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佐科维总统
周五（25/3）在巴厘岛发表并
以虚拟方式播出的意为“印
尼制造——自豪宣言”的讲
话时提到了内阁改组。

佐科维总统的表态引发
了在场的部长们的反应。
最初，佐科维表达了他对国
企部长埃里克的不满，因为
仍有一些国企的总经理大
量使用进口产品来运行他
们的项目。因此，他要求更
换国企总经理。

之后，佐科维提到了仍
然消耗大量进口产品的其

他部门，并开玩笑的说，改
组内阁是我的职责。

改组一词立即得到在场
的地方领导人和部长的掌
声和笑声。然而，感到自己
被“点名”的一些部长和官
员却在口罩下微露尴尬的
笑容。

国企部长埃里克双臂交
叉在胸前，尽管带着口罩，
但看来似乎在微笑。

经济统筹部长艾朗卡似
乎也在微笑，但他立即低头
在已经打开的笔记本上写
了两行字。

政治、法律和安全事务
统筹部长马福似乎在聆听
佐科维总统的讲话，但当他
的眼光与佐科维对视时，脸
色看起来很严肃。

众所周知，省长和部长
们出席了“为印尼产品感到
骄傲”的上述活动。

另一方面，内阁改组的
消息在 3 月初重新浮出水
面，根据多位政界人士提供

的信息，佐科维总统将于 3
月底改组内阁。

但根据罗盘网透露来自
政府内部的消息，目前还没
有改组内阁的时间表。

此前，国务秘书处专员
Faldo Maldini 周 日（20/3）回
应了再次成为热议的内阁
改组问题。据他说，政治八
卦总是出现在 Pon（爪哇人
信仰）的星期三之前。

根据以往的经验，佐科
维总统经常在周三下午宣
布 内 阁 改 组 。 Faldo 继 续
说，目前内阁团队的工作已
经获得极大的公众满意度，
证明我们已经走在正确的
道路上。

他补充说，未来的工作
会越来越多，所以需要的
内阁团队必须是合格的、
扎实的。 （Ir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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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醒高官们在项目运行中采用本国产品

联大通过乌克兰人道问题决议
我国支持通过对谈缓解冲突解决人道问题

总统促各部门和地方使用国产品
地方政府若不热心使用国货将缩减拨款

总统视察GWK文化公园
33 月月 2525 日日，，佐科维总统在多位部长陪同下视察巴厘省巴通县佐科维总统在多位部长陪同下视察巴厘省巴通县

（（BadungBadung））将作为将作为GG2020峰会现场的峰会现场的Wisnu Kencana (GWK)Wisnu Kencana (GWK)文化公园文化公园。。

33 月月 2525 日日，，我国司法与人权部长雅松纳我国司法与人权部长雅松纳（（右右））在雅加达接见了在雅加达接见了
菲律宾司法部长盖瓦拉菲律宾司法部长盖瓦拉（（Menardo GuevarraMenardo Guevarra）。）。雅松纳在讲话中雅松纳在讲话中
表示表示，，印尼政府有责任保护旅居海外侨民的利益印尼政府有责任保护旅居海外侨民的利益。。

司法人权部长接见菲律宾司法部长司法人权部长接见菲律宾司法部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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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我国代表于 3
月 24 日（当地时间）参加联
合国召开的特别紧急大会，
同时也就支持关于乌克兰人
道主义局势所作出的决议。

我国常驻纽约联合国大
使阿尔玛纳达·纳西尔（Ar-
rmanatha Nasir）于 3 月 25 日
通过线上方式表示，上述题
为“侵略乌克兰的人道主义
后果”的决议获得投票通过，
并获得包括印尼在内的 140
个国家或地区的支持。

他说：“通过这次决议，
联合国大会会员国表达了他
们的关切和忧虑，并鼓励立
即采取行动，以解决乌克兰

及其周遭国家的人道主义问
题。”

纳西尔称，上述决议是
与乌克兰、法国、墨西哥及多
个国家共同制定的。我国参
与了讨论决议，并提供了各
种具有建设性的意见。他
说：“提供意见为确定促使冲
突尽快降级，保证获得人道
主义援助、保障平民的疏散
及安全的通道，并推动谈判
及对话以解决冲突。”

他表示，我国确定国际
民众立即解决乌克兰日益恶
化的局势。我国也坚持呼吁
立即停止战争，解决人道主
义问题，以及推动乌克兰各
方进行对谈和谈判。

纳西尔指出，我国向具
有关键性的国家以双边方
式持续传达上述观点。因
为如果乌克兰的局势长期
持续的话，不仅在欧洲引发
负面影响，而且将波及全世
界各个国家。

他说：“目前我们已从粮
食及能源价格看到其负面影
响。因此我国将持续鼓励联
合国能终止乌克兰战争。”

（Ing）

【本报讯】佐科维总统
声称，如果地方政府不承诺
使用国内产品，他将削减有
关 地 区 的 特 别 拨 款 基 金
（DAK）及保留或暂不发普
通拨款基金（DAU）。他希
望政府各部门监督地方政
府的交易事项。

佐科维总统于3月25日
在巴厘通过线上主持“为印
尼产品感到骄傲”的活动。
他在讲话中说：“我希望能确
保这项政策及时实施。我认
为在每个地区组建使用国产
品的组合是有好处的。”

他继续说：“财长及金融
和建设监督机构（BPKP）会
严格监控此事，国产品的交
易数额究竟有多少？然后向
我作日常报告。如果有的地

方政府不积极使用国产品就
须削减其特别拨款基金，大
家是否同意？”

当佐科维发现有的地方
首长及部长缺乏热心使用国产
品，那么就须保留或暂不发放
普通拨款基金。他强调说：“看
来都吓倒了吧，我们确实以后
对那些不遵守上述规则的地方
政府采取削减及不发放拨款基
金的措施，请谨慎行事。”

佐科维也质问部长们及
诸地方首长，因为他认为他
们的进口品开支比国产品的
消费更高。他就此事感到懊
恼，因为政府部门及地方政

府动用源自国家预算案的开
支，多数都是供购买进口产
品用。他说：“这一切都是我
们自己的钱，我们自己的国
家预算案，又是人民的钱，为
何供采购进口商品。这是这
么啦？”

佐科维表达上述恼怒的
情绪获得在场出席的官员们
的热烈掌声。他立即提醒称，
没有达到国产品消费目标的
地方首长或部长，将公开及公
布他们的身份。他说：“刚才
鼓掌的人如果货物没有列入
电子目录内，又没达到国产品
消费目标，我将公布他们的身

份。大家同意吗？”
在场出席的官员们立即

齐声说同意。佐科维强调
称，上述提醒并非开玩笑。
现在政府部门或地方政府的
一切物品和服务消费动向都
能公开实行监控。 （Ing）

【本报讯】佐科维总统
说，他最近接到了世界多位
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的电
话。世界领导人抱怨由于新
冠病毒大流行和俄乌战争导
致不确定的世界状况。

佐科维周五（25/3）在巴
厘岛举行并以虚拟方式播出
的印尼产品肯定会上发表简
报时说，昨天法国马克龙总统
打来电话、中国习近平主席打
过电话、之前加拿大总理特鲁
多打过电话，早些时候德国总
理奥拉夫·舒尔茨也打来电
话。他们都对解决我们共同
遇到的问题感到困惑。

佐科维随后解释说，目

前所有国家都在经历经济困
难，流行病和战争的影响，使
国家政策中的预测已经无法
用确切的数字来计算。

除此之外，另一个影响
是能源稀缺导致世界原油价
格上涨。佐科维说，让我们
看看涨幅，以前每桶只有 50
至 60 美元，现在是每桶 118
美元，涨了一倍。

佐科维说，想象一下，
我们的燃油价格在三个月
内 只 增 加 了 10% ，而 那 些

不实行补贴的国家，他们
的燃油价格翻了一番，意
味着涨价 100%。

除石油外，天然气和食
品价格也有所上涨。此外，
集装箱稀缺也导致价格上
涨了五到六倍。

另一方面，佐科维要求
所有地方领导人和国企总
经理了解世界通货膨胀的
发展状况。

他提醒说，我国控制当
前通货膨胀率的能力不一

定会永远持续下去。
佐科维也在发表简报时

说，要小心，我们现在可以控
制 2.2% 的通胀率。

美国通货膨胀率通常不
超过 1%，现在是 7.5%。所
有国家的通胀率都在上涨，
土耳其甚至上涨了近 50%，
必须了解并能够找到如何
控制它的出路。

佐科维认为，降低通货
膨胀最简单的方法是利用国
家收支预算（APBN）、地区收
支预算（APBD）和国企预算
来刺激国家经济的增长。诀
窍是要有购买印度尼西亚制
造的商品的欲望。 （Irw）

总统称各国探讨应对通货膨胀
要求地方政府和国企等努力控制通胀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