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肯定主办肯定主办20232023年年UU2020世界杯世界杯
【本报讯】佐科维总统就

以色列国家足球队参加2023
年U20世界杯的争论发表声
明，肯定的是 U20 世界杯计
划于今年5月20日至6月 11
日在我国多个城市举行。

佐科维总统在声明中肯
定了我国支持巴勒斯坦独立
的一贯立场。他指出，以色
列国家足球队参加U20世界
杯不会影响印尼对巴勒斯坦
的态度。因此，希望各个政
党不要将政治问题与体育活
动混为一谈。

佐科维总统阐释了我国
为举办2023年U20世界杯而
奋斗的经过，这一成就并不
容易。然而政府了解到，有
一股拒绝以色列国家足球队
参加 U20 世界杯的抗议浪
潮。出于这个原因，政府继
续试图找到解决这个问题的
最佳方法。

以下是佐科维总统就以
色列国家足球队参加在我国
举办的2023年U20世界杯引
起的争论的完整声明。

佐科维总统申明，首先，
这是原则，我们的国家印度

尼西亚的原则，始终如一坚
定地争取和支持巴勒斯坦人
民的独立，支持解决以色列
和巴勒斯坦两国纠纷的方
案。这符合宪法，拒绝任何
形式的殖民主义，我们总是
在双边论坛、多边论坛和其
他国际论坛上传达这一点。

通过这次机会，我声明，
印度尼西亚通过激烈竞争，
争取获得U20世界杯的主办
权。而且是经过漫长的选拔
过程，在最后过程中，有三个
候选主办国，即巴西、印度尼
西亚与秘鲁。当时，我国各
方都在努力争取，共同努力，
以便印尼能够举办U20世界
杯。最后，在 2019 年 10 月，
印度尼西亚被国际足联委托
成为 U20 世界杯的主办国。
这是印度尼西亚国家的荣
誉，因为我们获得了信任举
办 U20 世界杯，这是世界上
最受球迷喜爱的体育赛事。

当被指定为东道主时，
我们不晓得哪一些国家将成
为参赛队，因为情况仍处在
资格预审过程中。而以色列
国家足球队有资格参加U20

世界杯选拔的确定性，直到
2022年 7月我们才知晓。我
保证，以色列的参与跟我国
对巴勒斯坦外交政策立场的
一贯性无关，因为我们对巴
勒斯坦的支持一向是坚定和
有力的。

在这次 U20 世界杯赛事
中，我们同意巴勒斯坦驻印
度尼西亚大使的观点，即国
际足联有其成员必须遵守的
规则。所以，不要把体育事
务和政治事务混为一谈。目
前，国际足联也意识到以色
列国家队参加U20世界杯被
拒绝。 但是，我们政府和全
国足球协会（PSSI）仍在努
力 ，以 便 有 最 好 的 解 决 方
案。出于这个原因，我已派
遣全国足协主席埃里克与国
际足联团队会晤，以找到最
佳解决方案。

众所周知，我国举办国
际足联2023年U20世界杯的
命运还是一个问号，因为国
内多方拒绝以色列国家队参
加比赛。这一拒绝使国际足
联取消了原定于3月31日在
巴厘岛举行的2023年U20世

界杯的小组抽签。
3 月 26 日，全国足协执

行委员会成员阿尔雅（Arya
Sinulingga）指出，事实上，我
们还没有收到国际足联的正
式信函，但信息很明确，因为
巴厘省长拒绝了以色列队的
出现，因此没有全体参与者
就无法进行抽奖。

巴厘省长瓦延·科斯特
（I Wayan Koster）是最早坚定
地拒绝以色列球队在印度尼
西亚出现的地方领导人之
一。在一封编号为 T.00.426/
11470/SEKRET 的 信 函 中 科
斯特省长表达了这一拒绝。
信函是寄给青年和体育部
长。

这名印尼斗争民主党政
治家的理由是，以色列对巴
勒斯坦的政治政策不符合印
度尼西亚政府采取的政治政
策。印度尼西亚与以色列没
有合作关系。在这方面，我
们要求部长采取措施，禁止
以色列国的球队在巴厘岛参
赛。我们，巴厘省政府宣布，

我们拒绝以色列国球队参加
巴厘岛的赛事。

3 月 23 日，中爪哇省长
甘贾尔也表示拒绝以色列在
印度尼西亚比赛。甘贾尔表
示，作为印尼斗争民主党干
部，我必须维护苏加诺总统
继续支持巴勒斯坦独立的使
命。我们已经晓得苏加诺对
巴勒斯坦的承诺，无论是在
亚非会议、不结盟运动还是
在新兴力量会议上都表达了
这种承诺。所以我们遵循其
指示。

3 月 15 日，在雅加达市
巴勒斯坦大使馆举行的新闻
发布会上，巴勒斯坦驻我国
大 使 朱 哈 伊 尔（Zuhair Al
Shun）表示，我们不反对以色
列国家队参加 U20 世界杯，
我们把决定权交给了印度尼
西亚政府。每个国家参与这
项享有盛誉的活动与支持行
动无关。 当然，参加这次活
动的每个国家的参与跟喜欢
或不喜欢参与国的问题无
关。 （亮剑）

总统主持锡江- 巴列巴列铁路投运

解禁节共同假期改为4月19日至25日
3 月 29 日，人力资源建设与文化统筹部长穆哈吉尔（右

三）在一群部长和高官见证下，宣读了经过修改的三部长联合
决定书，表明2023年解禁节共同假期改为4月19日至25日。

3 月 29 日，佐科维总统为锡江（Makassar）- 巴列巴列（Parepare）的铁路
线主持投运仪式。他在讲话中说，这是跨苏拉威西铁路线建设计划的一部
分，希望将来能建成苏拉威西群岛南北贯通铁路线。

总统主持锡江总统主持锡江--巴列巴列铁路投运巴列巴列铁路投运
希望将来能建成苏拉威西岛南北贯通铁路线
【本报讯】佐科维总统于

3 月 29 日 为 锡 江（Makas-
sar）- 巴列巴列（Parepare）的
铁路线主持投运仪式，他还
通过总统府秘书处 YT 频道
声称，这是跨苏拉威西铁路
线建设计划的一部分。

佐科维总统说：“尽管现
在的铁路线只从锡江连接到
巴列巴列，但愿这条铁路线
也能从南苏省锡江时连接到

北苏省万鸦老市（Manado），
完成苏拉威西群岛南北贯通
的铁路线。”

他说，如果苏拉威西以
后有更多的列车，就不要仅
用于客运而已，而是也要发
展用以旅游活动和货运的需
要。

除此之外，这条铁路线
也将提供竞争力，国家的竞
争力也会更好，这是因为商

品是通过廉宜方便的交通工
具运输的，同时也是政府可
给社区和企业家的选项，可
使用这条铁路线运货。

佐科维补充说，我国所
有的大城市，几乎可以说都
太慢建设大规模公众捷运系
统，其实这是省区之间、城市
之间和县区之间，最迫需也
最便宜的交通运输设施。

（Sm）

政府修改政府修改20232023年解禁节共同假期年解禁节共同假期
部长们一致同意改为4月19日至25日
【本报讯】政府修改2023

年解禁节共同休假日期，从
之前规定的 4 月 21 日至 26
日，改为4月19日至25日。

人力资源建设与文化统
筹部长穆哈吉尔（Muhadjir
Effendy）于3月29日在雅加达
办事处说：“根据三位部长联
合决定书的规定，2023年解
禁节假期改为4月19日至25
日。假期提早及增多1天，即
于4月19日开始放假。”

上述修改假期之事除了
人力资源建设与文化统筹部

长穆哈吉尔、劳工部长伊达
（Ida Fauziah）及宗教部长雅
谷（Yaqut）一致决定之外，同
时也已获得国家机构改革部
长阿纳斯（Anas）的同意。

穆哈吉尔部长表示，上
述解禁节假期提早1天的原
因是为避免出现交通拥堵现
象。他说：“考虑到提早及增
加1天的假期，主要是为社会
民众提供顺利返乡的机会，
以免公众在4月21日解禁节
那天出现返乡高峰的现象。”

根据交通部的观察，今年

的返乡人数预估达到1亿2300
万人次。而去年的返乡人数达
8500万人次，因此今年会出现
返乡人数剧增的现象。他说：

“政府就此事由三位部长签署
了上述联合决定书。”

穆哈吉尔补充说：“我要
求相关的部门，如交通部、国
军和警方提供有关2023年解
禁节返乡的人流活动报告，
以使更良好地控制返乡潮流
势的运作实施。” （In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