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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法官成为腐败嫌犯显示事态严重

总统：战争造成粮荒等问题
希望新兴企业能更快速发展解决更多的问题

【本报讯】佐科维总统声
称，由于全球出现能源和粮食
危机的现象，几乎各个国家都
经历了困境。据称，全球因饥
荒而死的人数每天多达1万
9600人。

佐科维总统于9月26日在
万丹（Banten）丹格朗县塞榜区
印尼博览会中心（ICE）主持
2022年国企新兴企业日开幕仪
式及通过总统府秘书处YT频
道说：“按目前的情况来看，我接
获有关全球每天因饥荒的死亡
人数达1万9600人的信息。”

上述粮食危机与俄、乌战
争产生的负面影响有关联。
佐科维总统再次提及关于他
曾在今年6月与俄罗斯总统
弗拉基米尔·普京（Vladimir
Putin）及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

（Volodymyr Zelensky）的会谈。
佐科维与普京交谈长达2

个小时半，继而与泽连斯基交
谈了1个小时半，他从中得出
的结论是，俄乌战争将持续很
久，战争不会立即结束。他
说：“这一切导致全球出现许
多难题，如粮食、能源、金融方
面的危机，加上新冠疫情也还
未完全消退。”

然而，上述危机对我国而
言是一项挑战，同时也是一种
机遇。因为目前我国数字经
济正在飞速增长，并在东盟区
域居冠。佐科维说：“我国数
字经济将增长8倍，从2020年
的价值为 632 万亿盾直至
2030年增长价值为4531万亿
盾。这意味着大家都有很大
的发展机会，尤其是对年轻人
来说。而且我们可以利用新
兴企业解决很多问题，包括粮
食生产等。”

佐科维补充称，如今在我
国使用网络的民众已占77%，
每天使用网络的时间约为8
个小时36 分钟。他说：“同时
我国的新兴企业继美国、印
度、英国、加拿大及澳大利亚
之后，位居世界第6名。这是
我们必须发展的很大潜能。”

（Ing）

【本报讯】大印尼行动党
总主席普拉波沃表示，民族复
兴党主席穆海明有权在 2024
年总统选举中确定自己的竞
选伙伴。

然而，普拉波沃提醒穆海
明不要忘记政党结盟的“交
易”。据了解，穆海明公开表
示，如果成为竞选总统的候选
人，他希望与斗争民主党中央
理事会主席普安·马哈拉妮结
为竞选搭档，成为普安的副总
统候选人。

普拉波沃周一（26/9）在
国会大厦被问及此事时说，是
的，这是他的权利。但我们已
经达成协议。

普拉波沃坦言将继续与
穆海明就民族复兴党主席竞
选副总统的愿望进行沟通。

据他说，到目前为止，现有
的发展仍在进行中。然而，普
拉波沃赞赏普安和穆海明昨天
在雅京南区Kalibata烈士陵园
的会面。他说，很好，那很好。

另外，大印党常务主席苏
夫米（Sufmi Dasco Ahmad）表
示，他的政党愿意与斗争民主
党合作以应对2024年的总统
选举。

众所周知，民族复兴党实
际上已经与大印党结成了联
盟。大印党本身已宣布将提
名其总主席普拉波沃作为总
统候选人。

穆海明此前曾开玩笑说，
如果他想让普安成为总统，他
会先征求普拉波沃的许可。

他补充说，我将先问问普
拉波沃，但还有很长的路要
走。稍后将对普拉波沃-穆海
明和普安-穆海明进行民意测
试。 （Irw）

普拉波沃：穆海明有权选择
但民族复兴党已与大印尼行动党结盟

【本报讯】佐科维总统下
令政治、法律和安全统筹部长
马福对我国的司法领域进行
改革。

佐科维表示，在最高法院
大 法 官 苏 德 拉 查（Sudrajad
Dimyati）被肃贪委列为腐败案
件的嫌疑人之后，这项改革变

得很重要。
佐科维周一（26/9）在雅

加达哈林空军基地说，我认为
司法领域的改革非常紧迫，我
已下令政治、法律和安全事务
统筹部长加紧改革，详细规则
请去询问部长吧。

佐科维补充说，对于苏德

拉查的腐败案，我们将等待肃
贪委进行的法律程序。他重
申，我们正在等待肃贪委的法
律程序完成，这是最重要的。

苏德拉查以及其他九人
（包括最高法院书记处的雇
员、律师和私人聚会）被判定

为在最高法院处理Intidana储
蓄和贷款合作社活动的案件
中涉嫌受贿的嫌疑人。

肃贪委副主席亚历山大
（Alexander Marwata）周五（23/
9）在雅加达肃贪委红白大楼
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肃贪

委怀疑苏德拉查还收受了最
高法院其他一些案件管理部
门的贿赂。

苏德拉查涉嫌收受 8 亿
盾现金，因此撤销原判的决定
符合Intidana的意愿，即该公
司被视为破产。 （Irw）

命令马福改革司法领域

印尼向巴基斯坦灾民提供人道援助

国防部长和国军总司令等出席第一委会会议
9 月 26 日，（右起）陆军参谋长杜东、国防部长普拉波
沃、国军总司令安迪卡和海军参谋长尤托，一起出席国

会第一委员会的工作会议。这是四位军事领导人首次共同
出席会议，也因此澄清此前有关杜东与安迪卡不和的传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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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统促卢卡斯接受肃贪委调查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须尊重肃贪委法律程序

【本报讯】佐科维总统就
巴布亚省长卢卡斯的法律程
序做出了回应。卢卡斯目前
是涉嫌贪污10亿盾酬金的嫌
疑人。

肃贪委已确定卢卡斯是
犯罪嫌疑人的身份，然而到目
前为止，卢卡斯还没有被肃贪
委审查，因为他一次也没有出
席过肃贪委的传召电话。

佐科维周一（26/9）在雅
京东区哈林空军基地说，我认
为任何人必须尊重肃贪委的
所有法律程序，在法律面前人
人平等。

他强调说，我已经告诉大
家，所有人必须尊重肃贪委的
传召，尊重肃贪委的法律程序。

巴布亚省长卢卡斯定于
本周一接受肃贪委调查人员
的审查。之前他曾被传唤，于
2022 年 9 月 12 日接受审查。
然而，这位巴布亚省长没有到
场。

肃贪委随后于上周发出
了第二次传票，重新安排于周
一对卢卡斯进行审查。肃贪
委新闻发言人阿里（Ali Fikri）
在周六（24/9）给记者的书面
信息中说，是的，根据议程，嫌
疑人及其法律顾问发送和接
收的传票，卢卡斯今天被肃贪
委传唤。

与此同时，卢卡斯的律师
表示，由于健康原因，他的委
托人无法履行肃贪委的传
票。据说卢卡斯遭受了第二
次中风、糖尿病、肾脏病及其
他疾病。

9月21日（周二），卢卡斯
的律师 Aloysius Renwarin 表
示，他的委托人可能无法履行
肃贪委的传票，他还病着，不
太可能应召出席。

又讯，肃贪委表示，巴布
亚省长卢卡斯今天被传唤，作
为涉嫌贿赂案的嫌疑人接受
讯问。

肃贪委新闻发言人阿里
表示，贿赂和酬金与来自巴布
亚 省 政 府 地 方 收 支 预 算
（APBD）的工作或项目有关。

阿里周一（26/9）在给记
者的书面信息中说，巴布亚省
长卢卡斯涉嫌在 2013-2018
年和 2018-2023 年期间处理
巴布亚省地方收支预算的项
目中贪污受贿。

对卢卡斯的询问将在雅
京南区Setiabudi 的肃贪委红
白大楼进行。作为参考，这是
卢卡斯第二次不肯接受传
唤。 （Irw）

9 月 26 日，佐科维总统偕同一群高官在雅加达哈林机场，共同处理向
巴基斯坦遭受自然灾害的难民提供物质援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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