的总统条例。

第四是 IKN 法第 24 条
第（7）款中提到的关于国家
首都的准备、迁移和发展，以
及努山达拉首都特别区域管
理的政府条例。

稍后该规则将与以下内
容合并：

（一）关于 IKN 法第 25
条第（3）款中提到的努山达
拉首都管理局的工作计划和

预算的政府条例。（二）IKN
法第 35 条提到的关于管理
受控制的国家财产和资产的
政府条例。（三）IKN 法第
36 条第（7）款提到的关于从
部委/机构向努山达拉首都
管理局转移的政府条例。
（四）IKN 法第 26 条第（2）款
提及的关于国家首都城市收
入和支出预算的实施和问责
程序的政府条例。

第五是IKN法第12条第
3款中提到的关于国家资本
管理局在实施特殊地区政府
中的特别权力的政府条例。

第六是努山达拉首都管
理局局长关于努山达拉首都
详细空间规划的规定，该规
定在 IKN 法第 15 条第（4）
款中有所提及。

第七是 IKN 法第 14 条
第（2）款中提到的关于努山
达拉首都地区划分的总统条
例。

第八是 IKN 法第 22 条
第 5 款提到的关于转移国家
机构、国家民用设备、外国代
表和国际组织/机构代表的
总统条例。

第九是关于将国家首都
的位置、职能和作用从雅加
达特别首都专区迁移到努山
达拉首都的总统令，该法令
第 14 条第（2）款提到了 IKN
法。 （Irw）

总统正式签署国家首都法
九个衍生规则预计在3至 4月完成

【本报讯】伊联中委会
（PBNU）强调希望与政府一起
在努山达拉（Nusantara）国家
首都（IKN）开发社会设计。

伊联中委会总主席雅赫
亚（KH Yahya Cholil Staquf）周
四晚上通过视频在马都拉岛
邦加兰县 Syaichona Kholil 习
经院举行的伊联创立 99 周
年纪念活动中说，伊联希望
参与发展努山达拉新国都的
社会设计。

他认为，努山达拉新国
都是印尼政府发起的象征未
来的标志性倡议。伊联中委
会建议政府不仅要考虑新首
都的物理设计，还要考虑其
中的社会设计。

雅赫亚说，努山达拉新
国都将建成一座全新的城
市。我们必须考虑在新城市
中将呈现什么样的社会。

此外，他接着说，努山达拉
新国都是伊联想参与其中的未
来标志性建设，因为伊联想要

迈向未来，不想故步自封。
雅赫亚还说，2022 年 1 月

31日在东加里曼丹省麻里巴板
举行伊联创立纪念会以及理事
会就职典礼，目标之一是因为
政府制定了一项标志性的倡
议，象征着未来的方向，并且一
直被接受为政治共识，即未来
将有一个新的首都。

另一方面，在伊联创立
99 周年纪念活动的高峰期，
还开展了多项活动，其中之
一是通过伊联中委会与国企
部，以及合作社与中小企业
部签署合作协议。

伊联中委会将与国企部
一起建立 250 家伊联企业
（BUMNU），并与合作社与中
小企业部一同培训至少一万
名习经院学员成为企业家。

另一方面，斗争民主党
秘书长哈斯托表示，发展努
山达拉国家首都（IKN）必须
提出以印尼为中心的概念。
印尼首任总统苏加诺的理想

是，把加里曼丹岛作为政府
的中心。

据哈斯托说，新国都的
发展实际上反映了苏加诺的
地缘政治观，这反映了印尼
领导层摆脱了殖民主义。他
还希望新的 新国都设计能
够体现一种平衡，不只是一
个现代概念，而且必须符合
我国的文化习俗。 （Irw）

伊联愿意协助政府建设新都
冀能共建伊联企业并培训万名习经院企业家

【本报讯】处理新冠疫情
工作组卫生支持单位主任阿
里山大（Alexander K Ginting）
退休准将于2月18日在线上
讨论会中表示，我国在今年
2月16日的新冠阳性病率占
18.59%。

阿里山大称，上述数据
超过世卫组织规定 5%的标
准。该阳性病率数据显示出
人口总数中有多少人感染新

冠肺炎。他说：“正常的阳性
病率人数是在5%以内，我们
自去年8月至11月份期间已
努力压制到正常的数字。现
在却出现了什么？如今我国
平均的阳性病率为 18.96%，
即在世卫组织规定的 5%标
准以上。”

阿里山大指出，阳性病率
最高的地区分别是在万丹、中
爪哇、北苏、西爪哇及雅加达

专区共5个省区。实际上该5
个省区具有充足的疫苗接种
覆盖率及良好的卫生基础设
施。他说：“当然这一切与民
众的流动性有关，由于接种覆
盖率属于首屈一指，于是造成
频繁的人群流动。”

阿里山大称，除了阳性
率之外，在医院的病床占用
率也比2021年 7月出现德尔
塔变种病毒时期较低。他
说：“在急诊室的排队人数不
像去年 7 月份那么多，然而
现在医院内仍有排队的情
况。” （Ing）

我国新冠阳性病率18.59%
阿里山大警告：远高于世卫组织 5%标准

我国新冠大流行很快会变为地方流行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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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接种疫苗服务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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