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促千禧一代具备金融知识

【本报讯】财长丝丽·穆
丽亚妮（Sri Mulyani Indrawa-
ti）表示，社会民众如今面
临的威胁从新冠病毒大流
行转为商品价格上涨。

穆丽亚妮于 4 月 5 日在
雅加达国家宫出席佐科维
总统主持的全体内阁会议
之后说，因此政府为应对
这种情势将实施战略性的
步骤。她说：“以往的挑战
和 威 胁 是 新 冠 病 毒 大 流
行，如今却是物价持续上
涨的现象。”

为应对这种状况，财政
部将从国家收支预算案方
面的落实作出适当安排。
穆丽亚妮就此事解释称，
在一方面，我们必须为诸
如燃油、瓦斯、煤炭、镍矿
及原棕榈油增加国家收入
的动力。她说：“然而在另
一方面，我们也考虑到人
民会感受到全球物价膨胀

的影响，所以有必要采取
良好措施。”

穆丽亚妮又说：“从国
家 收 支 预 算 案 的 角 度 来
看，我们必须增加额外的
收入，同时也必须采取适
当的开支和分配。刚才总
统已发出指示，就如统筹
部长所传达的言论，让我
们看到粮食及能源价格的

资料，并选择我们要采取
的措施。”

另一方面，政府也将保
持民众的购买力和福利生
活，以维持经济发展动力，
同时也维持国家收支预算
的平衡落实。 （Ing）

【本报讯】文教科研部
长纳迪恩解释了拒绝马来
西亚要求将马来语作为印
马两国的中介语言和东盟
国家（ASEAN）的官方语言
的原因。

该要求是马来西亚总理
雅 谷（Dato' Sri Ismail Sabri
Yaakob）在访问印度尼西亚期
间提出的。

纳迪恩认为，考虑到历
史、法律和语言学的优势，印
度尼西亚语更适合上述要求。

纳迪恩在周一（4/4）的
声明中说，鉴于印尼语已成
为国际公认的语言，以及印
尼语在历史、法律和语言方
面的所有优势，印尼语处于
领先地位是恰当的。如果
可能的话，它将成为东盟官
方会议的指导语言。

这 位 前 Go-Jek 总 裁 表
示，印尼语已经成为东南亚第
一大语言。事实上，他估计印
尼语的传播范围已经覆盖了
全球47个国家。

据纳迪恩说，428 家机构
也举办了为外语人士学习印
度尼西亚语（BIPA）的活动，
这些机构都得到了文教科研
部语言发展局的推动。

他接着说，我作为文教科
研部长当然拒绝这个提议。
然而，由于马来西亚是我们的
友好国家，它希望将马来语作
为东盟的官方语言，这当然需
要在区域层面进行进一步的
研究和讨论。

此外，在欧洲、美国、澳大
利亚的多个世界级校园以及
亚洲的几所顶尖大学中，还把
教授印尼语作为一门学科。

纳迪恩说，我敦促整个社
区与政府携手合作，继续赋予
和捍卫印尼语的优先权。

1945 年 8 月 17 日我国
宣布独立后，印尼语被指定为
国语。这一规定载明于印尼
共和国宪法第 36 条中。

此外，印度尼西亚语的地
位和功能还在关于国旗、语
言、国徽以及国歌的2009 年
第 24 号法令中得到确认。

（Irw）

【本报讯】佐科维总统表
示，千禧一代及Z世代（在小时
候就受益于互联网的普及的
一代）必须具备金融知识、创
业精神及容易适应数字科技。

目前千禧一代及 Z 世代
的构成是主导民族的未来。
佐科维总统于 4 月 5 日在线

主持“千禧一代升级”论坛发
表讲话说：“千禧一代和Z世
代都必须持续获得支持，以
期取得有关优化人口红利时
期的机会。并必须懂得金融
知识，掌握数字科技及容易
适应数字知识，然而坚持具
有高度的社会关注。”

佐科维认为，千禧一代
非常需要具备金融知识，以
使年轻人能制定良好的财务
计划。他解释称，以使千禧
一代能平衡实行消费及投
资，在我国人口的结构中，人
口总数为 2 亿 7000 万人当
中，千禧一代人口占 25.87%
或相当于 6900 万人，至于 Z
世代人口占27.94%或相当于
7500万人。他说：“这是非常
大的人数，我们的千禧一代

及Z世代的结构越来越占主
导地位，这将决定我国民众
的先进能力。”

佐科维总统补充道，政
府非常支持千禧一代的资金
管道，旨在促使年轻人在创
业及准备工作方面获得支
持。其中是通过使用待业卡
纲领开展新业务。

他强调，成为企业家也
越来越重要，令人感到欣喜
及具有挑战性。

佐科维说：“我们需要更
多的企业家，以使大家日益
前进，符合具有向上迈进、具
有创意及敢于冒险的年轻人
精神。年轻人容易适应、敏
捷及喜欢新事物。”

他说：“成为企业家的
年轻人不完全依赖工作机
会，然而相反地可以创设新
的就业机会，协助社区，协
助周遭民众，并提高大众的
福利生活。” （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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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能平衡消费和投资 提高社会大众福利生活

财长称人民面临物价上涨威胁
政府既要增加收入亦要保护人民购买力

国警总部公关局普通新闻处主任 Gatot Repli Handoko 上
校（中）于 4 月 5 日在国警总部刑事侦查局大厦召开的记者会
上说，国警将监督全国各地的燃油储备和供应流程。

国警将监督全国各地燃油储备和供应

纳迪恩阐明印尼语当前优势
拒绝大马关于马来语作为东盟官方语言要求

纳赛尔批评雅松纳不明卫生法规
医生执照本来就由政府颁发医协仅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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佐科维总统于 4 月 5 日在雅加达国家宫主持全体内阁会议，讨论
当前全球市场物价上涨的情势下，应如何良好落实国家收支预算
案，特别是既要推动经济复苏，同时也要保护普罗大众的购买力和
福利生活。

佐科维总统主持全体内阁会议

【本报讯】印尼卫生法讲
师协会主席纳赛尔（M Nass-
er）批评司法人权部长雅松
纳，关于医生执业执照（SIP）
是国家而非专业组织管辖的
领域的声明。

纳赛尔认为，该声明表
明雅松纳并不理解 2004 年
第 29 号法律关于医疗实践
的内容。

纳赛尔在周二（5/4）举
行的虚拟新闻发布会上说，
一位政府官员发表的评论
除了奇怪外，还表明他们将
审查印尼医协（IDI）在颁发
执业许可证方面的作用，这
表明他们对法律法规的理
解浅薄。

纳赛尔强调，《医疗实
践法》规定，医生的执业许
可证由政府颁发，印尼医协
只是提供建议。他说，在关
于医疗实践的 2004 年第 29
号 法 律 第 30 条 第 1 款 规
定，执业许可证由进行医学
和牙科实践的市县的授权
卫生官员签发。

此外，第 1 条第 7 款还
规定，要获得执业许可证，医
生必须满足要求，例如，经过
验证并被认定为卫生专业组
织成员的证书。

此前，司法人权部长雅
松纳建议，医生的执业许可
证应该是国家，而不是印尼
医协管辖的领域。他表示，
提出该提案是因为印尼医协
决定将前卫生部长特拉万开
除成员资格。

雅松纳周四（31/3）在雅
加达议会大楼说，在印尼医
协决定之后，我认为有必要
让执业许可证成为国家管辖
的领域，而不是授予专业组
织。

雅松纳认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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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指出大量印度
尼西亚人选择在新加坡或马
来西亚寻求治疗。结果造成
大量外汇流向邻国。

例如在北苏门答腊，人
们更喜欢去槟城治疗，而雅
加达人更喜欢去新加坡，耗
费数万亿盾治病，是吧。

据雅松纳说，许多在邻
国执业的医生实际上是在
印尼读完本科，然后到国外
继续深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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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r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