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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会议员要求卢虎撤回投诉
避免官员与公众存在分歧和争执

宣称世界面临可怕的气候变化问题

普安主持IPU大会首次会议
冀各国议会对克服全球问题达成共识

3 月 20 日，佐科维总统在国会议长普安陪同下，于巴厘努沙杜亚
接见了韩国国会议长朴炳锡及其代表团成员。韩国朴炳锡议长访问
我国的主要目的是参加当天召开的第 144 届议会联盟（IPU）大会。

佐科维总统接见韩国朴炳锡议长

反恐特遣队主任出席第三委员会工作会议
3 月 21 日，反恐特遣队主任 Marthinus Hukom 少将（左）出席

在雅加达国会大厦举办的第三委员会工作会议。图为他在会后
与第三委员会议员 Jacki Uly 交谈的镜头。

【本报讯】佐科维总统
于 3 月 20 日（星期日）在巴
厘省巴通县(Badung)的巴厘
国际会议中心主持第144届
各国议会联盟（IPU）会议开
幕礼。

佐科维总统指出，国际

社会近来面临的各种挑战，
其 中 之 一 是 气 候 变 化 问
题。我们不要忘记，如果我
们不敢动员议会和政府去
制订政策，即有关气候变化
的政策，我们将面临一件可
怕的局面。

佐科威表示，采取行动
防 止 气 候 变 化 是 那 么 困
难。例如，从化石能源转
换到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
的过程。在全球层面上经
常进行关于气候变化的会
议，但是我们没有看到真
正的实际行动。 从煤炭能
源转换到可再生能源，看

来似乎很容易，但在实践
中，在实地上存在一些困
难。

经常出现这种困难，特
别是在发展中国家。因此，
世界需要采取行动动员气
候变化，在新能源和可再生
能源框架内进行投资以及
能源转移。如果没有实际

行动，那就开始行动吧！我
对气候变化的行动感到悲
观，其实，我们真的可以预
防的。我真的很感激如果
议会联盟成员国可以与政
府一起动员起来，以便做出
决定，一个真实和具体的行
动，以便可以在实地实施起
来。 （亮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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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国会议长普
安·马哈拉妮周一（21/3）在
巴厘岛举行的第 144 届议
会联盟（IPU）大会和相关会
议的第二天，为委员会第一
次会议主持开幕。

值此之际，普安希望各
国议会联盟代表能够达成
共识，以克服包括新冠病毒
大流行在内的各种全球性
问题。

此外，她还强调了各国
议会之间外交的重要性。
原因是，通过良好的外交，
国家之间的分歧也可以得
到很好的解决。

普安说，我们今天的会
议是在一个非常重要的时
刻召开的，在这个时刻，世

界正面临着相当复杂的全
球挑战。

普安提到的全球挑战
是国家之间的冲突、长期流
行病和气候变化的影响。
其中蕴含乌克兰冲突、巴勒
斯坦独立和缅甸的民主。
在这种情况下，她希望各国
议会联盟成员能够确保决
策过程顺利进行，并产生强
有力的结果。

她解释说，为了取得实
际成果，我们希望代表团能
够寻求共识，并在全球共同
关注的问题上达成共识。

不仅如此，议会联盟理
事会讨论的一个重要话题是
俄罗斯和乌克兰之间的冲
突。议会联盟主席杜阿尔

特·帕切科表示，在俄罗斯入
侵乌克兰之前，他已经与两
国议会进行了对话。其目的
是避免战争，从而使公民社
会不会受到冲突的影响。

帕切科说，外交是拯救
公民的唯一途径。入侵之
后，我们发表了更强有力的
声明。议会联盟将努力成为
对话的桥梁，最重要的是，现
在必须停止战争，这是议会
联盟的坚定立场。

会上，还对各国议会联
盟 秘 书 长 马 尔 丁（Martin
Chungong）在国际议会论坛
上取得的各项成果进行了说
明。成就之一是性别平等和
尊重妇女权利。

马尔丁也不忘对普安表

示赞赏，赞扬她是为世界男
女平等奋斗的象征。他说，
就像印度尼西亚妇女、议会
主席普安夫人一样。她是
世界上 26.1% 的女议员之
一 。

在 第 144 届 议 会 联 盟
理事会会议结束时，普安对
议会联盟赋予东道国议会
的授权表示赞赏和感谢。
此外，她还受命领导第 144
届议会联盟大会。

普安补充说，在寻找解
决方案以克服当前世界面
临的各种共同挑战时，可以
集体完成。

普安请求所有代表提
供支持，使第 144 届议会联
盟的实施能够为国际社会
做出更大的贡献。她说，在
所有代表的支持下，我们将
使第144届议会联盟大会取
得圆满成功。 （Irw）

【本报讯】来自民族民主
党（Nasdem）派系的国会第三
委员会议员陶菲克（Taufik
Basari）要求海事与投资统筹
部长卢虎撤回对Kontras协调
员法蒂亚（Fatia Maulidiayati）
和哈里斯（Haris Azhar）涉嫌
诽谤案的投诉。

他认为，这一投诉可能让
人们发现政府官员与公众之
间存在分歧和争执。

陶菲克在周一（21/3）的
声明中说，尽管借口是个人问
题，但很难避免公众认为，这
起案件实际上是统治者与争
取知情权的人民发生争执。

陶菲克说，如果卢虎作为
投诉方愿意撤销他的举报，那
就更明智了。另一方面，他建
议卢虎使用其他媒介为自己
辩护或提供解释。

陶菲克说明，这个案例始
于法蒂亚和哈里斯在一项题

为“巴布亚军事安置的经济和
政治：英丹查雅（Intan Jaya）案
例”的研究中的解释。

该研究由一些法律援助
机构和环保组织发起。陶菲
克说，受害方可以通过反驳声
明，或在必要时通过类似研究
行使澄清权利。

另一方面，法蒂亚和哈里
斯可以通过同一渠道提出反
对意见。因此，这位民族民主
党政治家认为，此案不应通过
刑事程序解决，还有其他渠道
可以解决。

为此，陶菲克提出了作为
解决卢虎投诉法蒂亚-哈里
斯案的两种方式。其一是投
诉人撤销举报，其次是警察鼓
励通过恢复性司法和平解决。

他希望警方考虑及检讨
有关建议，以维持民主和公众
对公平执法的信任。

此前，卢虎及其律师团根
据哈里斯和法蒂亚在YT频道
上的谈话进行举报，两人在
YT频道中声称卢虎参与巴布
亚英丹查雅采矿区的业务。

在报警之前，卢虎曾多次
向哈里斯和法蒂亚发出传票。
卢虎把传票张贴在哈里斯的
YT帐户上，并要求他道歉。

据法蒂亚的律师朱利叶
斯说，她的委托人已经回复了
卢虎发出的两份传票。（Irw）

【本报讯】宪法法院院长
安瓦尔·乌斯曼（Anwar Us-
man）将与佐科维总统胞妹
伊 妲 雅 蒂（Idayati）缔 结 连
理。担任梭罗市长的总统长
子吉布兰（Gibran Rakabum-
ing Raka）于3月 21日在梭罗
证实了此事。

当记者询及有关佐科维
总统的准妹夫时，吉布兰也
证实了即将成为其“姑丈”的
是当今宪法法院院长乌斯

曼。他说：“已经知道了吧。”
据了解，伊妲雅蒂的夫

婿 哈 里（Hari Mulyono）于
2018年9月24日在雅加达陆
军医院（RSPAD）病逝。至于
乌斯曼的妻子苏哈妲（Suha-
da Ahmad Sidik）则在 2021 年
2月26日因心脏病逝世。

据悉，作为伊妲雅蒂兄
长的佐科维代表家属的名
义于 3 月 12 日，答应了乌斯
曼的正式求亲。婚宴计划
于今年 5 月 26 日在梭罗举
行。然后 5 月 28 日在乌斯
曼的家乡松巴哇（Sumbawa）
再举行婚宴。 （Ing）

宪法法院院长乌斯曼
将与总统胞妹伊妲雅蒂缔结连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