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随着政府准
备把新冠病毒从大流行病
状态过渡到地方性流行病
状 态 。 总 统 府 办 公 厅
（KSP）首席专家亚伯拉罕·

维 罗 托 莫（Abraham Wiroto-
mo）强调，确定针对新冠病
毒大流行病的方案，还要等
待人们开斋节返乡归来后
的评估结果。

亚伯拉罕在周四（5/5）
的 KSP 新闻稿中说，对于
应对大流行病的方案，政府
还在等待人们开斋节返乡
归来几周后的评估结果，我
们希望不会像其他国家那
样再次出现高峰。

政府将准备好预测是
否会出现高峰。阿伯拉罕
声称，在过去的七周里，从
今年 3 月 24 日到 5 月 4 日，
新冠病例一直得到控制。

他说，这可见于新冠病
毒即时繁殖率一直保持在

“1”的水平。此外，每天新
增的新冠病毒阳性病例数
也继续下降。

他解释说，截至今年 5

月 3 日，每天新增病例 107
例，死亡 18 人，还有 6951 例
活跃病例。

亚伯拉罕接着说，我们
应该感谢卫生工作者、国军
和国警、以及不断提醒我们
注意卫生规则的工作组。

他还补充说，尽管一些
指标显示出改善，但政府并
不急于将大流行病的状况
降低为地方性流行病。

此前，佐科维总统表示，
从新冠病毒大流行到地方性
流行病的过渡期将持续六个
月。稍后如果情况允许，大
家在室外可以摘下口罩，但
在室内仍须戴着口罩。

佐科维说，目前新冠疫

情的状况已经减缓。因此，
允许解禁节返乡活动是因
为每天看到的病例数已经
非常少。

另一方面，活跃的新冠
病例已经低于2万例。即便
如此，国家元首强调，过渡
期仍需谨慎进行。

佐科维强调说，印尼政
府不想像一些国家那样立
即实施摘除口罩的政策。
他补充说，有一些阶段我们
不需要匆忙跟进，因为我们
已经有应对德尔塔（Delta）
病毒和奥米克戎（Omicron）
病毒的经验。但仍然要小
心谨慎，警惕还是必须的。

（Ir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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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指普拉波沃会见科菲花
借恳亲会为名搞好关系 或为竞选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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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业与创意经济部长善迪亚卡周三（4/5）在美国纽约联合国大会堂举行
的“高级别旅游专题辩论”活动上发表演讲，传达了我国振兴旅游业和创意
经济的多项战略。

【本报讯】马都拉（Mad-
ura）特鲁诺佐约大学（Uni-
versitas Trunojoyo）政治观察
家 苏 罗 金（Surokim Abdus-
salam）认为，大印尼行动党
（Gerindra）总主席普拉波沃
（Prabowo Subianto）与东爪省
长 科 菲 花（Khofifah Indar
Parawansa）在解禁节恳亲会
的会面中，无疑是作为 2024
年大选活动的竞选策略。

苏罗金于 5 月 5 日在泗
水市说：“该恳请会很明显
是普拉波沃为 2024 年的大
选活动铺路。”

据悉，科菲花被认为是
重要的人物且拥有政治经
验，并有可能在两年以后的
总统大选活动中与之合作。

兼任特鲁诺佐约大学社

会文化系学院院长的苏罗
金说：“尤其是看到普拉波
沃在恳亲会中优先会见科
菲花的排序。”

正值解禁节首日之时，
普拉波沃在日惹谒见佐科
维总统之后，然后前往梅加
瓦 蒂（Megawati Soekarnopu-
tri）处。普拉波沃于 5 月 3
日那天也就是解禁节第二
天，他前往东爪省泗水市
Grahadi 省府办公楼会见科
菲花。

尽 管 如 此 ，苏 罗 金 认
为，如果上述被当做是为
2024 年大选活动的竞选伙
伴是太早了吧。他看出，普
拉波沃利用这次解禁节作
为建立 2024 年的政治沟通
关系的机会。他说：“全部
的候选人仍在尝试考虑到
搭建沟通关系的可能性。”

如果能搭建各个方面的
沟通关系，这次解禁节的时
刻也发挥战略性的作用，同
时打开新的政治联盟的合
作机会。苏罗金说：“政治
总是处于动态中，并可能会
发生任何变化。一切都是
从流畅的政治沟通开始。
我认为这次的恳亲会是为
打破这一项以来出现有区
别的政治僵局。” （Ing）

【本报讯】旅游业与创
意经济部长善迪亚卡（San-
diaga Salahuddin Uno）周 三
（4/5）在美国纽约联合国大
会堂举行的“高级别旅游专
题辩论”活动上发表讲话，
传达了振兴旅游业和创意
经济的多项战略。

善迪亚卡周四（5/5）传
达给媒体的新闻稿中说，我
感谢大会主席阿卜杜拉·沙
希德（Abdullah Shahid）在讨
论对旅游业产生负面影响
的新冠疫情复苏后强调旅
游业的振兴。

据他介绍，与 2019 年疫
情前的水平相比，全球国际
游客人数减少了 73%或约
10 亿人次。作为一个多面

性的行业，疫情蔓延对许多
经济体的影响是灾难性的。

我们在许多发展中国
家和小岛屿上看到了这一
点。随着中小微企业、创意
经济和支持旅游业的非正
规部门的存在，大流行病引
发的旅行限制直接影响到
当地发展中社区的收入和
生计。

善迪亚卡说，我们在印
度尼西亚看到了这种破坏，
而当地有超过 3400 万人以
旅游业和创意经济为生。
大流行病迫使旅游业需要
改变。

他接着说，每个国家都
需要降低行业对冲击的脆
弱性，并为未来的流行病做

好准备。随着全球旅游业
在大流行后开始增长，是时
候开始这种转变了。

在印度尼西亚，全球旅
行和旅游业呈现积极趋势，
今年 1 月与去年相比增长
了130%。

他强调说，但是，我们绝
不能自满。重要的是，我们
不要回到一切照旧的方式，
或错误的安全感。我们必须
以更好、可持续和有弹性的
方式重建旅游业。

根据他的经验，善迪亚
卡透露，这将需要以下相互
关联的元素。

首先，采取多方利益相
关者合作的方法来发展可持
续旅游业。在发展可持续旅

游业方面，我们不能独自完
成，需要公共和私营部门参
与，并与当地社区合作。

私营和公共部门都需要
专注于制定可衡量的目标和
可比较的指标。这些组成部
分对于可持续旅游业的长期
改善和问责制至关重要。

为了更好地与最佳可持
续旅游实践相结合，公共和
私人利益相关者对可持续旅
游的全部内容有一个统一的
叙述也很重要。

当前，我们还需要关注
千禧一代和 Z 世代在可持续
发展中的作用，不仅作为游
客，而且作为投资者。因此，
在可持续旅游方面参与人口
统计应该是一个优先事项。

（Irw）

5 月 5 日，西爪哇省双木丹县南部地区发生严
重洪灾，导致十余间民房坍塌。经过搜救队和各有
关单位的救援，营救了受困的 18人，但另有 1人失
踪。

双木丹县发生严重洪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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阐述我国振兴旅游业和创意经济各项战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