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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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日（星期三）Wednesday, September 28, 2022

零售Rp 3.500,-AA11 农历壬寅年九月初三
N
O
: 10 6 3 038 15

國
際
日
報
官
網

國
際
日
報
官
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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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国逐渐摆脱疫情羁绊 国际游客或倍增

海军将部署12艘军舰
确保巴厘G20峰会顺利举行

【本报讯】我国海军将部署
12艘军舰，以确保 2022 年 11
月在巴厘岛举行的二十国集团
（G20）峰会顺利举行。

数十艘军舰的部署是为了确
保G20峰会在水务领域的实施。

海军参谋长尤托玛戈诺上
将周二（27/9）在雅加达第一舰
队司令部说，为确保G20峰会
顺利举行，我们正在部署已经
备就的12艘军舰。

尤托说，海军将继续敲定，
并向国军总司令安迪卡上将报
告保安准备工作。他强调，海
军实质上已准备好确保G20峰
会安全举行。

他表示，我们已经准备好
了，稍后会使用所持有的元
素。是从基地动员还是使用标
题元素，这还在讨论中。

在其实施过程中，第二舰
队司令部指挥官Hutabarat海军
少将被赋予行动控制指挥部，
以确保G20峰会领海的安全。

尤托宣称，Hutabarat 有责
任监管将进入我国领海的外国
军舰。尤托解释说，外国军舰
必须在一个控制之下，因为这
是印度尼西亚的领海，当然由
我们控制他们。

此外，海军还将规范水务
部门，用于安置印尼军舰和外
国军舰。

尤托补充说，到目前为止，
已经就外国军舰的到来达成了
国际协议。这些外国军舰的存
在，无非是为了保护他们的国家
元首到一个国家访问的行程。

他补充说，在一个开展国
际活动的国家确保其他国家元
首在我们领土内的安全，这已
成为一项国际协议。我们将从
这些要素中安排巡逻部门。

与此同时，G20 论坛是世
界20个主要经济体的合作论
坛。将于 2022 年 11 月 15 日
至 16 日举行的国际论坛重点
关注经济和发展领域的政策，
包括贫困和小国的政策。

G20 成员国的构成涵盖世
界GDP的80%、全球出口的75%
和世界进口的60%。 （Irw）

【本报讯】蕾特诺外长周一
（26/9）在纽约举行的第77届联
合国大会上呼吁东盟国家继续
前进，不要被缅甸局势所挟
持。并希望得到国际社会的支
持，特别是缅甸邻国的支持，这
对于重振缅甸的民主至关重
要。印尼对缅甸军方在解决缅
甸局势方面，缺乏落实五项共
识的承诺深表关切。

这些要点是停止暴力，缅
甸有关各方为达成和平解决而
进行建设性对话，任命东盟驻
缅甸特使促进对话进程，东盟

分发人道主义援助，以及东盟
特使访问缅甸与各方会晤，东
盟也将继续认真对待缅甸的局
势。

蕾特诺外长指出，印度尼
西亚拒绝成为新冷战的棋子，
我国正在促进与所有国家合作
的模式。印度尼西亚致力于将
东盟团结打造为该地区和平、
稳定和繁荣的火车头，加强东

盟在塑造印太地区秩序方面的
中心地位，确保东盟对我国人
民、区域和世界都很重要。

蕾特诺外长保证，印度尼
西亚还将继续加强与太平洋国
家的合作，以应对包括气候变
化在内的共同挑战。我们希望
将太平洋视为和平、稳定和繁
荣的印太地区的一个组成部
分。 （亮剑）

特蕾诺：东盟必须向前迈进
不被缅甸局势挟持 不当新冷战棋子

【本报讯】佐科维总统表示，
2022年初前来我国观光的国际
游客人数比2021年增加了两
倍。由此显示出人们的连通关
系逐渐摆脱了新冠疫情的枷
锁，并因此推动旅游业的发展。

佐科维总统于9月27日通
过联合国属下世界旅游组织
（UNWTO）YT频道为2022年世

界旅游日发表讲话说：“我们都
为已开始感受到旅游活动的复
苏，人人表示热烈欢迎。今年
初前来我国的国际游客人数比
去年翻了一番。在全球各地也
出现同样的现象，这意味着人
们之间的连通性已开始复苏。”

佐科维称，尽管新冠疫情已
开始稍退，然而我国旅游业仍面

临全球性的挑战。其中是一些
国家出现急剧的通货膨胀、昂贵
的运输燃料、无休止的地缘政治
冲突、以及日益影响人们生活中
各个行业的气候变化。这一切
挑战必须以创造力来面对。

他说：“通过全球的创新及
合作，旅游业必须以包容性及

持续性的全球经济增长为主导
方向，而且必须具有持续性的
环保意识。并须保护当地文化
的恒存性及发挥当地社会民众
积极参与的作用。”

佐科维也提及 2022 年世
界旅游日以“重新考虑旅游”为
庆祝主题。他认为该主题符合

在我国举行20国集团（G20）峰
会的主题，即“共同复苏、强劲
复苏”。他认为，各方必须反思
如何促使旅游业更加稳固及改
善民众福利生活。

他说：“祝世界旅游日快
乐，愿大家享受巴厘岛及印尼
各地的美景及魅力。” （Ing）

为世界旅游日发表演讲

佐科维总统接受“伟大男儿”称号

海军部署 12 艘军舰保护 G20 峰会
9 月 27 日，海军参谋长尤托·玛戈诺上将在雅加达海军
总部下达命令，12 艘军舰将前往巴厘岛海域，确保将于

11 月 15 日至 16 日召开的 G20 峰会顺利进行。

马福称司法部门像一个产业
总统要求根据宪法在司法领域进行改革

【本报讯】政治、法律和安全
事务统筹部长马福评估说，印度
尼西亚的法律就像一个产业。

马福在判断最高法院大法
官苏德拉查（Sudrajad Dimyati）
作为涉嫌贿赂案件的嫌疑人时
传达了这一点。

此外，马福说，最高法院一
直认为法官是独立的，法官的判
决不能受到干涉。

马福周二（27/9）通过他的
Instagram 帐户@mohmahfudmd
表示，突然出现了最高法院大法
官苏德拉查通过破产判决没收
合作资产的案子，这是一个我曾
多次警告过的疯狂的法律产业。

此外，马福说，佐科维总统
对政府铲除腐败的努力在独立
的司法部门失败了感到失望。

马福还表示，总统非常关注
肃贪委对苏德拉查的现场逮捕
行动。据他说，政府一直试图突

破一些国家机构内部的各种封
锁，以铲除“合法”形式的黑手
党，但往往在法庭上失败。

此外，政府还对一些国家机
构内部的腐败案件采取了坚决
的行动。马福举例说明了Asur-
ansi Jiwasraya保险公司、印尼武
装部队保险公司、印尼鹰航公司
和国防部的卫星案件等。

马福评估说，在根除腐败的
努力中，总检察长办公室一直在
努力工作，并成功地展现出积极
的表现，肃贪委也是如此。

但是在最高法院中，反腐败
的努力往往被粉碎，一些贪官被
释放，另一些贪官被判缓刑或减
刑。马福说，我们不能进入最高
法院，因为我们有不同的办公
室，我们是行政人员，而他们是

司法人员。
马福还表示，总统已要求他

根据现有的宪法和法律文书，在
司法领域找到一个改革方案，我
将立即统筹制定一个允许我们
的宪法和法律制度改革的方案。

此前，肃贪委主席费尔利
（Firli Bahuri）表示，在这种情况
下，调查人员根据周四（22/9）至
周五（23/9）在雅加达、勿加西和
三宝垄采取现场逮捕行动
（OTT）的结果，把苏德拉查和和
一些最高法院员工列为嫌疑人。

苏德拉查没有在OTT行动
中被捕，他于周五应召到肃贪
委，在接受讯问后，他立即被捕。

与此同时，来自私营部门
或涉嫌行贿的各方的嫌疑人
是作为倡导者的 Yosep Parera

和 Eko Suparno，以及作为 Inti-
dana 储蓄和贷款合作社的债
务 人 的 Heryanto 和 Ivan Dwi
Kusuma Sujanto。

从 OTT 之后对嫌疑人的
审查来看，苏德拉查涉嫌收受
贿赂，以就宣布 Intidana 储蓄
贷款合作社破产的撤销原判
作出决定。

据称，Yosep和Eko贿赂了
202,000 新加坡元或约 22 亿
盾。然而，在现场逮捕行动期
间，肃贪委破获了205,000新加
坡元和5000万盾。

根据消息，上述贿赂的钱给
了Desi，Desi随后将这笔钱分发
给了涉及此案的嫌疑人。（Irw）

9 月 27 日，基于尊重各个民族传统风俗的原则，佐科维总统在东南苏
省巴务巴务市（Baubau）的 Baruga 王宫接受了 Buton 苏丹所册封“伟

大男儿”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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