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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京及附近区轻铁或八一七启动
卢虎视察宣称将为我国独立纪念日献礼

印马两国签署安置和保护移工备忘录印马两国签署安置和保护移工备忘录
44 月月 11 日日，，我国佐科维总统与马来我国佐科维总统与马来

西亚总理雅谷共同主持印马双边会西亚总理雅谷共同主持印马双边会
议议。。会后又共同见证关于安置和保护会后又共同见证关于安置和保护
印尼移工备忘录签署仪式印尼移工备忘录签署仪式。。

签署在大马安置和保护印尼移工备忘录
在独立宫会见大马总理在独立宫会见大马总理总统总统总统总统总统总统总统总统总统总统总统总统总统总统总统总统总统总统总统总统总统总统总统总统总统总统总统总统总统总统总统总统总统总统总统总统总统总统总统总统总统总统总统总统总统总统总统总统总统总统总统总统总统总统总统总统总统总统总统总统总统总统总统总统总统总统总统总统总统总统总统总统总统总统总统总统总统总统总统总统总统总统总统总统总统总统总统总统总统总统总统总统总统

【本报讯】佐科维总统
说，他和马来西亚总理雅谷
（Datu' Sri Ismail Sabri Ya-
koob）周五（1/4）在独立宫举
行的会议上讨论了海上和
陆地边界。

佐科维总统在之后的新
闻声明中说，我们在这次会
议上再次讨论的另一件事
是完成海上和陆地边界谈
判的重要性。随着两国边
界的开放，是时候加强这些
谈判了。除了讨论边界问
题外，两位领导人还见证双
方签署了关于在马来西亚

安置和保护印尼移民工人
（PMI）的谅解备忘录。

该谅解备忘录由我国劳
工部长伊达（Ida Fauziah）和
马来西亚人力资源部长 M
Saravanan在独立宫签署。

佐科维强调说，谅解备
忘录不应停留在纸面上。
今天有马来西亚雅谷总理
出席，我相信这份谅解备忘
录可以得到妥善实施。我
不希望这份谅解备忘录仅
仅停留在纸面上，各方必须
很好地履行这份谅解备忘
录。

佐科维接着说，这份谅
解备忘录将规范采用单一
渠道来安排印尼劳工的安
置、监控和遣返过程。

佐科维希望所有我国劳
工都能得到适当的安排。
我国劳工为马来西亚的经
济发展做出了很大贡献，他
们从两个国家获得最大的
权利和保护是很自然的。

他补充说，我也希望在
其他领域继续开展类似的
合作，包括种植业、农业、制

造业和服务业。此外，我们
仍然看到人口走私猖獗，因
此我们同意开始讨论在处
理人口走私方面的合作，包
括执法合作。

较早时，马来西亚总理
雅谷和随行人员于周五（1/
4）10 点 55 分左右抵达独立
宫，并立即受到佐科维总统
的欢迎。贵宾随后被邀请
进入独立宫的证书室。

当天的访问是雅谷总理
第二次访问印度尼西亚，随

行人员有人力资源部长 M
Saravanan、通讯及多媒体部
长 Annuar Haji Musa、乡村发
展部长 Manzir、外交部副部
长 Kamarudin Jaffar 和国会议
员 Haji Tajudin bin Abdul
Rohman。

与此同时，与会的我国
官员有外交部长蕾特诺、司
法人权部长雅松纳、劳工部
长伊达、内阁秘书普拉莫
诺·阿侬和印尼驻马来西亚
大使赫莫诺。 （Hermono）

【本报讯】海事与投资部
长卢虎（Luhut Binsar Panjai-
tan）视察经过雅加达、茂物、
德博、勿加西（Jabodebek）路
程的轻轨铁路（LRT）车站，
以确定该运输项目能在今年
8 月 17 日庆祝我国独立 77
周年纪念日同时启动。

卢虎于4月1日在勿加西
东区说：“我们希望8月17日
开始启动轻铁列车的日子成
为我国独立纪念日的礼物，我
们将进行初期启动仪式。”

在这次视察活动中，陪
同卢虎的有交通部长苏马迪

（Budi KaryaSumadi）、国企部
副部长卡迪卡（Kartika Wir-
joatmodjo）、财政部及参与上
述轻铁列车建设项目的国
企，如印尼铁道公司、Adhi-
Karya 公 司 、INKA 公 司 及
LEN公司的代表们。

卢虎认为，雅京及周遭
地区轻铁建设项目顺利进
行，虽然轻铁列车曾在试运
行时发生碰撞事件。他说：

“不久前的试运发生了小事
件，然而我们已发现了原因，
我认为这是正常的事，如今
软件已完善，我们刚才试车
时已能运行。”

卢虎确保目前没有任何
问题和障碍，在建设项目方
面不论是资金、科技或建筑
物都没有问题。他说：“我曾
看到的是，以往最艰难处理
的是征地的工作，不知化费
了几年的时间，如今感谢真
主终于解决了。”

卢虎称，雅京及附近地
区轻铁将于今年 9 月全面
运作。 （Ing）

【本报讯】国务秘书处专
员法尔托（Faldo Maldini）声
称，关于批准印尼共产党后
代可以参加国军选拔之事，
人们无须大惊小怪。他认
为，这种具体措施具有社会
公正的意义。

法尔托于 4 月 1 日通过
书面方式表示：“国军总司
令已很清楚说明。他深信
上述决定是为实现社会的
公正。所以不必大惊小怪，
更遑论节外生枝。我们都

是站在红白旗下的公民。
我们必须努力保持团结统
一，国军总司令的做法就是
其中一种方式。”

法尔托称，国军总司令
安迪卡（Andika Perkasa）将军
肯定有自己的想法。他也自
承，肯定会出现赞同或不赞
同上述措施。他说：“我们希

望大家互相尊重。我认为国
军总司令的看法或观点毫无
错误。然而，如有不赞同的
看法也是平常的事。”

在此前，国军总司令安迪
卡将军允许印尼共产党后代
参加国军选拔。他撤销了这
一向以来不选拔印尼共产党
后代的规定。当时安迪卡说：

“受到1966年 25号人协决定
书禁止的是印尼共产党，而这
些禁党后代违反了哪一条人
协决定书 ？他们违反了什么
法律依据？”。 （Ing）

国务秘书处确认安迪卡的决定
伸张社会公正 不必大惊小怪毋庸节外生枝

【本报讯】印尼医协（IDI）
执 委 会 当 选 主 席 史 拉 默
（Slamet Budiarto）说，到目前
为止，医生执业许可证（SIP）
仍由政府颁发，印尼医协仅
提供与医生执照相关的建
议。他说，这项规定包含在
关于医疗实践的 2004 年第
29 号法令中。

史拉默是在回应司法人
权部长雅松纳的提议时转达
了这一点。他希望医生的执
照成为国家管辖的领域，而
不是印尼医协。

史拉默周五（1/4）通过短
信对媒体说，直到今天，颁发执
业许可证（SIP）的仍然是政
府。在2004年第29号法令中
规定，获得医生执照的条件是

医生必须拥有注册证书 (STR)、
执业地点和专业组织的推荐。

司法人权部长雅松纳昨
天建议，医生的执业执照应该
是国家管辖的领域，而不是印
尼医协。雅松纳表示，他之所
以提出这一提议，是因为印尼
医协决定将前卫生部长特拉万
开除出印尼医协。

雅松纳周四（31/3）在雅加
达议会大楼说，在印尼医协作
出决定之后，我认为有必要让
执业许可证成为国家管辖的领
域，而不是给予专业组织。他
认为，印尼医协作为一个医疗

专业组织，应该专注于加强和
提高印尼医生的素质。

此外，他指出大量国人选
择到新加坡或马来西亚治病，
造成数万亿盾外汇流向邻国。
例如北苏门答腊人们更喜欢去
槟城治疗，而雅加达人更喜欢
去新加坡，是吧。

据雅松纳说，许多在邻国
执业的医生实际上是在我国读
本科，然后在国外继续深造。
据他介绍，这是因为在马来西
亚和新加坡比在印度尼西亚更
容易获得执业医生的许可证。

这位斗争民主党政治家

说，印尼医协应该更多地关注
这些问题，以便可以更多地雇
用出国留学的印尼人力资源，
使专业竞争没有障碍。

又讯，人类发展与文化
统筹部长穆哈吉尔表示，他
已 与 印 尼 医 协 新 任 主 席
Adib Khumaidi 会面，讨论将
前卫生部长特拉万从印尼医
协成员中解职的问题。

他还说，卫生部长古纳迪
也与他谈过要采取的步骤。

他在周五（1/4）的一份书
面声明中说，我们将在稍后跟
进。据他说，特拉万和印尼医
协实际上都有相同的目标。
印尼医协有责任执行职业道
德规范，特拉万先生的使命是
取得突破和创新。 （Irw）

医生执照目前仍由政府颁发
印尼医协回应司法与人权部长日前建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