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国会议长普
安·马哈拉妮在各国议会联
盟（IPU）第144届大会一般性
辩论中表示，新西兰关于解
决俄罗斯-乌克兰冲突作为
紧急情况的提议符合我国倡
导的和平精神。

周一（21/3）在巴厘岛努
沙杜瓦国际会议中心（BICC）
举行的各国议会联盟代表投
票中，来自新西兰的紧急项
目提案获得了最多票数。

普安解释说，印度尼西亚
也提交了类似紧急项目的提
案。但新西兰的提案得到了
议会联盟代表团的更多投票。

她在周二（22/3）发出的
一份书面声明中说，原则上，
这与投票的输赢无关。这两
个紧急项目提出了和平文
化、尊重国际法、领土完整和
人道主义方面的原则，符合
印度尼西亚所承载的精神。

在这个紧急项目提案
中，印度尼西亚试图通过中
间立场提供替代方案。印
度尼西亚提醒世界，议会联
盟建立在议会对话和外交
的基础之上。

因此，普安说，必须优
先考虑以涉及议会的外交
方式处理冲突。她解释说，
人道主义方面也是重点之
一。冲突管理必须优先考
虑公民社会的安全，尤其是
妇女和儿童的安全。

与此同时，新西兰紧急
项目提案的叙述是先前提交
的两个提案的组合。新西兰
代表团在其论点中表示，该
提案采纳了印度尼西亚提出
的几点意见。

在分发给第 144 届议会
联盟大会代表的案文中，与
印度尼西亚的提案有几处相
似之处，尤其是在人道主义
走廊和处理因战争造成的难
民的其他方面。

在传达各国意见的机
会中，南非代表团支持印度
尼西亚，并认为印度尼西亚
的提议更容易在议会中得
到落实。

据他介绍，在这种情况
下，议会联盟必须最大限度
地发挥其作为调解和议会间
对话手段的作用。

需要注意的是，新西兰

的提案草案原则上想要一条
类似于印度尼西亚提出的对
话路径。但他对俄罗斯的批
评更为严厉。

印度尼西亚的提议并未
表明对任何一方的批评。普
安说，印度尼西亚的提议为
IPU的审判带来了动力。

这位斗争民主党政治家
接着说，第 144 届大会的主
要内容是双方都可以接受
的永久和平。

要知道，紧急项目被认
为是紧急且非常重要的提议
的新议程，将在各国议会联
盟会议上讨论，但未列在先
前设定的议程中。

普安说，议会联盟第144
届大会是在俄罗斯和乌克兰
之间的冲突局势中举行的，
因此所有提议的紧急项目都
与乌克兰战争有关，表决后，
通过的紧急项目草案将提交
给起草委员会讨论。

起草委员会的任务是制
定解决俄罗斯-乌克兰冲突
的决议，并对其进行实质性
和语言上的审查。

此前，乌克兰还提交了一
个紧急项目，以便议会联盟会
议发表谴责俄罗斯的决议。
然而，乌克兰女议员局主席L
Vasylenko通过视频撤回了提
案，并要求议会联盟代表团支
持新西兰的提案。 （Irw）

【本报讯】佐科维总统表
示，民众不应成为当前全球
局势不确定性的受害者。

佐科维总统周二（22/3）
在茂物宫举行的 CNBC 2022
年经济展望会中发表演讲时
提醒说，必须慎重应对经济
危机、通货膨胀、俄乌战争等
影响世界形势的发展。他强

调说，民众绝不能成为这种
全球不确定性的受害者。

佐科维接着说，尚未消
除的新冠病毒大流行对社区
来说也是一个挑战。此外，
目前世界经济仍未完全复
苏。在全球许多国家都出现
能源稀缺、粮食稀缺、集装箱
稀缺和高通胀。

佐科维还说，虽然世界
经济开始复苏，但乌克兰和
俄罗斯在 2022 年 2 月发生
了战争，这一场让所有国家
都不知所措的战争将加深世
界经济危机，并加剧世界政
治紧张局势。

战争引发了大宗商品价
格的上涨，例如油价上涨、天

然气价格上涨、化肥原材料
价格上涨、小麦价格上涨。
这加剧了通货膨胀，对包括
印尼在内的许多国家都是一
个挑战。我们必须非常谨慎
地应对这些挑战。

佐科维补充说，这需要
政府和企业界之间的合作，
需要快速制定准确的政策
以及有效的实施。因此，佐
科维强调必须继续增加创
造就业机会的投资。此外，
必须继续追求包容和公平
的经济增长。

另一方面，佐科维表示，
印度尼西亚从2022年开始时
有了更好的基础。首先，我们
是其中一个成功应对大流行
病的国家。我们已能控制新
冠病毒的传播。他解释说，我
们的经济在 2020-2021 年期
间持续发展，从未停止。原因
之一是因为我们从未封锁，这
使得在 2022 年加速经济发展

变得更加容易。
其次，我国启动了结构

性改革，即颁布《创造就业
法》、简化投资和官僚机构改
革。据佐科维说，两者都是
重要的基础，其结果将于
2022 年开始显现。

第三，2021 年下游产业
也有大动作，原材料出口已
经停止，政府正在推动国内
下游产业转型。

佐科维说，下游产量会
逐步上升，这将继续推动经
济增长，并在国内创造就业
机会。

第四是数字经济作为新
经济基础，从去年开始也比
较牢固。此外，我国已经有
十角兽和独角兽，其数量还
在继续增长。

佐科维补充说，这证明
我们的数字基础设施正在
扩展，数字生态系统也更加
有利。 （Ir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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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让民众成为经济危机和战争等受害者

IPU为解决俄乌冲突表决提案
新西兰获最多票普安：符合我国和平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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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统强调民众不能成为总统强调民众不能成为
全球不确定性受害者全球不确定性受害者

佐科维总统周佐科维总统周
二二（（2222//33））在在 CNBCCNBC
20222022 年 经 济 展 望年 经 济 展 望
会上发表演讲称会上发表演讲称，，
必须慎重应对全球必须慎重应对全球
不确定性不确定性，，不能让不能让
民众成为经济危机民众成为经济危机
和战争等受害者和战争等受害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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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海事与投资统
筹 部 长 卢 虎（Luhut Binsar
Panjaitan）于3月21日在新加
坡进行官方访问时，向新加
坡总理李显龙兜揽有关在新
国都努山达拉的投资机会。

卢虎在举行会谈时，也
向新加坡国务资政兼国家
安全统筹部长张志贤转达
了上述事项。

卢虎认为倘若新加坡参
与投资新国都建设，将对印新
两国都有利，因为该投资事宜
将提高两国的资源。关于新
国都的建设，卢虎确定了李显
龙总理的提问，即佐科维总统
曾在努山达拉——这个我国
未来的新国都住宿。

卢虎也强调，新国都的
建设并非至2024年的短期建
设纲领，然而是分阶段实行

的，建设工程将延续至我国
宣 布 独 立 100 周 年 的 2045
年。他表示，从最初阶段直
至2024年的阶段，我国将作
为建设基础设施的需求阶
段。然后尽可能引进外国投
资进行全面建设城市。

他说：“我们当然希望
在未来新加坡会参与如同
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和中国
等投资新国都建设项目。”

除了讨论新国都建设之
外，卢虎也讨论有关新加坡
开发分布在我国多个地区
的粮食庄园或粮仓。

卢虎也与新加坡官员讨
论持续性预测天气变化的合
作关系。他解释称，我国与
新加坡一致同意开展环保清
洁科技研究，以及在陆地、海
洋开展与多个生态系统管理

相关的试点项目。
同时已商定的四项开

发项目，包括碳排放的定价
及市场、基于自然生态系
统、清洁科技和绿化及混合
金融等解决方案。

卢虎说：“我提议成立工
作组，深入开发供电动车使
用的锂电池，以及研究发展
粮食庄园。我国拥有大量的
上述资源，同时新加坡拥有
研发能力和财政实力。”

（Ing）

卢虎与狮城国务资政张志贤会谈
讨论气候变化并邀请参与新国都投资建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