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从业党总主席
艾朗卡表示，印度尼西亚统一
联盟（KIB）不受团结建设党
（PPP）内部冲突的影响。

他表示，冲突是 团建党
内部问题，KIB 没有干预此
事。

艾朗卡周二（13/9）在雅
加达总统府表示，这是团建
党的内部事务，我们的关系
仍然良好。

艾朗卡不愿对团建党中
的二元论发表过多评论，他选
择结束采访，离开了总统府。

艾尔朗卡重申，KIB是一
个机构间的联盟，他确保不会
受到团建党内部冲突的影响。

此前，团建党分裂为两
个阵营。 团建党全国工作
会议解除了苏哈梭（Suharso
Monoarfa）的总主席职务。全
国工作会议还任命马迪奥诺
（Muhamad Mardiono）为代理
总主席。

马迪奥诺立即在司法人
权部和大选委员会注册了新
的团建党管理层。

团建党是 KIB 联盟的一
部分，他们与从业党和团结建
设党结盟，为在2024年争取

赢得大选做准备。
此外，团建党的代理总主

席马迪奥诺也与苏哈梭重新
建立了联系。苏哈梭是在国
家宫与总统会面讨论他党内
发生的总主席地位之争后主
动与马迪奥诺联系的。

团建党中委会主席白度
里（Achmad Baidowi）表示，沟
通是通过电话进行的。马迪
奥诺先生接到了苏哈梭先生
的电话。

（Irw）

KIB联盟不受团建党内部冲突影响
马迪奥诺主动与苏哈梭重新建立了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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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日（星期三）Wednesday, September 14, 2022

零售Rp 3.500,-AA11 农历壬寅年八月十九
N
O
: 10 6 3 038 03

國
際
日
報
官
網

國
際
日
報
官
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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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国迈向发达国家需要可持续性发展的政府
【本报讯】根据9月13日

接获的消息，佐科维总统于9
月12日（周一）在雅加达总统
府会见了一群志愿者。

会晤期间，国家元首就
政府项目的可持续性发表了
讲话。

佐科维全国秘书处（Sek-
nas Jokowi）总 主 席 Rambun
Tjajo表示，佐科维总统强调，

应避免换总统后，政府的计划
随着发生变化。

周一会后，Rambun 对记
者说，我们将进入一个被认为
是半先进的国家。这是我们
必须共同监督的，不是针对
人，而是针对计划。我们不能
随意更换领导人和改变计划，
以免只能原地踏步。

他接着说，佐科维总统还

解释说，如果目前的政府计划
持续到 2030 年，印度尼西亚
可能会成为一个半发达国家。

因此，总统还要求Seknas
Jokowi继续协助政府运作。

不过，据Rambun说，这次
与佐科维的讨论并未提及
2024年大选的总统候选人或

副总统候选人是谁。向往常
一样，佐科维对这个问题总是
沉默。

与此同时，Seknas Jokowi
董事会主席Sidarto Danoesub-
roto 表示，在周一的会晤中，
Seknas Jokowi 表明他们准备
监督佐科维政府执政到2024

年。而且我们总统的计划和
遗产未来将由他的继任者继
续执行。

当被问及会议是否讨论
了总统连任三届的问题时，
Sidarto强调说，没有，我们没
有讨论这个问题。

（Irw）

潘查西拉原则具普世概念
梅加瓦蒂：可作为世界和平重要参考
【本报讯】印尼第五任前

总 统 梅 加 瓦 蒂（Megawati
Soekarnoputri）表示，潘查西拉
或建国五项原则（Pancasila）
具有普世概念的价值观，因而
全世界民族都能使用该原则
来解决和平问题。

梅加瓦蒂于9月13日通
过书写函件说：“当然各个
民族都有自己的意愿和利
益，然而大家对潘查西拉的
反应都很积极。因为潘查西
拉从第一项乃至第五项的每
项原则的意义都获得他们的
钦佩，所以我认为潘查西拉
确实是全球性，可使用于全
世界各国。”

上述表明是梅加瓦蒂为
其它国家就有关潘查西拉理
念促进世界和平的想法作出
的回应，她认为这是很好的
反应。

据了解，梅加瓦蒂将于9
月15日在韩国济州和平与繁
荣论坛上作为关键的主讲
人。届时将有2000人出席该
第17届济州论坛，各国重要
贵宾将与会出席及发表讲话。

梅加瓦蒂除了演讲之
外，她也将向嘉宾分发英文
版的《潘查西拉，印尼建国
原则》书本。目前已抵达济
州岛的她说道：“我受邀作
为论坛的关键主讲人，主要
是因为我总是提起，实际上
印尼的潘查西拉适用于全世
界各国民族，尤其是从和平
角度的问题来看。”

梅加瓦蒂表示，这是她第
3 次在韩国和平论坛上发
言。 除了今年第17届济州论
坛之外，她曾于2017年出席
同样的论坛，以及2019年出
席非军事区和平经济国际论
坛中发表讲话。

（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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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内政部表示，
授 予 巴 布 亚 省 长 卢 卡 斯
（Lukas Enembe）前往新加坡
治病的许可证不违反肃贪
委对嫌疑人的认定，也不违
反移民署的禁令。

内政部长政治专员希
纳卡（Kastorius Sinaga）周二
（13/9）说，卢卡斯省长向内
政部提交了出国治疗申请
书，内政部按照现行程序和

规定进行处理。
希纳卡接着说，这意味

着内政部处理该许可证的
日期是在肃贪委把卢卡斯
定为嫌疑人（2022 年 5 月 9
日）之前。

卢 卡 斯 是 于 2022 年 8
月 31 日向内政部长迪托申
请自费前往新加坡治病，在
检查了卢卡斯申请书的完
整性后，内政部于 2022 年

9 月 9 日颁发了许可证。
希纳卡表示，向这位前

查雅峰（Puncak Jaya）县长卢
卡斯授予医疗许可证纯粹
是基于人道主义考虑。他
还保证这符合现行规定。

据报道，司法人权部移
民总局和人权委此前禁止
巴布亚省长卢卡斯出国。

移民监督和执法主任苏
里 亚（I Nyoman Gede Surya
Mataram）周 一（12/9）说 ，这
种预防措施是由肃贪委提出
的，预防措施有效期为六个
月，对卢卡斯的预防有效期

至 2023 年 3 月 7 日为止。
又讯，据金融交易报告

和分析中心（PPATK）公关
小组协调员 Natsir Kongah 周
二（13/9）说，PPATK 应肃贪
委的要求封锁了卢卡斯的
账户。不过，他并未详细解
释肃贪委为何要求 PPATK
封锁巴布亚省长的账户。

据他说，封锁是基于肃
贪委和 PPATK 之间的协调
进行的。

（Irw）

卢卡斯未犯法前申请出国治病
内政部基于人道主义批准出国不违法

总统接受八个国家新大使呈交国书
9 月 13 日，佐科维总统在雅加达独立宫接受来自加拿大、

泰国、奥地利、新加坡、比利时、坦桑尼亚、芬兰和阿美尼亚共
八个国家的新大使呈交国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