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铝铜锡等原矿必须先加工增值方可出售
强调继续禁止出口原材料

总统：时代正在瞬息万变
目前的大学课程可能仅适用五年而已

政府计划扩大巴布亚自治区
意见分歧的示威行动使治安人员遭殴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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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统强调继续禁止出口原材料总统强调继续禁止出口原材料
佐 科 维 总 统

于 3 月 11 日在中
爪哇省梭罗市行
政 区 （Surakar-
ta），为“3·11”
大学 46 周年校庆
演 讲 。 他 表 示 ，
我国将继续禁止
出 口 铝 矾 土 、铜
矿 和 锡 矿 原 材
料 ，即 使 遭 世 界
贸易组织（WTO）
诉讼，也不担忧。

圣斋月的脚步声越来越近了，总警长里斯提约将军也马不
停蹄地到全国各地鼓励民众注射新冠疫苗，包括注射加强针。
图为里斯提约将军于 3 月 11 日视察日惹特区 Sleman 县的接种
疫苗活动。

国警促加速进行加强剂疫苗接种活动国警促加速进行加强剂疫苗接种活动

【本报讯】佐科维总统将继
续禁止出口铝矾土、铜矿和锡
矿。他坚决称，即使我国的出
口政策遭世界贸易组织（WTO）
诉讼，我们也不用担忧。

佐科维总统于3月11日
在中爪省梭罗市“3·11”大学
（UNS）出席该大学46周年校
庆时发表演讲说：“当我们禁
止出口镍矿原材料时，我们遭
到欧盟的起诉，至今尚未解决
该问题。现在我又再宣布今
年停止出口铝矾土，让他们再
起诉吧。明年我再禁止出口
铜矿及锡矿，我们不怕一直遭
到起诉，反正没有问题。我们
还未能确定输赢。”

总统的这一席话引来全
场的一片哄笑声。

尽管可能再遭起诉，然而
佐科维仍勇于实行有关禁止
出口原材料的政策。如果政
府不尝试的话，就不能知悉所
采取的步骤是否正确。

佐科维总统表示，看来禁
止镍矿出口的措施是正确的，
因为我国的出口价值会迅速
增升。他说：“我们停止出口
镍矿才是正确的措施，因我们
获悉从原先15万亿盾的收入
跃升为300万亿盾。如果我们
停止出口全部的天然资源，将
会发生什么？惊天动地的变
化！国内投资落实将持续剧
增，外国投资同样如此，游资
涌入我国也促使附加值格外
增升。随着停止出口数种原
材料的措施，诸如锂电池、电

动车、钠离子及半导体将在我
国生产，因为自从政府实施禁
止出口原材料的措施后，我国
已有上述原材料的储备量。”

佐科维强调称，有关禁止
出口原材料的措施并非意味
着我国是封闭的国家。他说：

“我在意大利举行的20国集

团大会中表示，印尼不是封闭
的国家，而是开放的国家，然
而不要在别人的地方继续生
产。半数的或全部的材料带
到印尼生产，我们是开放及欢
迎外国投资，而且投资家能与
我国国企和私企合作，或者外
国企业自己生产，但必须在印

尼设厂生产。”
佐科维指出，从我国出口

原材料可在出口目标国获得
14 倍至 20 倍的附加值。他
说：“此举对出口目标国家来
说，他们获得很大的利益，他
们不论从税收方面或就业机
会都获利。” （Ing）

【本报讯】佐科维总统提
醒称，高等学院须应对我国
高等教育在目前瞬息万变的
时代中所引发的影响。其中
是有关高等教育的学习课程
仅适用于短期的学习时间。

佐科维总统于3月11日在
中爪省梭罗市“3·11”大学
（UNS）出席46周年校庆时发表
演讲说：“我认为目前的学习纲
领可能仅适用于5年，随着时
代的快速变迁必须谨慎跟进。”

如悉，现时的许多学习
项目已运行长达 20 年至 30
年，却没有任何更新，佐科维

希望这些事项须备加关注。
他说：“很可能一种知识仅适
用于这学期，然而下学期已
不适用。这是由于时代的迅
速变化所致。”

另一方面，要取消在大
学的学习课程难于实行，要
制定新的学习项目也很难实
现。他说：“实际上如我所
知，上述责任已交代给国有
执法机构（BHMN）的高等学
院。请问大学院长，对吗？
原本已交由他们负责，所以
不要指责政府部门。”

佐科维提起高等学院的
学习中心经常出现上述情
况。他要求高等学院人士为
面临日益变化的时代，必须
更灵活地努力和认真工作。
因为在高等学院提供的教育
素质，对发展印尼人力资源
具有很重要的作用。

他说：“老旧的不加以取
消，新来的也能不成立。这一
切都是在为就备印尼人力资
源的环节中所面临的挑战。”

（Ing）

【本报讯】总统府办公厅
第 五 副 主 任 贾 莱 斯 瓦 里
（Jaleswari Pramodhawardani）
对示威行动中发生暴力事件
表示遗憾，这些示威活动想要
表 达 对 巴 布 亚 新 自 治 区
(DOB) 的拒绝。

周五（11/3），治安部队在
总统府建筑群附近遭到暴力
殴打，原定在内政部举行的这
次行动遭到破坏。

据报道，雅京中区警察局
长Ferikson Tampubolon中校被
一名示威者用石头击中受伤，警
察最终在国军协助下试图驱散
群众，并逮捕了袭警的肇事者。

贾莱斯瓦里在周五的新
闻稿中说，因为他们让群众有
机会表达愿望。他接着说，示
威者在周五祈祷时间对禁止
他们在国家宫一带举行示威
的执法人员使用暴力，极大地
损害了抒发民意的示威目的。

贾莱斯瓦里进一步解释
说，政府将在巴布亚省和西巴
布亚省实施的新自治区政策

是基于人民的愿望。这项政
策的实施是为了在一个面积
几乎是爪哇岛四倍的地区分
配开发和服务。

这样，原本只集中在巴
布亚省会和西巴布亚省的
人口和其他公共服务，以后
可以在新省的省会城市建
设和分布，不受时间、距离、
成本和交通困难的限制。
此外，基于愿望和习惯领土
的发展可以更容易地实现。

贾莱斯瓦里补充说，再
一次，请表达你的愿望，因为
这是一个民主国家。但所有
形式的暴力都不会被容忍，
并将面对法律程序。

除雅加达外，巴布亚多个
地点也发生了反对新自治区
的示威活动。根据消息，3月
8日，数百名巴布亚人民团结
的学生举行了反对扩大巴布

亚新自治区的示威活动。
数百名身着各种母校外

衣的学生举行了反对新自治
区的示威游行。示威活动在
多个地点进行，大批抗议者多
次高喊反对巴布亚新自治
区。据他们说，巴布亚人民还
没有繁荣。巴布亚拒绝 DOB
示威总协调员 Alfa Hisage 透
露，今天采取的行动纯粹是来
自巴布亚学生和人民的要求，
中央政府正在讨论拒绝 DOB。

Alfa 说，我们正在采取
的这一行动纯粹是来自巴
布亚的学生和人民，以拒绝
巴布亚的新自治区计划。

早在示威发生之前，巴布
亚人民议会（MRP）第一副主
席Yoel Luiz Mulait 开始表示，
巴布亚和西巴布亚省的划分
问题得到了当地社区的不同
反应。他还表示，这个问题有

可能引发社区之间的冲突。
Yoel 在今年 2 月 23 日在

线播放的新闻发布会上说，分
裂问题在巴布亚引发了各种反
应。如果继续推动分裂问题，
这有可能引发横向冲突。

此事源于中央政府计划
在巴布亚和西巴布亚扩大六
个省。不过，对于该政策的落
实，社会各界仍有不同意见。

（Irw)

【本报讯】88 反恐特遣
队证实，一位简名为SU的伊
斯兰祈祷团恐怖分子Sunar-
di在警方实施抓捕行动时因
拒捕而被击毙。

反恐特遣队行动援助科
负责人 Aswin Siregar 上校表
示，Sunardi 拒捕的方式是驾
驶汽车撞向警员和附近群
众的车辆。

然而社交媒体上流传着
这样的说法，Sunardi 已经中
风很长时间，目前使用拐杖
行走。因此，人们认为他在
被捕时难以抗拒。

Aswin 周 五（11/3）被 问
及此事时说，嫌疑犯并没有
与警察贴身搏斗，而是将他
的车辆撞向警察。

另一方面，国警公关主
任德迪（Dedi Prasetyo）少将
表示，执法现场的警察有判
断情况的自由裁量权，根据
2009 年第 1 号和第 8 号警
察局长条例 ，如果情况危
急，现场的警察可以采取行

动使嫌犯瘫痪，世界各地的
警察普遍这样做。他还说，
如果发现警察违规执法，宪
警将对当值的警察采取行
动。

国警公共关系局公共信
息 处 主 任 拉 马 丹（Ahmad
Ramadhan）准将解释说，SU
在即将被捕时舍命拒捕，驾
驶一辆汽车撞向反恐特遣
队警官和路过的车辆。

鉴于当时的情况已危及
警官和附近群众的生命安
全，反恐特遣队被迫开枪击
中了 SU 的上背部和右下臀
部。

一位网友于 2022 年 3
月 10 日在@DokterVall 帐户
中写道，事实是，已故的Su-
nardi 医生长期中风，需要用
拐杖才能行走，难道他就这
样被杀了吗？我们谴责你
们中的那些人，如果不是故
意杀死了一个为人类服务
的好医生，你们为什么保持
沉默？ （Irw）

警方抓捕伊斯兰祈祷团恐嫌
嫌犯因拒捕开车要撞警察而被击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