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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定在2024年之前完成所有PSN
【本报讯】经济事务统筹

部长艾朗卡说，佐科维总统
要 求 所 有 国 家 战 略 项 目
（PSN）能在 2024 年之前完
成。

艾朗卡周二（6/9）在茂物
行宫出席局部内阁会议后发
表的新闻声明中说，总统要
求在 2024 年之前完成全国
所有的战略项目。

根据 2022 年第 9 号经
济事务统筹部长条例，有
208 个项目被列入 PSN 清
单，12 个项目被列入国家战
略计划清单。

与此同时，艾朗卡表示，
从 2019 年到 2021 年，政府
已完成 66个PSN，价值414.3
万亿盾。

据他说，2019 年完成了
30个PSN项目，价值165.3万
亿盾，包括大坝（水库）、机
场、道路、地区建设项目、火
车站、港口和冶炼厂的建设。

然后，到2020年，将完成
12个PSN目，价值123.1万亿
盾，包括机场、火车、收费公
路、港口、饮用水供应系统
(SPAM)、工业区和水库。

到 2021 年，将完成24个
项目，价值125.9万亿盾，包括
收费公路、火车、住宅区、净水
供应、水坝、港口和科技建设。

与此同时，在 2022 年 1
至 8月期间，完成了9个PSN
项目，价值 140.1 万亿盾，包
括2个港口项目、1个机场项
目、3 个工业项目和电力项

目。以及发电厂和边境地区
建设。

艾朗卡说，截至 9 月至
12 月，共有 16 个项目价值
101.2 万亿盾。

佐科维还建议所有 PSN
项目都必须为社区带来好
处，尤其是要创造就业机会
和产生乘数效应。

他解释说，例如收费公
路可以开辟更广泛的区域通
道，而水坝由于水的可用性
和支持灌溉，可以减少贫困。

（Irw）

【本报讯】陆军参谋长
杜东上将表示，他与国军总
司令安迪卡（Andika Perka-
sa）上将的关系良好，没有
出现什么问题。

这是由于国会第一委
员 会 主 席 哈 菲 特（Meutya
Hafid）从杜东那里获得解释
后传达的。

哈菲特周二（6/9）在书
面声明中说，杜东表示，他
与国军总司令的关系很好，
如果需要，他将在下一个机
会就总司令和三军参谋长
的时机问题作出解释。

据了解，杜东没有出席
国会第一委员会与国军总
司令、陆军参谋长、海军参
谋长和空军参谋长的工作
会议。然而，哈菲特说，杜
东坦言，如果需要，他将参

加下一次会议。
杜东为先前无法出席

表示道歉，并解释说，当时
缺席只是因为他迫切需要
去楠榜。

此外，哈菲特要求不再
扩大国军总司令与陆军参
谋长之间的分歧问题。因
为他们俩都已澄清，两人之
间的关系没有出现任何问
题。

哈菲特表示，如果任由
国军领导层之间的不和谐
问题肆意发展，可能会对士
兵产生影响。

此前，来自斗争民主党
派系的国会第一委员会成
员艾芬迪·辛波伦（Effendi
Simbolon）取笑杜东没有出
席国会第一委员会与国防
部长和国军总司令以及陆

军参谋长、海军参谋长和空
军参谋长的会晤。

辛波伦对此提出质疑，
因为传言说安迪卡和杜东
的关系不和谐。他说，那么
到底要捍卫什么？两位长
官的自我心态正在破坏国
军中高级和初级关系的秩
序。

安迪卡随后澄清了他
与杜东的关系，并驳斥了不
和谐的传言。这位四星上
将坦言，他只是按照规定履
行职责。

安迪卡说，根据法律法
规适用的所有内容到目前
为止仍然有效，所以不会有
不和谐的关系。

国军总司令安迪卡上
将透露，陆军参谋长杜东上
将的儿子已成功进入军事

学院。此言是为了回应有
关他与杜东关系破裂的谣
言。

安迪卡周一（5/9）在史
纳延议会大楼对记者说，他
们已经进入军事学院，成为
了被接受的学员的一部分。

此言是对辛波伦的评
论作出的回应。此前有传
闻说“杜东的儿子没有资格
进入军事学院，此事成了安
迪卡和杜东之间关系破裂
的原因之一。”

（Irw）

陆参长澄清他与安迪卡关系良好
以军人只能按规定履行职责驳斥不和谐谣言

促尽快落实战略建设项目

14国参加2022年漆黑联合演习
我国空军F-16战机领导进攻性制空作战

【本报讯】周一（5/9）在
澳大利亚达尔文举行的2022
年漆黑联合演习期间，空军
F-16 战斗机飞行员被信任领
导进攻性制空作战（OCA）任
务的护航部队。

在 OCA 任务中，训练参
与者被分成两队，分别是蓝队
和红队。属于蓝队的印尼空
军配备4架F-16战斗机，任务
是进行更大规模的攻击以夺
取对手的领土。

空军信息处周二（6/9）发
表的一份书面声明说，通过
摧毁敌方空中力量进行攻
击，包括飞机和支持敌方空
中力量的基础设施。

与此同时，红队也在东西
两侧进行了更大规模的防守。

日本航空自卫队（JAS-

DF）作为任务指挥官领导的
蓝队部署了51架飞机，包括4
架印度尼西亚空军的F-16战
机，负责领导护航部队。

此外，还有4架来自澳大利
亚的F-35A、4架来自新加坡的
F-15和4架来自英国的FGR4。

红队在澳大利亚皇家空
军（RAAF）指挥官领导下，拥
有28架飞机，其中包括1架印
度尼西亚空军F-16战机，负责
保卫其领土免受蓝队的攻击。

8月20日至9月8日在澳
大利亚举行的演习中，印度尼西
亚空军部署了6架F-16战隼。

这六架飞机来自东爪哇
省马格丹的 Iswahjudi空军基
地第 3 空军中队。

除了F-16战隼，印尼空军
还部署了三架C-130大力神运
输机，以支持人员和后勤运输。

这三架 C-130 运输机来
自雅加达哈林空军基地的第
31 中队、玛琅Abdulrachman-
Saleh空军基地的第32中队、
和锡江Sultan Hasanuddin空军
基地的第33中队。

澳大利亚、美国、印度尼西
亚、日本、新加坡、印度、韩国、
法国、新喀里多尼亚、英国、德
国、新西兰、加拿大等14个国
家参加了此次演习。 （Ir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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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统指示尽快完成所有战略项目

9 月 6 日，佐科维总统在西爪哇省茂物行宫主持局部内阁
会议时表示，各个有关部门必须齐
心合作努力建设，希望能在 2024
年之前完成所有的战略建设项目。

副总统在巨港视察公众服务商城
9 月 6 日，马鲁夫副总统在苏南省巨港市视察公众服务商

城（MPP），并向当地公众服务单位提供奖学金等援助。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