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阐述印尼改革成就获得国际社会巨大信任

在国庆前夕发表国情咨文

8 月 17 日，我驻华大使周浩黎（中）在北京的印尼大使馆
主持了印度尼西亚 77 周年独立纪念日活动。

我国驻北京大使馆举办77周年
独立日纪念活动

印度尼西亚77周年独立日纪念活动

▲

【本报讯】佐科维总统周
二（16/8）在史纳延议会大楼
举行的 2022 年人协年度会
议上发表国情咨文，阐述了
在访问俄罗斯和乌克兰期间
提到了他的维和任务。

佐科维强调，我国在和
平努力中的作用为俄罗斯和
乌克兰及其他国家所接受。
即使地缘政治很热，印度尼
西亚仍然被俄罗斯和乌克兰
接受为通往和平的桥梁。

他接着说，印度尼西亚
也被联合国信任为全球危机
应对小组的冠军，以处理全
球危机。

然后在 2022 年，印度尼

西亚将成为世界 20 大经济
体或G20的主席国。接下来
在 2023 年，我国将成为东盟
轮值主席国。

这意味着我们正处于全
球领导力的顶峰，并有一个
建立国际合作的绝佳机会。
佐科维强调说，目前国际社
会对印尼的信任度正在急剧
上升。与此相符，在国内也
能感受到国际社会的巨大信
任。

他解释说，我们正在努
力进行结构性改革，继续提
高竞争力和改善气候，并继
续改善投资生态系统和中小
企业（MSME）增长，下游和

国内制造业也继续快速增
长。

他补充说，投资增长也
急剧增加，其中 52% 位于爪
哇以外。这意味着我们的经
济不仅增长迅速，而且分布
均匀，努力朝着以印度尼西
亚为中心的方向发展。

佐科维还说，107个国家
受到危机的影响，其中一些
国家估计会破产。估计有
5.53 亿人面临极端贫困的威
胁，3.45 亿人面临粮食短缺
和饥饿的威胁。

但印度尼西亚应该感谢
成功控制了新冠病毒大流
行，并进入世界上接种疫苗

最多的五个国家的名单。
此外，我国的通货膨胀

率仍控制在 4.9%左右，低于
东盟平均水平（7%）和发达
国家平均水平（9%）。

佐 科 维 接 着 说 ，直 到
2022 年中旬，国家收支预算
案（APBN）也有 106 万亿盾
的剩余。因此，政府能够在
2022 年为燃料、液化石油气
和电力提供高达 502 万亿盾
的补贴，从而使社区的燃料
价格不会飙升。

佐科维总统还在发表国
情咨文时强调，必须保持新
首都建设的可持续性。

他说，必须保持新首都
努山达拉（IKN）发展的连续
性。IKN 不仅适用于国家公
务员，也适用于创新者和企
业家。

佐科维表示，它不仅包

含政府办公室，还包含新的
经济驱动力。IKN不是一个
普通的城市，而是一个以人
为本，与自然融合的丛林城
市，拥有世界一流的教育和
卫生服务。

佐科维在该场合坦言，
IKN中央政府核心区（KIPP）
的发展确实由国家收支预算
提供资金。然而，KIPP以外
地区的开发将由私人投资。

佐科维强调 IKN 的发展
是优先议程时说，80%的私
人投资被邀请参与。

佐科维坦言根除腐败是
政府的首要任务，并命令执
法人员继续调查未解决的腐
败案件。他强调说，根除腐
败仍然是重中之重。因此，
警方、检察院和肃贪委应继
续采取行动。

（Ir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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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国家反恐局
(BNPT) 负 责 人 波 伊 中 将
（Boy Rafli Amar）出席了茂物
县 Gunung Sindur IIA 级毒品
监狱 40 名恐怖主义罪犯向
统一的印尼共和国（NKRI）
宣誓效忠仪式。

该 效 忠 仪 式 在 Gunung
Sindur 的 IIA 级毒品监狱和

IIA 级特别监狱举行。
这一步是恐怖主义罪犯

坚决离开各种形式的恐怖主
义活动的证明。

波伊说，数十名罪犯的
效忠誓言是送给印度尼西亚
的礼物，印度尼西亚今天庆
祝77周年独立日。

波伊在周三（17/8）的声
明中说，恰逢印度尼西亚 77
周年独立日，这对社区、国家
和民族来说是一份非凡的礼
物。请执行和实践它，不要
犹豫。

波伊邀请犯人练习已经
做出的誓言。他还邀请了数
十名罪犯成为国家反恐局的
合作伙伴，以启发他们的家
人和团体，阻止传播不容忍、
激进主义和恐怖主义的进
程。波伊解释说，他们以前

隶属于恐怖组织伊斯兰祈祷
团（JI）和神权游击队（JAD）。

40名罪犯宣誓效忠于建
国五项原则（潘查西拉）和
1945 年宪法，真诚忠于统一
的印度尼西亚共和国，增强
了保卫国家以维护国家统一
和完整的意识。

与此同时，法律和人权
部囚犯发展和生产工作培训
主 任 图 尔 曼（Thurman Saud
Marojahan Hutapea）提醒那些
发誓要改邪归正的罪犯的权
利和义务。

图尔曼说，这是囚犯成
为社区成员的开始，他们有
权利和义务，作为上帝的子
民，适当地运用他们的理想
和意图，遵守法律，成为适当
地融入社区的公民。

（Irw）

40名恐怖主义罪犯改邪归正
波伊：宣誓效忠祖国如同为独立日献礼

【本报讯】财政部长穆丽
亚妮为明年开始的大选分配
了 21 万亿盾的预算。

该金额包括普选委员
会 (KPU) 的 14 万亿盾和普
选 监 督 机 构 (Bawaslu) 的 5
万亿盾。

穆丽亚妮周二（16/8）在
关于 2023 年国家收支预算
案草案和财政报告的新闻发
布会上说，在选举周期和阶
段之后的 2023 年，我们估计
普选委员会需要14万亿盾，
普选监督机构需要 5 万亿
盾。

穆丽亚妮表示，明年将

要求提供额外资金。选委会
和监委会也验证了需要什么
物资。

此前，经国会和财政部
批准的 2022-2024 年大选阶
段的总预算上限为8.06 万亿
盾。

穆丽亚妮还提到，最大
的选举预算是在 2024 年。
但她没有说明实际金额是多
少。

她表示，最大的选举预
算是在 2024 年举行选举时，
目前还是在为选举做准备的
过程中。

最 近 ，普 选 委 员 会 为

2024 年的选举提出了 76.66
万亿盾的预算。但是，由于
尚未得到政府和国会的批
准，该预算尚未支付。

根据普选委员会秘书长
Bernad Dermawan 提 供 的 文
件，选委会提议逐步支付预
算。

普选委员会希望今年获
得 8.06 万亿盾的预算。这
笔钱用于资助今年年中开始
的2024年大选的筹备工作。

（Irw）

财长为下届大选分配21万亿盾
供选委会14万亿盾监委会5万亿盾等

8 月 17 日，佐科维总统（左二）暨伊莉亚娜夫人（左），以及马
鲁夫副总统（右三）暨乌莉罕达雅妮夫人（右二）等，在雅加达独

立宫参加我国 77 周年独立日
纪念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