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佐科维总统向
中央政府各部门及地方官员
发出指示，必须努力改善中
小微型企业（UMKM）生态环
境。他希望持续简化营业许
可证，并扩大提供营业资金

的管道。
佐科维总统于3月28日

在雅加达国家宫主持合作社
及中小微型企业全国统筹大
会正式开幕仪式发表讲话说：

“营业许可证必须持续简化，

提供营业资本金的渠道也必
须加以扩大，加强创新及科技
化，我国中小微型产品必须越
来越有创意及吸引力。”

他也指示政府官员提高
我国人力资源及中小微型企
业人力资源的素质。通过提
供培训、引进产品技术及使
用数据科技的方式来实行。

政府也须为中小微型企
业编制单一的数据资料，这
是促使中小微型企业的发展
更加专注、定向及可持续
性。他说：“并引导合作社小
型营业更加先进及繁荣。”

佐科维表示，我们在疫
情时刻必须好好利用每一个
机会，以快速推动数字化转
型。促使许多中小微型企业

进入数字市场或更广泛的市
场，并使微型企业更快升
级。他希望我国的中小微型
企业成为我国或全球的一部
分供应链。他说：“我们不可
在大规模的数字贸易活动中
仅袖手旁观。我们必须让合
作社及中小微型企业生产的
国产品进入市场的各个部
分。”

在大流行病爆发期间，
共有1750万中小微型企业进
入数字化生态系统。佐科维
认为，该数量仍未足够并必
须持续提高。他希望2023年
能增至2400万家中小微型企
业，2024年增加至3000万家
中小微型企业。

佐科维意识到，要从上

游达到下游的目标就必须处
理许多工作。他认为，中小
微型企业的产品必须日益保
持良好的质量及具有竞争
力，将包装改进至品牌。

佐科维就此事签署了
2022 年 第 2 号 关 于 2021
年-2024 年全国创业发展的
总统决定书。通过该总统决
定书，他希望全国创业生态
系统能培养出越来越多具有
生产性、创意的及准备促使
中小微型企业在全球市场进
行竞争的年轻企业家。

他说：“这是我们要达
到的目标，如果大家埋头苦
干，拥有我们已决定达到的
共同愿望，我深信我们一定
会做到。” （Ing）

【本报讯】佐科维总统周
一（28/3）在雅加达独立宫接
待了来访的伊斯兰开发银行
行 长 贾 塞 尔（Mohammed Al
Jasser）及其代表团。

会谈期间，贾塞尔行长等
表达了对印尼担任G20轮值
主席国的支持。

贾塞尔在之后的一份声
明中说，我们为印尼担任G20
主席国感到自豪，尽管面临各
种挑战，我们仍在这里以各种
可能的方式提供支持。

在场陪同的财政部长穆
丽亚妮宣称，佐科维总统对贾
塞尔行长到访我国表示感
谢。佐科维还希望印度尼西
亚与伊斯兰开发银行的关系
能够更加牢固。

穆丽亚妮说，这是贾塞尔
作为伊斯兰开发银行行长首
次访问我国，他也希望印度尼
西亚与伊斯兰开发银行之间

建立更密切和更牢固的关系。
此外，穆丽亚妮说，两人

还讨论了在我国的一些优先
发展项目中加强合作。并在
双方合作的框架内制定了许
多涵盖各个领域的发展重点。

穆丽亚妮解释说，首先在
教育问题上，伊斯兰开发银行
为我国大学校园的发展提供
了很多支持。同样在卫生部
门，在这次大流行病期间，伊
斯兰开发银行还支持疫苗的
采购以及应对大流行病。

此外，还讨论了基础设
施部门及其他发展的优先事
项，包括新的可再生能源或
可持续金融，这是一个巨大
的挑战。

穆丽亚妮接着说，佐科维
总统传达了印度尼西亚的可
再生能源潜力和非常重要的
气候变化问题，伊斯兰开发银
行也将其视为优先事项。

此外，根据二十国集团
（G20）议程讨论的另一个问
题是数字技术，这也被伊斯兰
开发银行行长视为优先事项。

在此背景下，贾塞尔行长
访问了包括印尼医协教育和
研究学院（IMERI）在内的各
种项目，以了解可以与伊斯兰
开发银行其他成员国共享的
潜在研究。

陪同总统出席会议的还
有内阁秘书普拉莫诺·阿侬和
朝觐金融管理机构（BPKH）
负责人Anggito Abimanyu等。

（Ir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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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定2024年三千万中小微业进入数字市场

总统接见伊开发银行行长
双方致力更密切和更牢固的合作关系

卫长将协助调解医协和特拉万
希望各相关方良好沟通寻求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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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卫生部长古纳
迪表示，卫生部正在观察前卫
生部长特拉万与印尼医协
（IDI）之间关于医学伦理名誉
委员会（MKEK）建议将特拉
万开除出印尼医协的动态。

古纳迪表示，卫生部将开
始协助印尼医协和特拉万之
间的调解进程。

古纳迪在周一（28/3）的
虚拟新闻发布会上说，卫生部
将启动并协助 IDI 与其成员
之间的调解过程，以便进行良
好的沟通，从而建立有利的局
面。

古纳迪说，卫生部也理解
公司章程细则 (AD/ART) 以

及 2004 年第 29 号法律赋予
印尼医协可以为其成员提供
指导和监督的授权。

因此，古纳迪希望印尼医
协与其所有成员之间能够建
立良好的讨论与沟通。他说，
因为我们真的需要所有的力
量和思想来共同寻找解决方
案，以便解决这一流行病，我
真的希望印尼医生协会与其
所有成员之间能够建立良好
的讨论和沟通关系。

此前有消息称，MKEK

特别会议决定永久免去前卫
生部长特拉万在印尼医协的
职务。

该决定于周五（25/3）在
亚齐省班达亚齐市举行的第
31 届印尼医协大会上宣读。

此前，印尼医协主席拉赫
曼（Safrizal Rahman）表示，将
特拉万开除出印尼医协会员
资格的建议是对前任管理层
业绩评估的结果。

拉赫曼周六（26/3）被媒
体问及此事时说，解雇特拉万

医生的建议不是亚齐大会上
的新建议，但在上届大会上讨
论了很长时间。

拉赫曼解释说，解雇特拉
万是三年前在三马林达大会
上提出的建议。然而，之前的
印尼医协管理层并未执行该
建议。

拉赫曼不愿解释 MKEK
建议将前卫生部长从印尼医
协永久解雇的考虑因素，他
说，如果你想了解这一点，请
要求印尼医协总主席作出解
释。 （Irw）

【本报讯】警察88反恐特
遣队行动援助单位主任阿斯
温（Aswin Siregar）上校说明
称，苏西省所谓印尼伊斯兰国
（NII）团伙共 16 名恐嫌被警
方逮捕。

阿斯温表示，上述 16 名
恐嫌至少实行了6次恐怖行
动。首先，他们要以伊斯兰教
法来纂改建国五项原则（潘查
西拉/Pancasila）的理念。他

说：“第二，如果印尼统一共和
国正在出现混乱的时期，他们
计划推翻合法的政府。”

他也称，第三，上述恐嫌
在现场进行各项军事训练活
动，并且是定期训练。第四，
上述恐嫌正在计划准备如武

器之类的后勤工作。
阿斯温揭发称，上述印尼

伊斯兰国的成员已在苏西省
大量招募成员。他说：“未成
年的儿童也不放过。”最后，88
反恐特遣队扣留了恐嫌以揭
发全国部分地区的印尼伊斯

兰国组织网。
他说：“这些恐嫌与雅加

达、西爪省及巴厘地区的恐怖
组织保持联系。如悉，上述
16名恐嫌是在3月25日逮捕
的恐嫌。”

据了解，警方分别在苏
西省德哈马斯拉雅（Dhamas-
raya）县区逮捕 12 恐嫌及在
丹那达靼（Tanah Datar）县区
逮住 4恐嫌。 （Ing）

反恐队在苏西省逮捕16恐嫌
要纂改潘查西拉要推翻政府要成立伊斯兰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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