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佐科维总统越
来越表现出对从包括俄罗斯
在内的各国进口原油的兴趣。

合作的信号是在全球油
价飙升之际发出的。此外，
由于全球油价高企和补贴分
配崩溃，政府还提高了国内
燃油价格。

佐科维坦言，他目前正
在监控所有选项，包括从以
较低价格出售石油的国家进
口石油。

亚洲新闻频道（CNA）周
一（12/9）引述佐科维说，我们
始终监控所有选项，如果有
国家提供更便宜的价格，我
们当然欢迎。

那么，俄罗斯原油的实际
价格是多少？

俄罗斯生产几种不同类
型的原油。然而，其主要出
口组合是乌拉尔，这是一种
中酸性原油。

Statista 数据和统计网站
周一（12/9）报道，2022 年 8 月
乌拉尔原油的月平均价格约
为每桶 74.7 美元，低于上个
月的每桶 78.4 美元。

当新冠病毒大流行爆发
时，这种俄罗斯原油于 2020
年 4 月跌至最低价格，即每
桶 18.2 美元。

从这个数字来看，俄罗斯
的油价确实比其他国家的油
价便宜得多，比如布伦特或
WTI 基准油。

截至今天，纽约商品交易
所 10 月份交割的西德克萨斯
中质原油期货价格为每桶
86.79 美元，比前一个交易日
上升了 3.9%。

与此同时，伦敦布伦特期

货交易所 11 月交割的原油期
货价格每桶上涨了 4.1%，变
成92.84 美元。

根据国际能源署（IEA）的
数据，俄罗斯是仅次于美国和
沙特阿拉伯的世界第三大石
油生产国。俄罗斯原油和凝
析油产量达到每天 1050 万
桶，这一数量是全球总供应量
的 14%。

到2021年，俄罗斯每天向
世界各国出口约470万桶原
油。中国是他们最大的石油
消费国，每日进口160 万桶。

此外，据福布斯报道，俄
罗斯是美国主要的石油供应
国之一。福布斯在其报告中
称，美国的石油日消费量
1720 万桶，远高于俄罗斯的

日消费量320 万桶和沙特阿
拉伯的350万桶。 （Irw）

在全球油价飙升之际
佐科维对进口俄罗斯原油深感兴趣

地址：JL.GUNUNG SAHARI XI No.291 JAKARTA 10720 Email : redaksi.guojiribao@gmail.com, guojiribao.iklan@gmail.com 电话：（62-21）626 5566（总机）广告热线：021-6009088 传真：广告部：626 1866 编辑部：626 1366 发行部：626 1766 Lt:Hrs

订费每月Rp.88.000,- Guo Ji Ri Bao
2022年9月13日（星期二）Tuesday, September 13, 2022

零售Rp 3.500,-AA11 农历壬寅年八月十八
N
O
: 10 6 3 038 02

國
際
日
報
官
網

國
際
日
報
官
網

https://guojiribao.com/https://guojiribao.com/

各地尽可能把通胀率控制在5%以下
【本报讯】佐科维总统表

示，政府希望今年的通胀率能
够压抑在 5% 以下。为此，总
统要求中央和地方政府加强合
作，尽可能降低通货膨胀率。

据总统说，燃油价格上涨
将导致通胀率上升 1.8%。

佐科维周一（12/9）在雅
加达国家宫与地方领导人举

行的通胀控制会议上发表讲
话时说，我要求省长、市长和
县长让地区和中央政府共同
努力，我们希望通货膨胀率可
以控制在5%以下。

佐科维还表示，地方政府
可以采取一些特殊的方式帮
助降低通货膨胀，即以一般分
配基金（DAU）和利润分享基

金（DBH）的形式利用2%的一
般转移资金。

佐科维说，这2%资金可以
用于补贴，以适应燃油价格上调
的影响。2%可以是社会救助的
形式，特别是对于真正需要的
人，比如日常使用柴油的渔民和

使用燃油的网约摩托车，可以通
过补贴让他们得到帮助。

此外，这些资金可用于帮
助中小微企业购买因燃料价
格调整而涨价的原材料。佐
科维还说，提高公交车的票价
对公共交通或多或少也有帮

助，不是全额援助，但已涨价
的关税可以通过补贴来帮助。

此外，他还建议地方政府
利用额外预算，为运输货物的
成本提供补贴，例如从某些地
区运输小葱、鸡蛋或大蒜。

（Ir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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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权委向佐科维总统提交了五项建议
【本报讯】全国人权委员

会周一（12/9）向佐科维总统
的代表政法安统筹部长马福
提交了有关调查 J 中士被谋
杀案的结果。

人权委主席陶凡（Ahmad
Taufan Damanik）表示，人权委
已向佐科维提交了五项建议。

周日，陶凡在政治、法律
和安全事务统筹部办公室举
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我们向
佐科维总统提交了与J中士的
案子有关的5项建议。

首先，人权委要求佐科维
总统监督或审核国家警察的
绩效和工作文化。

陶凡说，这是为了确保不
会发生酷刑、暴力或其他侵犯

人权的行为。
审计之所以重要，不仅是

因为 J中士的案子。因为根
据人权委的说法，警察经常根
据他们收到的报告犯下侵犯
人权的行为。

陶凡补充说，我们不仅
从 J中士的案件中提到了这
一点，而且还从我领导下的 5
年期间处理的投诉或案件的
数据中提到了这一点。

其次，人权委要求佐科维
下令总警长里斯提约上将建
立一个机制，以防止对印度尼
西亚国家警察的暴力行为进
行定期监视。

尤其是国家警察成员对
其他成员（例如菲尔迪谋杀J
中士案）或对平民实施的暴力
行为。

第三，与人权委共同监督
国家警察成员实施的各种暴
力、酷刑或其他侵犯人权行为。

第四项建议是加快建立
警察妇女和儿童服务局的进
程。

最后是确保实施性暴力
犯罪法（TPKS）的基础设施，
包括制度准备和实施条例的
可用性。 （Ir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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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根据 9 月 12
日接获的消息，国军总司令
安 迪 卡（Andika Perkasa）与
海军参谋长尤托·玛戈诺
（Yudo Margono）就有关替换
国军总司令事项异口同声
表示，这是总统的特权。

两位国军领导人也确
认，此事是佐科维总统的特
权。当尤托于 9 月 1 日陪同

安迪卡出席在雅加达北区
椰风新村 Balai Samudra 举行
的海军博览会时说：“那是
总统的特权。”

接着众记者也向安迪
卡询及同样的问题，这位前

任陆军参谋长也简短地答
复同样的答案。

尤托就此事希望公众
不要胡乱猜测，他说：“大家
勿作出各种假设，此事须符
合总统的特权。”

如 悉 ，最 近 开 始 流 传
有关替换国军总司令的传
言。

这不外是因为安迪卡
将于 2022 年 11 月进入退休
时期，而且安迪卡于今年
12 月 21 日将满 58 岁，他将
在这个年龄从国军自动退
役。

（Ing）

尤托将替代安迪卡任总司令？
俩人异口同声说：这是总统的特权

9 月 12 日，佐科维总统在雅加达国家宫与地方领导人举行的
通胀控制会议上发表讲话时说，我要求省长、市长和县长让地区和

中央政府共同努力，我们希望通货
膨胀率可以控制在 5%以下。

总统指示中央和地方加强合作控制通胀 人权委提交J中士被谋杀案调查报告
9 月 12 日，人权委主席陶凡（Ahmad Taufan Damanik/右

二）向政法安统筹部长马福（左二）移交 J 中士被谋杀案调查报
告，以供佐科维总统审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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