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佐科维总统已
确保在开斋节返程期间仍将
执行车尾号限行制度、单向
行驶和禁止卡车进入收费公
路的规定。

佐科维总统5月3日（星
期二）在上传到总统秘书处的
YT视频上称道，政府将实施
一些政策，以便人们可以安全
地从家乡返回。车尾号限行
制度政策、单向行驶规定，以
及禁止卡车进入收费公路的
规定将仍然有效。一切都是

为了让人们感到舒适。
佐科维表示，政府总是

尽力为民众做最好的事情。
这包括通过交通管理安排回
程以缓解拥堵。希望人们在
从家乡返回时提早出行。这
是因为预计回流的高峰将出
现在5 月 6 日至 8 日或本周
末。为避免回流拥堵，让大
家在旅途中感到舒适，我呼
吁乘坐私家车的兄弟姐妹们
早点返回。或者，如果不可
能，可以在逆流高峰之后进

行回流；当然是根据工作场
所的许可。

较早时，佐科维总统偕
同夫人伊丽亚娜·佐科维向
全国人民祝福伊斯兰历1443
年解禁节带来更多福祉。

佐科维总统于 5 月 1 日
（星期日）通过总统府秘书处
YT 频道声称：“我与全体家
属谨此向全国人民祝贺欢度
伊斯兰历1443年解禁节。”

他在讲话中表示庆幸，
经过举国上下的努力和合
作，我们今年能缓解了新冠
病毒的大流行，许多社民得
以返乡恳亲，得以与家人共
度佳节。

5月2日（星期一），佐科
维总统在监测我国返乡流量
的实施情况后也曾提及潜在
的拥堵公路，国道、孔雀港
（Merak） - 巴 高 赫 尼

（Bakauheni）的回流高峰。
他 指 出 ，今 年 至 少 有

8550 万人、2300 万辆汽车与
1700万辆摩托车返乡。这个
数字真的很多，所以我呼吁
若想返乡，早一点出行。如
果所有人都在星期六和星期
日返回，肯定会很拥堵，特别
是在收费公路和国道上，以
及在孔雀港-巴高赫尼。

（亮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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柬印泰三国包办国际峰会
先后主办东盟峰会、G 20和APEC峰会

回流潮期间仍实施各项交通管制确保安全顺畅

祝愿解禁节为人民带来福祉祝愿解禁节为人民带来福祉
总统在日惹行宫接待普拉波沃防长总统在日惹行宫接待普拉波沃防长

5月 2日，佐科维总统与夫人在日惹行宫接待了国防部长普拉波沃及其公子Didit 的拜访。总统二公子凯桑（Kaesang）会面时在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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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尼、柬埔寨及
泰国将于今年11月期间，先
后在东盟区域主持三项多国
元首峰会重要议程。

其中，柬埔寨将举办东盟
峰会及相关的国际会议，印尼
将主持二十国集团（G20）峰
会，而泰国将主持亚太经济合
作（APEC）峰会。

引述自外交部官网于 5
月4日的报道内容说：“东盟
峰会将于11月 11日至 13日
举行，20国集团峰会于11月
15日至16日举行，亚太经济
合作峰会于 11 月 18 日至 19
日举行。”

东盟峰会、G20 峰会及

APEC峰会都具有共同点，即
向所有成员国提供关于促进
区域乃至全球议程的参与机
会。旨在创设和平、繁荣及为
所有人创建持续性及包容性
的发展。

上述三个国家也致力于
与全体合作伙伴及相关利益
者合作，以确保加强区域的中
心地位及可信度的合作精
神。同时东盟在维护区域和
全球的和平和稳定作出了努
力。

我国外交部官网写道，
G20峰会采取“共同复苏、加
强复苏”为主题，旨在促使大
家加强复苏及具有包容性的
复苏。

G20 优先推进的三项议
程是加强全球卫生架构、数字
及能源转型事项。G20有望
成为加速推动全球复苏的强
势及包容性的动力。

外交部官网写道：“印尼
作为轮值主席国承诺，确保
G20不仅是为其成员国作出
努力，然而也为全球大多数国
家提供协助，尤其是对发展中
的国家。” （Ing）

佐科维与普拉波沃关系日益友好
若能维持至2024年总统大选 我国治安将稳定

【本报讯】佐科维-普拉
波沃支持者组合(Jokpro）发出
2024 年评估，总统和国防部
长之间的关系更加友好。

5月 4日（星期三），Jok-
pro 秘 书 长 伊 凡（Timothy
Ivan Triyono）表示，这种亲密
关系是从今年 5 月 2 日（星
期一），即是伊斯兰历 1443
年解禁节的第一天在日惹
总统府建立的友谊中看到
的。 我希望佐科维和普拉
波沃之间更友好的关系能
够持续到2024年。

伊凡认为，其实两人适

合在 2024 年总统大选中配
对。如果在 2024 年总统大
选中胜选为正副总统，我国
将安全、和平和繁荣。

伊凡表示，如果这两个
人物在 2024 年总统大选中
联合起来，两极分化就不会
发生。不会再有蝌蚪（ce-
bong）即佐科维-尤苏福·卡
拉支持者与蝙蝠（kampret）
即支持普拉波沃支持者的
称谓了。一切都可以重新
专注于建设民族和国家。

此前有报道称，佐科维
总统和伊丽亚娜·佐科维夫

人 5 月 2 日（星期一），在日
惹总统府接见普拉波沃与
公 子 迪 迪（Didit Hedipra-
setyo）。

佐科维表示，我们谈了
许多，但都是轻松话题。并
非政治，也不是经济话题。
我认为，最重要的是我们彼
此保持联系，也互相谅解，
这才是最重要的。普拉波
沃承认很荣幸能在解禁节
与佐科维及家人会面。

普拉波沃指出，在解禁
节期间，我们的传统是第一
天与我们的领导人，我们的

总统会面。今天早上，我有
幸获得总统的接见。另外，
伊丽亚娜夫人，还有总统二
公子凯桑（Kaesang Pangarep）
也会见了我和我的儿子。
然后，我们轻松交谈。我们
都表示适合住在茂物。

（亮剑）

多国发现疑似急性肝炎病例
我国三儿童患者死亡 卫生部促提高警惕

【本报讯】截至2022年 5
月 1 日，已有 20 个国家向世
界卫生组织（WHO）报告，已
发现至少228例疑似儿童神
秘急性肝炎病例。

大多数病例来自欧洲。
但是，在美洲、西太平洋和东
南亚也有。世卫组织发言人
塔里克（Tarik Jasarevic）说，
截至 5 月 1 日，至少 20 个国
家向世卫组织报告了 228 例
急性儿童肝炎疑似病例，另
有 50 多例病例正在调查中。

仅在印度尼西亚，就有
三名在Dr. Cipto Mangunkusu-

mo 医院接受治疗的儿童患
者死亡，他们被怀疑感染了
急性肝炎。

目前，卫生部仍在通过
完整的病毒小组检查和调查
这起神秘急性肝炎事件的原
因。

卫生部发言人茜蒂（Siti
Nadia Tarmizi）要求公众在调
查病因期间要提高警惕。她
在周日（1/5）的一份官方声

明中说，这三名死亡的患者
是从雅京东区和西区的医院
转诊过来的。

茜蒂表示，在世卫组织
宣布发生袭击儿童的急性肝
炎病例后，卫生部在过去两
周提高了警惕，这些病例的
病因不明，被称为异常的特
殊事件。

茜蒂接着说，父母需要
通过观察出现的一些症状来

了解这种疾病。通常出现的
症状包括黄疸、腹痛，呕吐、
突然腹泻、深色的尿液、苍白
色的粪便、癫痫和意识不清
等。如果孩子出现这些症
状，必须立即将他带到最近
的医疗机构接受治疗。

据茜蒂说，急性肝炎可
以采取许多措施来预防，包
括经常洗手并确保食物煮熟
且干净。她还呼吁不要更换
餐具，并避免与病人接触。
此外，无论身在何处，都必须
严格执行卫生规则。

（Ir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