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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印度尼西亚政治

1.印尼中央政府动态

政府拟于九月份完成电子信息与交易法的修订。《雅加达邮报》8 月 2 日报道：政府正
计划于九月份完成 2008 年第 11 号法律电子信息与交易法的修订工作，这比原定七月份完成
晚了两个月。目前，政府与国会已经完成了修订草案问题清单里 33 个议题的讨论工作，现在
只需再完成另外 8项议题的审议工作即可。

印尼三大机构合作反恐。新加坡《联合早报》8 月 4 日报道：印度尼西亚三大机构——国
家反恐局、文化与教育部及通讯与新闻部将携手合作，一起反恐。国家反恐局局长苏哈尔迪
表示过去 10 多年来，极端分子一直通过教科书和网站来宣扬极端主义，因此反恐局希望文化
与教育部和通讯与信息部能够遏止极端分子这么做。

能源与矿产资源部长因双重国籍被解职。印尼《好报》8月 15 日报道：出任还不到一个
月的能源与矿产资源部长达哈尔（Archandra Tahar）最近被传拥有印尼、美国双重国籍。印尼
法令有明文规定，凡是双重国籍的人士不得出任内阁部长。另据《雅加达环球报》8月 15 日
报道总统佐科已解除达哈尔能源与矿产资源部长职务。海洋统筹部长卢胡特•潘查伊坦（Luhut
Binsar Pandjaitan）将临时兼任能源与矿产资源部长，直到总统找到合适替代人选为止 。

总统向前总警长颁发二级英雄勋章。印尼《国际日报》8月 16 日报道：佐科总统 8 月 1
5 日在雅加达国家宫向前任总警长巴德罗丁•海迪（Badrodin Haiti）退休将军颁发二级英雄勋
章（Bintang Mahaputra Adipradana），表扬他在任期间对国家的贡献。除此之外，多位县长
及文化名人亦获嘉奖。

国家反恐局宣誓尊重人权。《雅加达环球报》8月 18 日报道：国家反恐局与国家人权委
员会签署备忘录，以期在印尼打击恐怖主义行动中执行人权方针。国家反恐局局长苏哈尔迪
（Suhardi Alius）表示，尽管两个机构尚未讨论消灭恐怖主义过程中的人权问题，但他希望该
协议能够促进双方日后的合作。国家人权委员会也表示双方在后期会以更具体的行动跟进这
一协议。

总统府表示勿把赦免税收政治化。印尼《国际日报》8月 30 日报道：虽然许多人支持政
府当前实行的税收赦免法令，但也有不少人对这项国家法令产生反感，并把问题推向政治化，
对政府的政策抨击。内阁秘书帕来摩诺·阿侬（Pramono Anung）8 月 29 日在雅加达总统府表
示，政府确实有必要证实上述法令的效能，即能提高国库收入，并对国家建设产生积极的正
面影响。他表示税收赦免措施的主要目标是要如何追踪那些在国外存款或未申报存款及资产
的纳税人。

2.印尼民意代表机构动态

人协议长谴责丹绒巴莱事件要求警方彻查幕后黑手。印尼《国际日报》8 月 1 日报道：
人协议长祖尔基夫里·哈桑（Zulkifli Hasan）针对 7月 30 日晚间在苏北省丹绒巴莱（Tanjung
Balai）所发生的纵火焚烧佛教寺庙的不法行为表示谴责，并要求警方必须对肇事者采取严厉
制裁。另据《国际日报》8 月 4 日报道：警方已经逮捕涉嫌在雅加达通过社交媒体散布仇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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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论的艾哈迈德·陶菲克。政治法律安全统筹部长维兰托（Wiranto）表示，对散布仇恨言论
导致此次骚乱事件的肇事者必须追究和查处。并称赞当地政府在事发后立即与社区领袖协调，
制止继续发生对寺庙的破坏行动。

人协举行宪法日纪念活动。印尼《国际日报》8月 9 日报道：为了提高公众的宪法意识，
人协将于 8 月 18 日举行宪法日纪念活动。人协秘书长马鲁夫（Ma'ruf Cahyono）表示，根据
2010 年第 18 号总统令，宪法日活动不仅是一种纪念仪式，也是提高公民宪法意识的时机。此
外，还将举办学生知识竞赛，包括研讨重新制订国家总方针，变革需要一步一步来。

国会表示成立全球反腐组织加强打击议会腐败。印尼《国际日报》8月 23 日报道：国会
决定通过成立全球反腐败议员组织（GOPAC）加强打击议会贪污腐败。并希望GOPAC 最终
能致力于预防和根除发生在议会和议会活动中的贪污腐败行为。除了打击贪腐，GOPAC 还
承当另外四个使命，即反洗钱，加强议会监督，改善议会道德和行为，促进公众参与。

国会通过 2017 年国家预算草案。印尼《国际日报》8 月 24 日报道：国会通过政府所提
交的 2017 年国家收支预算草案。明年国家收支预算案主要的宏观设想或指标，其中是国家预
算总收入为 1737.6 万亿盾，国家预算开支总额为 2070.5 万亿盾，因此将出现的预算开支赤字
约达 332.8 万亿盾，占国内生产总值（PDB）2.41%。

国会副议长敦促政府提交普选法案。《雅加达环球报》8月 26 日报道：国会副议长法德
利（Fadli Zon）呼吁政府加快提交普选法案，试图要在明年中期加速公开 2019 年选举的筹备
情况。该法案融合了 2012 年的国会选举法、2008 年总统选举法以及 2011 年选举委员会法，
并且已经被列入 2016 年的国家立法计划。

3.印尼政党动态

繁荣公正党将支持山迪阿卡·乌诺参加 2017 年雅加达省长选举。《雅加达环球报》8月
1 日报道：繁荣公正党（PKS）表示将很有可能会支持商人山迪阿卡·乌诺参加明年的雅加达
省长选举，此前大印尼运动党已经提名他为 2017 年雅加达省长候选人。繁荣公正党是雅加达
市议会第三大党，而大印尼运动党是第二大党。若两者联盟将有足够的席位来提名候选人。

七党大联盟角逐雅加达省长。印尼《好报》8月 9 日报道，7个政党地方理事在雅加达就
推举 2017 年雅加达省长候选人而成立“亲戚联盟”（Koalisi Kekeluargaan）。进入联盟的 7
个政党即印尼民主斗争党（PDI-P）、大印尼运动党（Gerindra）、民主党（Partai Demokrat）、
繁荣公正党（PKS）、建设团结党（PPP）、民族觉醒党（PKB）和国家使命党（PAN）。除
了宣布组建联盟外，7个政党地方理事还就推举雅加达省长候选人的标准事宜达成协议。

民主斗争党被敦促提名钟万学参加 2017 年雅加达省长选举。《雅加达环球报》8月 12 日
报道：自称为印尼民主捍卫者的团体组织敦促印尼民主斗争党提名现任省长钟万学以寻求明
年雅加达省长连任。该团体认为如果民主斗争党支持钟万学，这将表明其政党是支持廉政建
设的一方。因为钟万学是一个敢于反腐、精简官僚机构并时刻将公共利益牢记于心的省长。

专业集团党主席相信民主斗争党将支持钟万学竞选连任。《雅加达环球报》8月 13 日报
道：专业集团党主席塞特亚•诺凡多（Setya Novanto）相当自信的认为民主斗争党将很快支持
现任省长钟万学参加明年的省长连任。另据印尼《国际日报》8月 19 日报道，雅加达副省长
查罗特（Djarot Saiful Hidayat）披露民主斗争党总主席梅加瓦蒂支持他和钟万学继续搭配竞选
连任的可能性。《雅加达环球报》8 月 30 日报道，尽管印尼民主斗争党目前尚未公布其候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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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但其副秘书长西托鲁斯（Eriko Sotarduga Sitorus）表示钟万学仍然是其首选。
山迪阿卡•乌诺选希福兰为竞选搭档。《雅加达环球报》8 月 17 日报道：大印尼运动党提

名的雅加达省长候选人山迪阿卡•乌诺（Sandiaga Uno）已经决定选择雅加达行政秘书希福兰
（Saefullah）为其明年选举中的竞选搭档。此前，据说乌诺被指定为印尼民主斗争党的省长候
选人的搭档。然而，民主斗争党已经表现出支持钟万学的迹象，乌诺由此决定选择希福兰为
其竞选搭档。

诺凡多称专业集团党励精图治有望再跻身印尼第一大党。印尼《好报》8月 23 日报道：
专业集团党总主席塞特亚·诺凡多（Setya Novanto）称专业集团党内部冲突获得解决后，专
业集团党的可信度越来越高，目前专业集团党的可信度已由党内发生冲突时的 8%增至 15%。
他同时希望专业集团党能再次成为印尼第一政党。

4.其他动态

选民将能在 2019 年大选同时为国会议员和总统投票。《雅加达环球报》8月 3 日报道：
2019 年的大选将会成为一个历史性的时刻，因为政府推出一项新选举形式的政策，即允许选
民在同一天为其支持的国会议员和总统候选人投票。新选举法将确保 2019 年大选的公平公正
性，同时简化组织者的选举管理工作。下次大选时间定于 2019 年 4 月。

现任地方首长参加竞选必须休假的规定面临司法审查。印尼《国际日报》8月 6 日报道：
雅加达省长钟万学要求宪法法院对“现任地方首长在参加 2017 年竞选期间必须休假”的法规
进行司法审查。钟万学最担心的是长达 4个月的竞选期恰好与编制 2017 年地方预算案的时间
重合。如果必须休假参加竞选，钟万学只怕无法监督地方财政预算案的编制过程。

伊萨努汀·努尔西在雅加达选举中的独立候选人资格被取消。《雅加达环球报》8 月 8
日报道：由于经济学家伊萨努汀•努尔西（Ichsanuddin Noorsy）及其竞选搭档艾哈迈德（Ahmad
Daryoko）未能达到参加明年雅加达选举的要求，雅加达普选委员会（KPUD）随后取消了他
们的独立候选人资格。雅加达普选委员会主席苏玛尔诺（Sumarno）表示共有 8名独立候选人
都因不符合条件被取消参选资格，届时将没有独立候选人参选 2017 年雅加达省长选举。

肃贪会主席感叹管理其机构的法律太“过时”。《雅加达环球报》8月 10 号报道：肃贪
会主席阿古斯•拉哈尔佐（Agus Rahardjo）表示管理其机构的法律太过时了，因为肃贪会只能
处理那些造成国家损失超过十亿卢比的腐败案件，且这些案件还得涉及官员并引起舆论关注。
他感叹如今的腐败形式多样而肃贪会管辖范围太小，并认为反腐法应该适用于每个人。

内政部长表示雅加达省长选举按预定日程进行。印尼《国际日报》8月 15 日报道：内政
部长扎赫约•库莫罗（Tjahjo Kumolo）8 月 14 日在雅加达表明，2017 年雅京省长选举进程已按
照雅京选委会设定的时间表开始进行，其中一个已实施的步骤是，8月 3 日至 7日接受雅京省
长-副省长独立候选人提交参选资料。接下来将于 9月 19-21 日接受政党提名的候选人报名登
记。雅京选委会估计，在 2017 年雅京省长选举中，雅京市民的参选率可达 77.5%，比 2014 年
总统大选时的参选率（72.3%）提高 5.2%。

【编者评论】在中央政府动态方面，新任能源与矿产资源部长达哈尔被曝持有印尼、美

国双重国籍引起印尼社会一片哗然，刚上任不久就被佐科解职。由于哈达尔是在近期第二次

内阁改组中接受佐科委任，印尼社会有声音认为这是佐科及其政府行政失误的表现，佐科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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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的公信力可能也会因此遭到质疑。另外，印尼税收赦免政策也是关注的焦点。印尼政府寄

望于税收赦免拉动 GDP 经济增长，但该条例实施一个多月后的效果却远远低于预期，导致该

条例饱受质疑，不少人抨击政府政策并将问题推向政治化。在政党消息方面，随着雅加达省

长选举开始预定进程，各政党相互间的竞争也激烈起来。尽管民主斗争党迟迟未正式公布其

支持的候选人，但有迹象显示钟万学仍然是第一选择，民主斗争党可能商在等待合适时机宣

布其决定，由此也能看出该党对此次选举的谨慎与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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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印度尼西亚经济

1.印尼经济动态

政府将推出更多的经济政策来维持经济复苏势头。《雅加达邮报》8 月 5 号报道：印尼
财政部长莉·穆尔亚妮·英德拉瓦迪（Mulyani Indrawati）向外界表示，政府将继续推出一系
列新的经济政策来维持目前经济复苏势头。她强调，印尼第二季度 5.18%的经济增长率相比
起第一季度 4.92%的经济增长率来说有很大的进步，政府依然将小心翼翼地监控这些经济指
标，并推出一些政策来作出回应，同时也将努力维持现在的通货膨胀率，为民众创造更多的
就业机会。据悉，政府将在本周推出 13 个一揽子经济政策。

印尼居民消费信心指数自 2015 年以来再创新高。《雅加达环球报》8 月 8 号报道：印尼
中央银行表示，印尼 7月份居民消费信心指数达到自 2015 年以来的最高值。7月份居民消费
信心指数从 6 月份的 113.7 升高到了 114.2，这主要是经济情况改善所造成的。但是央行补充
道，在分类指数中，对雇佣条件的评估指数下降到了 127.1，主要因为印尼居民对就业率不太
乐观。而根据 18 个城市的 4600 份调查问卷显示消费者预期未来三到六个月的物价压力将会
下降。印尼七月份通货膨胀率达到了 3.21%，是自 2009 年十二月以来的最低点。

印尼希望乌克兰能够投资印尼的小麦产业。《雅加达邮报》8月 8 号报道：5号印尼总统
佐科和乌克兰总统波罗申科举行了双边会谈，双方一致同意加强农业部门的合作与交流。除
了转让技术，佐科总统表示他期待乌克兰能够投资印尼的农业，尤其是小麦产业。佐科总统
亲自见证了印尼农业部和乌克兰粮食部门签署合作协议。印尼农业部部长阿姆兰·苏莱曼（A
mran Sulaiman）说到：“我们邀请他们投资印尼的小麦产业，因为乌克兰以小麦种植技术闻
名，我们希望在苏门答腊岛发展小麦种植技术。”据悉，乌克兰是全世界最大的小麦生产国，
其中 60%的小麦都出口到了印尼，而印尼出口乌克兰 60%的商品则是棕榈油。

印尼直销业协会：传销式虚假投资造成的经济损失高达 126.5 兆卢比。 印尼《星洲日报》
8 月 8 日报道：来自于印尼直销业协会（APLI）的纪录显示，由传销式的虚假投资所造成的
经济损失高达 126 兆 5 千零 40 亿卢比。APLI 一名官员周三（3日）在雅加达丽嘉酒店表示，
从 1975 年到 2015 年由传销式的虚假投资造成的经济损失高达 126.5 兆卢比。他指出，数十家
企业曾经参与到虚假投资中，但未明确知道有多少企业参与其中。即使如此，他肯定，国内
以传销方式和进行虚假投资企业数量，与年俱增。据协会追索结果显示，国内经济低迷使得
虚假投资企业如雨后春笋般层出不穷，印尼对此成立了专门的单位来追查虚假投资。该警惕
投资专案值勤单位，是由各政府机关，包括金融劳务主管机构（OJK）、商业部、电信与信
息部、合作社与中小企业部、总检察院、警方及投资统筹机构的人员组成。

印尼可能将把企业所得税率降低至 10%。《雅加达邮报》8月 12 号报道：财政部负责税
务的一名官员表示，在预期的纳税法修正案中，印尼可能将现有的 25%的企业所得税税率降
低至 10%。他表示，政府已经把该修正案提交国会讨论，稍后国会将会批准该法案。为了支
持租税特赦法案的实施，印尼政府一直计划修改法律来降低普通税收税、所得税税率和增值
税税率，修改草案也已经提交给了国会。在这之前，佐科总统曾表示可能将印尼的企业所得
税从 25%降至 20%，最后降至 17%，因为印尼最富有的邻国新加坡一直执行的是 17%的企业
所得税政策。该官员最后表示，政府一切行动的目的都是为了提高印尼的经济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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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尼工业部加速肯德尔工业区建设来推动纺织业发展。印尼《商报》8月 12 日报道：工
业部加速肯德尔（Kendal）工业区的建设，来推动国内纺织及其产品工业的发展和竞争力。
工业部长艾尔朗卡（Airlangga Hartarto）于昨日在雅加达发布的新闻稿说：“工业部全力支持
肯德尔工业区的建设，尤其是因为该工业区提供专为纺织及其产品，从上游至下游结合的工
业簇群。”工业部长与肯德尔工业区（KIK）总监兼 Jababeka 工业区集团总监Hyanto Wihadhi，
在工业部大厦进行会晤后，作出上述表示。艾尔朗卡希望，KIK 工业区的纺织及其产品工业，
有能力提升国产在国内和出口市场的附加价值和竞争力。KIK 工业区将建有结合时尚都市
（Kota Mode），总面积 100 公顷。时尚都市将备有一些设施，其中包括原材料供应中心、购
物中心、展览中心，以及纺织产品研究和开发中心。

大宗商品价格反弹提振印尼二季度经济。新华社 8月 5 日报道：印尼中央统计局 5 日公
布的数据显示，受全球大宗商品价格反弹提振，印尼今年第二季度国内生产总值（GDP）同
比增长 5.18%，增速快于第一季度的 4.91%。数据显示，第二季度印尼居民消费相对强劲，同
比增长 5.04%，略高于第一季度的 4.94%；固定资产投资增长 5.06%，低于第一季度的 5.57%；
出口下滑 2.73%，降幅较第一季度有所收窄。印尼是大宗商品的主要生产国和出口国之一，
大宗商品价格近年来持续低迷导致印尼出口收入降低，影响了投资者投资意愿并削弱了百姓
购买力。

印尼橡胶业协会：支持投资统筹机构重新评估投资负面清单。印尼《商报》8月 19 号报
道：印尼橡胶业协会（GAPKINDO）对投资统筹机构（BKPM）主任将对今年 4月发布的投
资负面清单（DNI）进行重新评估的计划表示欢迎。GAPKINDO苏北省分会执行秘书艾迪（Edy
Irwansyah）日前在棉兰说：“我们大力支持重新评估投资负面清单是因为考虑到国内胶粉工
业的闲置产能达 40%。如果不加以控制，限制产能将越来越大。”如果闲置产能越来越大，
这将引起更激烈的竞争，这种情况当然有利于外资企业的生存。外资企业生存能力强还因为
获得低息的营业资本贷款，利息低于 4%，远低于国内的平均利息率 10%至 13%。尽管外资企
业获得低息营业资本贷款，但他们从农民手上购买的橡胶价格与非外资企业的买价相同，导
致在目前橡胶价格大跌时，胶粉工业的竞争更加激烈。

印尼总统：取消多部门联合办理投资执照机制，由投资统筹机构一站式发放。印尼《星
洲日报》8月 26 号报道：印尼总统佐科下令，取消多部门联合办理执照的机制，就在投资统
筹机构（BKPM）统一发放投资执照。总统表示，推行一站式办理服务，投资商就无需到多
个部门团团转来办理投资执照。他同时指出，往后印尼经济增长的关键在于投资，因此投资
统筹机构的一站式服务需要继续改进和整顿，特别要加速服务速度，使服务变得更好。总统
下令凡与投资有关的一切，必须得有相应的服务标准，让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真正能够形成
合力。总统希望有关部门继续跟进投资执照办理程序简化事物，不断提升自身服务水平，不
让外国投资商在办理营业执照的时候遇上麻烦。

租税特赦法案意在针对印尼的富人。《雅加达邮报》8月 29 号报道：政府再次表示，这
次租税特赦法案针对的核心目标是将自己资产隐匿海外的印尼富人。经济统筹部部长达尔敏.
纳苏迪安说道，政府针对的只是将资产隐匿到海外的富人，公众无需对此感到恐慌。他强调，
租税特赦发不针对中小纳税人，该法直接目标就是逃税的大户。根据该法，租税特赦法针对
的对象是任何根据现行纳税方案具有纳税义务和个人或者集体。目前，达尔敏说道，全印尼
的纳税机构正在推动纳税人来加入到政府的这一核心项目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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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印尼企业发展动态

Link Net 公司上半年净收入增长 26%。《雅加达环球报》8月 5 号报道：印尼最大的网络
和电视支付服务供应商 Link Net 向外界表示，相比去年同期，今年上半年的公司净收入增长
了 26%，达到 3780 亿卢比。该公司是印尼力宝集团控股的第一媒体旗下的子公司，一到六月
年收入增长率为 13%，达到了 1.39 万亿卢比。该公司已经在印尼最大的三个城市扩展自己的
服务网络。据悉，截止到今年六月，已经有 174 万家庭正在使用该公司的服务。据悉，link Net
和雅加达环球报同属于力宝集团。

烟草、面条广告支出占到上半年广告支出的一半以上。《雅加达邮报》8月 18 号报道：
在 2016 年上半年的印尼国内的广告支出中，烟草、面条、水果的广告支出占到了一半以上，
这主要是因为斋月和开斋节期间居民大肆采购商品造成的。2016 年上半年广告支出总计达到
67.7 万亿卢比，相比去年同期增长了 18.15%。其中，烟草广告支出占到了 4889 亿卢比，面条
广告支出处于第二位，水果广告支出达到了 3554 亿卢比处于第三位，而廖内省政府的广告支
出达到了 3345 亿卢比，处于第四位，与去年同期相比增长了 45%。

亚洲航空计划在印尼新开五条航线。《雅加达环球报》6月 24 号报道：为了在印尼开辟
新的旅游目的地，亚洲航空计划在印尼国内新开五条航线。亚洲航空总裁托尼·费尔南德斯
（Tony Fernandes）在周三说道：“印尼还有很多地方亟待发展，我们正在研究创造下一个万
隆或者是巴厘岛，旅游可以给这些地方带来更多的就业机会”。他拒绝向记者透露这些航线
的目的地，因为这可能会向亚洲航空的对手泄密。然而，他表示这些航线将会覆盖印尼东部
和西部的一些城市，每年将会给这些城市额外带来六百万的游客。据悉，费尔南德斯在国会
大厦与佐科总统就印尼的生态旅游潜力进行了会谈，他同时表示双方也就亚洲的资本结构进
行了会谈。

CVC投资公司将获得西罗亚国际医院 15%的股权。《雅加达环球报》8月 29 号报道：全
球领先私募股权和投资咨询公司 CVC耗资 2.2 万亿卢比购得印尼力宝集团旗下的西罗亚国际
医院 15%的股权。CVC是通过私募的方式获得 Lippo Karawaci 和 brokerage Ciptadana 手中的股
权，所募得的资金将用来支持西罗亚国际医院的扩张。Lippo Karawaci 是 Lippo Group 旗下的
一家房地产开发商，其董事长向外界表示，该公司一直致力于扩大该医院在全国的网络，CVC
的加入会使这一目标变得更加现实和有把握。

3.印尼银行金融业

花旗印尼 2016 年上半年净收入增长 55%。《雅加达环球报》8月 17 号报道：美国花旗银
行印尼分行在 2016 年上半年的净收入增长 55%，这主要是由于今年上半年净利率收入大幅增
长和运营成本的降低所造成的。2016 年上半年该行净收入达到了 1.2 万亿卢比，而全年同期
的净收入只有 7770 亿卢比。该行今年上班年的净利率收入在出去支付的存款利息之后，与去
年同期相比增长了 15%，达到了 2万亿卢比。而花旗印尼的运营成本得到明显的控制，其中
金融资产减值津贴下降明显，这有力的提高了该行的运营效率。

印尼央行修改 2016 年贷款增长目标。《雅加达邮报》8月 22 号报道：印尼国内的贷款需
求市场暗淡，导致央行下调今年的贷款增长目标，把它从原来的 11%～14%下降到个位数。
央行一名官员表示，相比第一季度 8.7%的贷款增长率，第二季度只有 8.9%，这表明最近的货

http://www.cistudy.cn/do/search.php?type=title&keyword=%B9%AB%CB%B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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币政策并没有很好的促进贷款的增长，所以央行预期今年底的贷款增长率只有个位数，可能
只有 7%～8%。央行希望宽松的货币政策和审慎的财政政策能够有效刺激银行贷款的增长，
各种政策组合能够在全球经济前景不明朗的情况下刺激印尼经济的增长。

印尼宝石银行将任命新的技术和运营总监。《雅加达环球报》8月 25 号报道：近日，由
印尼阿斯特拉国际集团和英国渣打银行控股的印尼宝石银行宣布任命阿布迪·达尔马·萨利
明（Abdy Dharma Salimin）为新的技术和运营总监。自从 2005 年以来，阿布迪一直担任的是
渣打银行新加坡分行的全球技术负责官。在之前，也在渣打银行担任过很多重要的职位，例
如产品策划总监，首席信息官，全球绩效管理总监和全球运营总监等等。他同时也在花旗新
加坡分行和花旗印尼分行担任过信贷政策和信贷受理总监。印尼宝石银行在周四的股东会议
后向外界声明，对阿布迪的任命是该行一直努力引进人才的一个缩影，有了他在国际银行工
作的经验，相信阿布迪未来在宝石银行能够扮演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据悉，该任命在得到
银监会的批准之后会立即生效。

印尼央行：印尼流动性十分充足。《雅加达邮报》8月 31 号报道：央行认为地区财政划
拨资金的延迟下发并不会对国内流动性造成太大的影响，并且强调印尼流动性仍然十分充足。
央行副行长佩里·瓦吉悠（Perry Warjiyo）表示注入政府债券，股票和企业债券的外国资本在
今年的基础上已经达到了 160 万亿卢比，相比去年同期是一个 180 度的大转弯。现在市场流
动性对银行来说是十分足够的，如果有任何流动性紧张的信号，央行会向银行业和市场注入
流动性来确保银行可以提供足够的贷款来支持经济发展。考虑到这个情况，央行鼓励地方政
府关注经济发展潜力。为了帮助地方政府发展经济，央行会同国家振兴研究所和摄政地区管
理委员会举办了一个经济发展研讨会。

4.印尼进出口贸易动态

印尼经济统筹部长：货物港口滞留时间再缩短至 2.5 天。印尼《国际日报》8月 8 号报道：
经济统筹部长达尔敏近日表示，政府决定将货物港口滞留时间从原来的2.8 天再缩短为2.5天。
经济统筹部工商统筹方面部长助理艾迪（Edy Putra Irawady）透露，这要归功于海关总署已下
发意见书表示卸货或出货的过程已不必等待货主即可进行，也就是说报关过程完成之后，就
待办理通关手续而已。为解决通关手续问题，政府下周将与港口当局（OP）协调，希望港口
当局能够再进行突破，把货物港口滞留时间再缩短一天。前些时，缩短港口滞留时间工作队
主席阿贡（Agung Kuswandono）曾说过，如果港口滞留时间要达到只有 2天，就必须采取几
个步骤，其中就是要再改善一些造成装卸货物时间缓慢的规定，此外也必须加速通过红线的
查货过程，就是说移交商品之后，必须在第二天 12 点之前完成。

政府要求生牛进口商必须建造养殖场。《雅加达环球报》8 月 8 号报道：一名政府官员
向媒体透露，印尼政府打算要求生牛进口商建造养殖场，否则他们将拿不到进口许可证。他
表示，这些进口商必须当起饲养员，之后才会有资格得到进口许可证。生牛进口商必须向政
府提交一个为期五年的养殖场建造计划，这是获得许可证的前提。据悉，政府对此将会出台
具体的操作细则和规定，此举在外界看来是印尼政府为了减少国内对进口牛肉的依赖。

印尼将成立首家锡产品物流中心。印尼《商报》8月 25 号报道：印尼不久后将拥有首家
锡产品物流中心，这将使印尼更具竞争力，此外也将促使更多的锡产企业到印尼交易所进行
锡产品交易。印尼商品与衍生交易所（ICDX）总经理Megain Widjaja 声称，将兴建一流的 ICDX



11

物流保税区（ILB），如目前新加坡所拥有的仓库，可以储藏大量从印尼采购的锡矿。他向记
者表示，ILB 是最佳选择，对业者有利因为从印尼采购锡矿之后可以把它储藏在这里，而且
储存在 ILB 可以压低运输费及物流。而在印尼采购锡产并储存在 ILB 还可以获得优惠的价格
优待。

印尼水泥业协会：今年水泥产能严重过剩，出口可达 150 万吨。印尼《商报》8月 31 日
报道：日前，印尼水泥业协会（ASI）总主席威多多·善多梭（Widodo Santoso）向外界表示，
截止到今年 7 月底，印尼国内水泥对外出口增加，到年底水泥出口有望达到 150 万吨，而去
年只有 100 万吨。根据印尼水泥业协会的数据，今年一到七月份，在全球水泥过剩的大背景
下，印尼国产水泥对外出口却在增加。该主席表示，国内水泥产量也是严重过剩，今年新增
了 6家水泥工厂，所以印尼水泥生产商也要与水泥产量同样过剩的越南、泰国、美国和中国
竞争。印尼目前已经是东南亚第一大水泥生产国，总产量达到了 9200 万吨，由于国内水泥产
量的过剩，许多水泥制造工厂已经开始停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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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印度尼西亚社会宗教文化

1.反恐与社会稳定

一名东印尼圣战组织成员投降。《雅加达邮报》8 月 6 日报道：周五晚上，在国家情报
机构人员进行围剿行动时，一名东印尼真主伊斯兰游击队”（East Indonesia Mujahidin, MIT）
成员 Juhri, alias Tamar 向行动人员投降。自从MIT 头目桑托索被击毙之后，印尼政府就呼吁他
的追随者向政府投降，以获得宽恕。有情报显示，MIT 成员平时伪装成信息员或后勤人员，
帮助那些有意向加入MIT 的人进入恐怖组织。

警察总长：印尼应采取更多行动打击伊斯兰激进布道。新加坡《联合早报》8 月 8 日报
道：印尼各地的清真寺举行了激进布道，宣扬塔克菲尔（Takfir）刑律，即驱逐背弃伊斯
兰者。印度尼西亚警察总长蒂托指出，这类“激进言论”培养了潜在的恐怖分子，必须
采取更多行动打击传播激进思想的伊斯兰布道活动。印尼反恐官员此前也曾警告，逊尼
派武装分子经常以宗教之名发动暴力恐袭，他们声称袭击的目的是为了执行强硬的塔克
菲尔刑律。

印尼恐怖组织大多受海外资金援助。《雅加达邮报》8月 10 日报道：金融交易报告与分
析中心（Financial Transaction Reports and Analysis Center）透露，印尼境内的恐怖组织所用资金
大部分来自海外。金融交易报告与分析中心副主席阿格斯·森多索（Agus Santoso）说，他们
已经查出大量援助印尼恐怖组织建立的资金来源于包括澳大利亚和中东国家在内的海外精英
人士之手。援助者通过多种途径向印尼境内恐怖组织提供资金，比如通过来自马来西亚、新
加坡和中东国家的移民转移资金。

警察总长：印尼反恐法弱点太多须纠正。新加坡《联合早报》8月 15 日报道：印度尼西
亚全国警察总长蒂托指出，印尼现有的反恐法存在太多弱点，他希望有关当局在修订反恐法
时予以纠正，并考虑现代恐怖与极端主义的最新发展趋势。印尼目前的反恐法令是在 2002
年巴厘岛特大爆炸案发生后隔年颁布的，此后历届政府频频提起有必要修改反恐法令，
但直到雅加达今年 1 月遭受连环恐袭，修改反恐法的草拟工作才完成。国会目前在审议
此法案。据印尼媒体报道，蒂托指出，现有反恐法不足的地方包括如何防止恐怖主义滋
生、恐怖分子在服刑之后应该如何接受改造教育。

接武装分子恐袭情报，巴厘岛警方加强安保。新加坡《联合早报》8 月 24 日报道：
印度尼西亚著名旅游地巴厘岛的警方加强了岛上的安保，因为有情报指武装分子意图在
当地展开恐袭。印尼反恐警察上周末透露，他们在苏门答腊逮捕了一名疑似武装分子后，
正在调查他是否准备对巴厘岛发动恐袭。警方从该名嫌疑人家里搜获了炸弹和高爆炸药。
巴厘岛曾在 2002 年发生特大炸弹爆炸案，导致 200 多人死亡，其中大多数是澳洲旅客。

棉兰恐袭嫌凶对伊国组织“着迷”。新加坡《联合早报》8 月 29 日报道：证据显示，
28 日在印度尼西亚棉兰市刺伤一名神父的 17 岁男子对极端组织伊斯兰国“非常着迷”。他
是受上个月恐怖分子在法国刺杀一名神父所激发而作案。在 28 日星期天，在北苏门答腊省
首府棉兰市，17 岁学生伊凡（Ivan Armadi Hasugian）到当地一座天主教堂假意参加弥撒，
后来走向主持弥撒的神父，用刀捅入他的左臂。伊凡还企图引爆身上的一枚土制炸弹，但
炸弹威力很小，只炸伤了他自己，而没有伤及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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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贩毒集团云集印尼。新加坡《联合早报》8月 17 日报道：印度尼西亚当局发现，目
前有至少 72 个国际贩毒集团在境内活动，使印尼成为东南亚区域最大毒品市场。另据《雅加
达邮报》报道，国家肃毒局局长布迪说，其中一个贩毒集团在印尼的交易总值一年达 3.6 万亿
盾（3.7 亿新元）。假设每一个集团每年在印尼赚 1万亿盾，就相当于印尼每年被毒品吞噬了
72 万亿盾。据布迪说，在印尼活动的国际贩毒集团中，有多达 48 个与 22 座监狱内的贩毒网
络有联系。布迪还透露，目前印尼的嗜毒者超过 500 万人，他们大部分吸食冰毒。这些毒品
一般来自中国、欧洲和南美。

2.林火与水灾

印尼又见烟霾。新加坡《联合早报》8月 11 日报道：印度尼西亚烟霾卷土重来，根据美
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的卫星侦察，西加里曼丹省多个地区出现热点，造成省首府坤甸
（Pontianak）周二傍晚至昨天上午被烟霾笼罩。印尼气象局官员说，它共侦察到 17 个热点。
当地机场负责人说，烟霾还不至于影响飞机起降。

佐科要求尽早预防林火。《雅加达邮报》8月 12 日报道：随着最干燥季节即将来临，印
尼总统佐科要求相关部门尽快做好林火防范工作。在周五召开的小型联合会议中，佐科说，
与去年同期相比今年的林火热点虽然少了 74%，但仍然需要警惕剩下的 217 个火点。佐科希
望有关国家减灾局、环境与林业部、国家警察局和印尼军队在林火蔓延之前迅速采取有效措
施，预防火灾的发生。

印尼一种植公司烧芭蕉酿林火罚 12.8 亿元。新加坡《联合早报》8月 13 日报道：印度尼
西亚一家大型种植公司被法庭判处烧芭导致林火的罪名成立，罚款 1.07 万亿盾（约 12.84 亿
新元），当局形容这是印尼环保的“历史性时刻”。印尼环境与林业部执法组总监拉希奥周
五宣布，南雅加达地方法庭周四对有关诉讼下判，大型油棕种植集团三宝麟农业（Sampoerna
Agro）属下的全国首要硕莪公司（NSP）在 2014 年 1 月至 3月间因疏忽造成廖内省 3000 公顷
泥炭地失火，破坏生态罪名成立；法庭也指被告在上述土地的纵火罪名成立。林业部去年 10
月决定起诉全国首要硕莪公司等几十家公司，这是林业部的首起胜诉。该部去年 12 月提控一
家纸浆与纸类公司 2014 年在南苏门答腊省导致两万公顷土地失火，不过败诉。

为防下月烟霾重现，印尼五省提升林火警戒级别。《雅加达环球报》8月 15 日报道：印
度尼西亚苏门答腊和加里曼丹两大岛上的五个省份已积极做好准备，以防 9 月份干旱季
节到来时泥炭地火和林火再起，令烟霾重临。廖内、占碑、南苏门答腊、西加里曼丹和
中加里曼丹五个省的政府都已提升林火警戒级别。印尼国家减灾署发言人苏托波发表文
告指出，该署已派遣 8 架水炮直升机、2 架消防飞机和 2 架播云飞机赴廖内、南苏门答腊
和中加里曼丹；另还有 16 架水炮及巡逻直升机、2 架消防飞机及 8 架播云飞机随时候命。
《雅加达邮报》8 月 23 日报道：印尼国家减灾局准备派出 8 架直升飞机、2 架载有水弹
的飞机和 2 架小型军用机到旱情最严重的六省（廖内省、占碑省、南苏门答腊、西加里
曼丹、中加里曼丹和南加里曼丹）实施人工降雨。

印尼烟霾开始飘向新马，但拒马国灭火援助。新加坡《联合早报》8月 20 日报道：印度
尼西亚国家减灾局指出，印尼近日林火产生的烟霾开始飘入马六甲海峡上空，并向邻国新加
坡和马来西亚飘去。该局还指出，印尼境内林火热点正在增加，周五共探测到 158 处火点，
而前一天有 106 处。印尼国家减灾局发言人苏托波周五通过推特发文，呼吁各方共同灭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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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托波指出，西加里曼丹省省长已向国家减灾局求救，要求减灾局派直升机到火点地区投掷
水弹及播云造雨。据了解，靠近新加坡的廖内省近日热点激增，印尼官员之前警告，如果不
及早防控，霾害可能重来。马来半岛中部已经开始出现烟霾，空气质量转差。由于受到烟霾
影响，马国政府表示愿意协助印尼灭火，但被印尼拒绝。

林火狂烧，廖内居民出现急性呼吸道感染。新加坡《联合早报》8月 29 日报道：由于过
去一周的持续林火，廖内省望加丽（Bengkalis）地区数以百计的居民已出现急性呼吸道感染。
当地政府已向居民分发口罩，以防止事态进一步恶化。廖内省卫生危机控制中心主管凯奈
迪说，望加丽地区有 149 位居民出现同烟霾相关的病症，其中 132 人出现急性呼吸道感染。
他透露，为了防止出现急性呼吸道感染的居民人数继续上升，廖内省卫生机构已分发了一
万个口罩到望加丽受烟霾影响的灾区。

号称印尼最大的候客大厅，运营不到一周便遭水淹。《雅加达邮报》8 月 8 日报道：负
责营运苏加诺-哈达国际机场的Angkasa Pura II 公司在取得许可证后，宣布第三候客大厅将在
8 月 9 日正式启用。第三候客大厅号称印尼最大，耗资 5.6 亿美元（约 7.5 亿新元）、一年可
接待旅客 2500 万人次。Angkasa Pura II 的企业与法律事务负责人阿古斯说，第三候客大厅
投入运营之后，将为乘客提供更大便利。据了解，这个新大厅原定开斋节之前启用，但因
为存在多项安全隐患而未获得交通部通过，结果开张日一拖再拖。新加坡《联合早报》8 月
17 日报道：苏加诺-哈达国际机场第三候客大厅启用不到一周，便遭水淹。后经查明，是屋顶
排水管遭建筑垃圾堵塞，导致雨水灌入大楼。承包商已着手改善排水系统，包括在屋顶增设
排水沟、水泵和排水管等。承包商称，补救工程完成后，大厅再淹水的概率将“非常小”。

水灾后大量居民成功得救。《雅加达邮报》8月 20 日报道：由于周五晚间雅加达遭遇强
降水肆虐，引发了洪水和泥石流，雅加达南部 Pondok Labu 区进行了紧急疏散，超过 75 户居
民被转移安置，大批人员成功获救，目前尚无人员伤亡报道。

3.社会冲突及其他

因土地纠纷受惊居民躲进人权委员会。《雅加达邮报》8 月 5 日报道：因为与石油公司
就土地征用问题发生争执后担心被警察逮捕，包括儿童在内的 47 位居民躲进印尼国家人权委
员会办公室度过一夜。他们大部分来自库布地区的 Olak-Olak 村庄，在与棕榈油生产公司
Sintang Raya 经过了长期的纠纷而得不到解决之后，他们离开了家乡。该公司法人表示，当地
居民希望得到 11000 公顷的赔偿土地，然而最高法院只判给居民 5 公顷土地，因此双方不休
争执。据出逃居民说，警察在之前的争执中逮捕了 4名村民，因此他们才担惊受怕地出逃。

担心排华暴动重演，印尼北苏省华人逃往新马。新加坡《联合早报》8月 13 日报道：印
度尼西亚北苏门答腊省沿海城市丹绒巴莱（Tanjung Balai）7 月 30 日晚及次日发生暴乱。暴徒
洗劫佛堂，捣毁佛像，攻击汽车和电单车，导致至少 14 座佛寺被暴徒烧毁。暴乱虽未造成伤
亡，但却造成数十亿盾（数千万新元）的经济损失。当地华人因担心 1998 年雅加达排华暴动
历史重演，很多人逃往新加坡与马来西亚暂避风头。总统佐科已下令彻查并严惩滋事者。

打车软件司机抗议新规定。《雅加达邮报》8 月 22 日报道：周一，成百上千名使用
打车软件的司机聚集在众议院前游行示威，要求废除内阁的一项规定，因为这条规定对
使用打车软件的司机做出了许多要求，例如让车主将车辆所有权转移到打车软件运营商
名下，以及车主必须拥有公共交通驾驶执照，通过道路适用测试等等。参与抗议的司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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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他们只是希望多挣一点钱，不明白为什么政府将事情复杂化。
监管软件帮助预防禽流感传播。《雅加达邮报》8月 1 日报道：由于印尼禽流感病例持

续增加，印尼国内中小型农场主希望通过使用数字化工具来管理家禽。周五，印尼食品与农
业组织、印尼家禽类兽医协会和智能机器人发明者合作开发了一款软件。这款软件可以免费
下载和使用，目的是在禽流感病例增多的情况下，改善农场主人的监管能力。

4.印度尼西亚文化教育

印尼致力于成为伊斯兰文化教育的中心。《雅加达邮报》8月 1 日报道：佐科总统日前
签署了一份有关建立印尼国际化伊斯兰大学的文件，此举是为了使这个拥有全世界最高比例
穆斯林人口的国家成为伊斯兰教思想的中心。佐科总统在国家古兰经朗诵比赛（National Quran
Recital Competition）的开幕式上说：“我希望这所大学成为伊斯兰教学习的源头、成为伊斯
兰世界的道德基础。”他还鼓励人们将印度尼西亚建设成一个和平、美丽的家园，在全球化
挑战面前保持积极与和谐。

教育部长将审查免费教育制。《雅加达邮报》8 月 9 日报道：印尼文化教育部部长默哈
德基尔·埃芬迪（Muhadjir Effendy）宣布，他将对免学费政策进行审查，因为该政策被认为
是阻碍大众参与教育制度管理的绊脚石。埃芬迪说，免费教育并不意味着阻碍公共参与。他
表示将开放公共参与部门并且让公众决定参与的方式。他还将审查学校内的制度，比如学校
理事会，并且给较富裕的市民提供管理教育制度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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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印度尼西亚对外关系

1.印度尼西亚与国际组织

【印尼与国际反恐组织】印尼外交部 8月 9 日报道：印尼将于 8月 10 日在巴厘岛举办一
次主题为“打击恐怖主义的跨国运动”的国际反恐会议。届时将有来自 21 个国家（澳大利亚、
美国、比利时、荷兰、文莱、加拿大、菲律宾、英国、印度、印度尼西亚、新西兰、新加坡、
斯里兰卡、马来西亚、巴基斯坦、法国、俄罗斯、中国、泰国、土耳其和越南）和 3个国际
组织（东盟、国际刑警组织和联合国）的 300 多名与会者代表齐聚巴厘岛，共商加强国际网
络合作打击跨国恐怖主义活动大计。会议还将关注外国恐怖武装分子的新动向，以及恐怖分
子利用信息技术传播极端主义和激进主义思想等相关问题。通过这次会议，参与国将加强反
恐合作，防止恐怖主义暴行的再次发生，特别是不受控制的恐怖分子的活动。印尼外交部 8
月 10 日报道：在国际反恐（IMCT）会议开幕式上，印尼政治、法律和安全事务统筹部部长
维兰托强调，在国家层面上根除恐怖主义的努力必须伴随着强劲的双边合作而展开，国际组
织也必须提升打击恐怖主义的能力。

【印尼与联合国】《雅加达环球报》8月 25 日报道：印尼政府将在九月中旬即第 71 届联
合国大会期间呼吁各国增加对泥炭地的投资。副总统卡拉届时将接见几位投资者，与之共商
对泥炭地的投资机会，目的是在没有国家预算投入的情况下，恢复土地性能和提高森林覆盖
率。

2.印度尼西亚与区域性组织

【印尼与东盟】印尼外交部 8 月 8 日报道：副总统卡拉希望维护东盟劳工福利的观点得
到其他东盟国家的支持。他表示，东盟应立即建立一个可以满足劳工福利的信息系统，这样
可以在东盟地区保障劳工的最低工资水平，同时确保工人在东盟的福利。他还邀请东盟秘书
处一起讨论这个议题的可行性。

《雅加达环球报》8月 16 日报道：印尼外长蕾特诺在东盟成立 49 周年庆祝会上表示，东
南亚国家联盟面临着巨大的历史机遇，她希望这次周年庆典能够让各成员国一道克服困难，
完成新的历史使命。“更重要的是，我们都一致认为东盟是我们的家，因此，我们有必要维
护东盟的统一性和东盟周边地区的和平、稳定与安全，促进东盟的进一步发展。”

3.印度尼西亚对外双边关系

【印尼与新加坡】印尼外交部 8月 3 日报道：印尼驻新加坡大使苏瓦查亚（Ngurah Swajaya）
与廖内群岛州长以及两党成员召开会议，商讨增加两国之间的投资机会，促进贸易和旅游业
的发展，以振兴巴淡岛。

【印尼与巴布新几内亚】印尼外交部 8月 15 日报道：生活在巴布亚新几内亚和印尼边境
地区的 20 位公民在查亚普拉的工业训练大厅正式参与了汽车培训。这个培训是由印尼外交部
技术合作理事会和巴布亚省边境国际合作机构（BPKLN）共同举办的。此次训练有望加强两
国人民之间的联系，同时也希望在两国之间可以建立良好的通信联系，加深参与者之间的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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谊。
【印尼与巴基斯坦】印尼外交部 8月 10 日报道：印尼政府严厉谴责 8月 8 发生在巴基斯

坦奎达的自杀式炸弹袭击，并向遇难者和他们的家属表达最沉痛的哀悼。该次恐袭大约造成
70 人死亡，102 人受伤。印尼政府和人民与巴基斯坦站在统一战线上，打击一切形式的恐怖
主义，包括自杀式炸弹袭击。这种恐怖主义行为对整个世界构成了巨大的威胁，因此，世界
各国需要更紧密的国际合作，根除恐怖主义威胁。

【印尼与美国】《雅加达环球报》8 月 15 日报道：8 月 19 日至 31 日，1609 名印尼士兵
和 1102 名美军将在西苏门答腊举行一年两次的“太平洋伙伴关系”联合军事演习。演习的目
的是提高印尼军队及卫生人员应对灾害的应急预案以及处置能力。

【印尼与菲律宾】《雅加达环球报》8月 9 日报道：菲律宾军方表示，在菲律宾南部，
摩洛民族解放阵线武装人员在试图解救 7 名印尼人质时，与阿布沙耶夫组织发生交火，造成
4名成员死亡。此前，摩洛民族解放阵线积极参与了两次解救印尼人质的行动。

《雅加达环球报》8 月 12 日报道：副总统卡拉表示，印尼政府正在尽一切努力要求释放
11名在菲律宾和马来西亚遭武装组织绑架的印尼公民，虽然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取得明显进展。
此次解救措施包括由政府和当事人进行谈判。印尼政府还呼吁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设法营救
印尼公民。卡拉补充道：“菲政府已经进行了大规模的军事行动，我们期待更好的结局。”

《雅加达环球报》8月 21 日报道：印尼外交部向菲律宾移民局喊话：因朝觐护照骗局而
被拘留的 177 名印尼人是受害者而不是犯罪嫌疑人。8月 19 日在马尼拉的尼诺·阿基诺国际
机场，177 名印尼朝觐者被菲律宾移民官员拦截，并以涉嫌利用伪造护照前往沙特阿拉伯和菲
律宾的罪名拘留。这些人包括 100 名女性和 77 名男性，目前被关押在马尼拉八公洼拘留中心。
《雅加达环球报》8月 25 日跟踪报道：菲律宾当局表示他们将驱逐这批印尼公民。

4.印度尼西亚对外多边关系

东盟三大支柱的高层官员商讨工作计划以及东盟峰会筹备工作。印尼外交部 8月 12 日报
道：东盟三大支柱（政治安全共同体、经济共同体和社会文化共同体）的高级官员聚集在老
挝万象参加联合协商会议，讨论后续工作计划实施情况以及东盟峰会筹备工作。会议还讨论
了实现东盟一体化倡议（IAI）以及高水平实施工作小组（HLTF）的各种工作计划进展情况。
与会人员一致建议，加强东盟秘书处、东盟审查机构的工作。印尼一直都是东盟重要的合作
伙伴。印尼常驻东盟代表普拉莫诺（Rahmat Pramono）邀请参与者充分利用这次会议，提高
东盟内部跨部门协调问题的能力。

印尼通过简化商人签证手续，鼓励D-8 重新关注经济合作。印尼外交部 8月 24 日报道：
在针对简化签证程序的D-8（the member states of Developing-Eight）成员国领事机构第二次会
议开幕式上，哈山（Hasan Kleib）大使表示：“印尼将通过简化商人签证手续，鼓励 D-8 重
新把重点放在提高经济合作上。”大使强调：成员国间经济的增强以及贸易和投资合作是D-8
的主要关注点。为了达到这个目标，必须简化商人的签证程序。简化签证的过程已成为D-8
协议的一个主要支柱。



18

五、印度尼西亚-中国关系

1.印尼-中国经贸关系

（1）印尼-中国贸易关系

7 月及 1~7 月印尼进出口及与中国贸易情况。中国驻棉兰总领事馆经济商务室 8月 16 日
报道：印尼中央统计局 8月 15 日公布了 7月份印尼对外贸易统计数据。7月份印尼对外贸易
出口 95.14 亿美元，同比下降 17.02%，环比下降 26.67%；进口 89.16 亿美元，同比下降 11.56%，
环比下降 26.28%。1-7 月，印尼对外贸易出口 790.82 亿美元，同比下降 12.02%；进口 749.10
亿美元，同比下降 10.85%。按非油气类产品统计，1-7 月，印尼对中国出口 70.09 亿美元，同
比下降 9.63%，占印尼出口总额的 9.79%；自中国进口 167.47 亿美元，同比增长 1.50%，占印
尼非油气产品进口总额的 25.87%。中国为印尼第三大出口国和最大进口国，续为第一大贸易
伙伴，日本和美国分居第二和第三位。

反倾销委员会对从中国进口陶瓷原料进行调查。印尼《好报》8月 12 日报道：印尼反倾
销委员会(KADI)对从中国进口的陶瓷原料-玻璃料可能涉及反倾销进行调查。根据反倾销委员
会对申请人申请，进口玻璃料涉嫌倾销，申请人遭受物质损失，以及申请人的损失和来自被
指责国家倾销玻璃料产品进口之间的因果关系，印尼反倾销委员会主席艾尔娜娃蒂（Ernawati）
周四在新闻发 布会上指出。 据艾尔娜娃蒂，印尼反倾销委员会今年 8月 8 日开始对来自中
国税目号 3207.20.90.00 和 3207.40.00.00 的产品进行倾销调查。艾尔娜娃蒂透露，印尼在 2015
年玻璃料总进口量达到 127.060 吨，其中大部分来自中国。从该国进口玻璃料达到 103 809 吨，
或占进口总额的 82％。艾尔娜娃蒂呼吁所有利益相关方，如国内工业，以及进出口商和来自
中国的制造商提供信息，反馈或听证会对相关倾销产品的调查和损失以书面形式向印尼反倾
销委员会报告。

商务部谈印尼对华盘条反倾销调查：希望公平公正透明。中国新闻网 9月 1 日报道：据
商务部网站消息，8 月 31 日，印尼反倾销委员会对进口自中国的盘条发起反倾销调查。商务
部贸易救济局负责人就此发表谈话指出，印尼方于 2015 年 8 月对同一产品征收为期 3年的保
障措施税，目前征税措施尚在实施中。对同一产品再次采取贸易救济措施必将造成对产业的
过度保护。该负责人表示，过度保护国内产业只会对印尼经济发展造成负面影响。关于本次
调查，中国政府将支持中国钢铁企业与印尼业界和调查机关继续保持沟通，寻求妥善解决方
案，避免双重救济，也希望印尼调查机关公平、公正、透明地开展调查，保障中国企业的应
诉权利。

（2）印尼-中国投资关系

印尼上半年外资投资逾 140 亿美元 中资飙升 529.28%。中国新闻网 8 月 2 日报道：据印
尼投资统筹机构披露，今年上半年印尼落实外国直接投资 140 余亿美元，同比增 1%，其中来
自中国的投资引人注目，达 21.1 亿美元，较去年同期飙升 529.28%，成为印尼第三大投资国。
当地媒体 2 日援引印尼投资统筹机构主任托马斯的话称，中国在印尼落实投资飙升，主要由
于大部分投资集中于需求庞大资本的矿产加工业。他期望今后印中两国加强经济来往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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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互惠共赢。据称，佐科总统上任后即推广一站式服务，近期又推出 3 小时办证服务，这
些举措无疑为印尼吸引外资创造了良好条件。未来印尼政府欢迎国内外企业在制造业、基础
设施、农业、海洋渔业、工业园区与旅游业等领域开展投资合作并将提供便利。

中国核建签署印尼高温堆发展计划联合项目协议。中国国资委网站 8月 3 日报道：8月 1
日，中国-印尼副总理级人文交流机制第二次会议在贵阳市举行。中国核工业建设集团公司应
邀参会并展出主题为“中国核建集团高温气冷堆产业化”展览。期间，在国务院副总理刘延
东和印尼人类发展与文化统筹部长 Puan Maharani 见证下，中国核建集团董事长、党组书记王
寿君与印尼原子能机构主席Djarot Sulistio Wisnubroto 签署了《中国核建集团与印尼原子能机
构关于印尼高温气冷堆发展计划的联合项目协议》。此次联合项目协议的签署，初步明确了
双方就印尼高温气冷实验堆项目、培训等方面的合作意向，标志着高温气冷堆技术海外推广
又取得了进一步的实质性进展。

苏北省政府与中国电力公司合作，克服电力危机满足社会电力需求。印尼《好报》8月 8
日报道：苏北省政府与中国电力公司合作克服电力危机。这纯粹是为了满足社会电力供应。
苏北省长东姑艾利（HT Erry Nuradi）指出, 电力投资合作是与综合经济区的发展一起进行。
签署仪式是由中国南方电网综合能源有限公司董事长秦华 8月 5 日在广州市完成。中国投资
者都渴望在苏北投资电力，艾利上周六在棉兰告诉记者说。他说，随着电力供应充足让苏北
带来更好的发展。目前国电电源尚未达到供应苏北整体电力。电力对投资者至关重要。投资
者将蜂拥而至，由于电力供应充足。此外，正在和即将在苏北多峇湖地区建设的公路、铁路
等设施，需要充足的能源保障。

中国手机厂商在印尼智能手机市场占有率达到 33%。印尼《好报》8月 30 日报道：华为、
联想、中兴、Oppo、Vivo、小米、乐视、酷派、魅族...都去印尼了，2.55 亿人口、庞大青壮
年人口数量、超过 1亿并快速增加的互联网用户、智能手机市场的空缺。 华为、联想、中兴
可以说是早一批出海印尼的中国手机商，它们在印尼智能机市场上有一定的份量，其次就是
Oppo、Vivo，Oppo 线下实体店的铺设速度非常快，2016 年 Q1 印尼智能机市场份额排名第二，
仅次于三星，它的兄弟品牌Vivo 也在快速发展。根据印尼媒体的报道，中国智能机厂商占印
尼智能机市场份额持续上升，从现有的数据看，中国手机厂商中，最走俏的就是Oppo。2016
年 Q2，Oppo 占印尼份额 17%，仅次于三星。中国手机厂商在印尼智能机市场的占有率不断
提高，总体约占印尼智能机市场的 33%，由Oppo、联想、华为、Vivo 占主要份额。

（3）印尼-中国基础设施合作

中企投资助力印尼基础设施建设。人民网 8 月 5 日报道：在落实“一带一路”倡议与中
国经济结构性调整的大背景下，大量中国企业特别是民企来到印尼投资发展。央企、国企通
过参与印尼基础设施建设，也间接带动了中国的产业出口与合作。据不完全统计，现有 1000
多家中企在印尼开展经贸合作，涉及钢铁、建材、石化、海产、汽车、农业、纺织、电商等
诸多领域。 据印尼投资协调局统计，目前还有 20 家中国广东企业有意到印尼投资，行业涉
及制鞋业、装备制造业、电子及电器产品生产以及工业园区建设等。另外，有中国公司表示
要投资中苏拉威西省公路、电力、港口和机场等建设项目。还有中企有意赴北苏拉威西省投
资发展基础设施建设，茂物也有中国公司建立禽用疫苗工厂。为吸引更多中国企业赴印尼投

http://www.cistudy.cn/do/search.php?type=title&keyword=%B9%AB%CB%BE
http://www.cistudy.cn/do/search.php?type=title&keyword=%B9%AB%CB%BE
http://www.cistudy.cn/do/search.php?type=title&keyword=%B9%AB%CB%B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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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印尼投资协调局专门设立了中国投资服务小组，协助解决中资企业在印尼投资过程中遇
到的问题和障碍。

印尼国企部长：全面加速雅万高铁项目建设。中国新闻网 8 月 5 日报道：印尼国营企业
部长莉妮日前在雅加达表示，将加速雅万高铁项目的建设，包括铁轨、高铁站的其它基础设
施。当地媒体 5日援引莉妮的话报道称，今年 1月 21 日在西爪哇万隆瓦利尼举行雅万高铁项
目奠基仪式后，这个由印尼联营企业和中国高铁总公司成立印中高铁公司兴建的高铁项目，
因为迟迟未获得当时印尼交通部的公共基础建设工程施工许可导致高铁项目停滞不前。莉妮
说：“原则上，雅万高铁项目工程施工许可问题已经获得解决，但愿下周我们可以立即全方
位启动建设活动。”她还说，我们预计 8月中旬融资问题完成解决，有了交通部工程施工许
可证后，下周雅万高铁工程就可以马上展开。

移民部门扣押万丹 18 名中国工人。《雅加达环球报》8月 27 日报道：印尼移民部门扣押
了 18 名中国工人以调查他们的就业合法性。这些工人隶属于万丹西冷 Bayah 港口建设项目。
移民办公室表示：逮捕这些工人是由于他们的就业文件可能不完善。移民办公室还表示，当
他们发现此项目有外国工人受雇时，便展开了对就业文件的调查。据悉，为了保护其本土工
人的就业率，印尼对外国工人的审查很严格。

（4）印尼-中国旅游关系

旅游部开放喀拉喀托活火山率先面向中国游客。印尼《好报》8月 15 日报道：中国游客
潜力巨大，而东南亚游同质化却越来越明显。8月 14 日，记者从印尼旅游部获悉，中国目前
是印尼第三大客源国，而且潜力最大，印尼旅游部门将大力发掘当地特色深度游，并与中国
旅行社洽谈新的旅游包团线路。据印尼国家旅游部预测，2015 年，印尼对中国游客开放免签
政策，中国赴印尼游客达到 179 万人次，今年，这一数据有望能突破 200 万人次。为提高对
中国游客的吸引力，除了传统的海岛游项目外，今年，印尼还将向中国游客开放一座原生态
活火山，并开出种珊瑚、手绘联合国世界文化遗产峇泽布等深度游线路。

南宁直飞雅加达航线成功首航。中国新闻网 8月 18 日报道：8月 18 日，一架满载 181 名
旅客的波音 B737-800 型飞机从南宁吴圩国际机场腾空而起，广西南宁直飞雅加达航线正式开
通。雅加达是南宁机场继巴厘岛后在印尼开通的第二个通航城市，同时也是在 8月 11 日开通
了文莱首都斯里巴加湾后南宁机场开通的又一个东盟国家首都航线，标志着南宁机场覆盖了
除菲律宾的马尼拉以外所有东盟国家首都城市。

印尼中国直航航班比其他国家少得多。印尼《好报》8月 29 日报道：旅游部长阿里夫（Arief
Yahya）指出，印尼中国直航航班相比中国到其他国家的直航航班少得多。我们服务于中国-
印尼直接飞行航线只有 38%，相当少，旅游部长阿里夫周日告诉安打拉记者，他于本月 26 日
至 28日对上海进行一系列工作访问行程。旅游部长说，中国-印尼直接航班比新加坡达到86%，
泰国 81%和马来西亚达到 78%少得多。印尼的目标是吸引 210 万人次中国游客，如果直航航
班仍是这般少，将很难达成目标。

http://www.cistudy.cn/do/search.php?type=title&keyword=%B9%AB%CB%BE
http://www.cistudy.cn/do/search.php?type=title&keyword=%B9%AB%CB%B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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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印尼-中国经贸交流

第二届海上丝绸之路中国-印尼论坛在雅加达举办。人民网 8 月 25 日报道：第二届海上
丝绸之路中国—印尼论坛暨对接印尼商机推介会在雅加达召开。与会代表结合当前东盟经济
共同体建设和海上丝绸之路建设，共同展望新形势下中国和印尼、中国和东盟的经贸商机。中
国—东盟商务理事会执行理事长、中国首席东盟商务专家许宁宁在主旨演讲中表示，东盟经
济共同体发展和海上丝绸之路建设，两者完全可相互促进。中国与东盟经贸合作正进入新阶
段，中国和印尼的企业应找准合作发展的着力点，扬长避短，互利合作，共同应对世界经济
增长缓慢的形势。

2.印尼-中国政治、军事关系

刘延东主持中印尼副总理级人文交流机制第二次会议。中国政府网 8 月 1 日报道：国务
院副总理刘延东与印尼人类发展与文化统筹部长布安 1日在贵阳共同主持中印尼副总理级人
文交流机制第二次会议。 刘延东表示，中印尼副总理级人文交流机制是习近平主席和佐科总
统共同提议建立的，是中国与发展中国家建立的首个高级别人文交流机制。在该机制统筹协
调下，一年来，双方在教育、科技、文化、卫生、体育、旅游、青年、传媒等八个领域合作
取得丰硕成果。 刘延东指出，中印尼都处于发展的关键时期，在促进地区繁荣和稳定方面合
作潜力巨大。推动“一带一路”倡议与印尼的发展战略以及东盟共同体建设有效对接，需要
不断深化两国人文交流，塑造开放包容的“软环境”。双方应以战略思维和长远眼光，按照
机制化、品牌化、大众化的思路，使中印尼人文交流成为中国－东盟合作的典范，为推动两
国关系发展、促进地区繁荣和稳定注入更多“正能量”和“暖力量”。 普安高度评价印尼与
中国人文交流机制作用，建议用好这一重要平台，深化两国相关领域合作，助力双边关系发
展。印尼愿与中国加强合作，不断推动东盟－中国关系向前发展。 会前，刘延东与普安举行
小范围会见。会后，双方共同见证教育、科技、文化、林业等 8个合作协议签署。

刘跃进会见印尼国家禁毒委员会主任。中国新闻网 8月 11 日报道：9日，国家禁毒委员
会副主任、公安部反恐专员刘跃进在北京会见了来华访问的印度尼西亚国家家禁毒委主任布
迪.万瑟。刘跃进表示，中印尼执法安全合作是两国友好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近年来，在两
国领导人的关心和指导下，两国执法安全合作取得丰硕成果，在两国关系中的分量日趋上升。
双方在禁毒、反恐、打击电信诈骗、网络安全、追逃追赃等领域展开了高效、务实合作，为
维护两国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做出了突出贡献。其中，禁毒合作是中印尼执法安全合作的一
大亮点。近年来，两国禁毒部门在人员往来、机制会晤、情报和业务交流等领域开展了高效、
务实的执法合作，取得了显著成效。

3.印尼-中国人文交流

中国驻印尼使馆与印尼大学签署小额物资援助交接证书。环球网 8月 24 日报道：23 日下
午，中国驻印度尼西亚大使馆与印尼大学在印尼大学社会与政治学院举行小额物资援助交接
证书签署仪式。中国驻印度尼西亚大使馆商务公参王立平与印尼大学社会与政治学院院长苏
西洛博士出席仪式并签字。根据中国政府与印尼政府商定的安排，中国政府承诺向印尼大学

http://country.huanqiu.com/china
http://country.huanqiu.com/indonesia
http://country.huanqiu.com/ind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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捐赠包括 35台一体机电脑和 20台笔记本电脑等教学设备在内的共计50万元人民币的小额物
资。近日，中方提供的物资抵达雅加达，移交印尼大学。

印尼雅加达华文协调机构与吉林省海外交流协会代表团举行会谈。中国新闻网 8月 5 日
报道：印尼雅加达华文教育协调机构 5日和到访的吉林省海外交流协会代表团就华文教育方
面的交流与合作举行会谈。 雅加达华文教育协调机构执行主席蔡昌杰在座谈会上表示，雅加
达华文教育协调机构是印尼第一个成立的华文教育协调机构，到目前为止，印尼共有 19 个省
成立了华文教育机构。印尼的华文教育历经波折，能发展到现在实属不易。他希望能够加强
印尼与吉林省在华文教育特别是在青少年冬夏令营项目方面的合作，让印尼青少年了解中国
文化、了解中国现在的发展，通过交流与合作，增进友谊，共同促进印中两国发展。

印尼纪念郑和下西洋 611 周年。中国-印尼经贸合作网 8月 11 日报道：印度尼西亚旅游部
31 日在中爪哇省首府三宝垄市举办“三保大人”像巡游活动，纪念中国明朝航海家郑和下西
洋 611 周年。郑和从公元 1405 年到 1433 年 28 年间，七次率领船队远航，到达东南亚、印度
洋、红海、东非等 30 多个国家和地区，其间曾多次到访印尼，并在当地留下众多文化遗迹。
为提振当地旅游业，印尼政府积极挖掘与郑和有关的旅游项目，以期吸引更多中国游客，实
现 2016 年接待 200 万名中国游客的目标。

中国肿瘤医学教授专家团印尼公益巡讲 9 大城市开讲。中国-印尼经贸合作网 8 月 11 日
报道：由印尼中医协会总会、广州现代肿瘤医院联合举办的“2016 中国肿瘤医学教授专家团
印尼公益活动”30 日起在雅加达等 9大城市开讲。此次活动也正式拉开了中印尼两国医学界
关爱广大肿瘤患者的序幕。中印尼两国医生、广大癌症患友及新闻媒体记者近百人参加了本
次活动。据主办方之一的印尼中医协会总会主席纪国彰介绍，本次活动共设九大站点十二场
大型公益讲座，各大分站点依次为雅加达、坤甸、三宝陇、巨港、巴里巴板、日惹、万隆、
巴厘岛、巴淡。

中国印尼签署大熊猫保护合作谅解备忘录。新华网 8月 5 日报道：8月 1 日，国家林业局
副局长陈凤学参加了中国印尼副总理级人文交流机制第二次会议。在国务院副总理刘延东和
印尼人类发展与文化统筹部部长布安见证下，陈凤学与印尼环境与林业部环境与自然资源司
总司长塔克瑞·法瑟尼共同签署了中国印尼共同推进大熊猫保护合作谅解备忘录。同日，陈
凤学在贵阳会见了法瑟尼一行，并见证了中国野生动物保护协会与印尼野生动物园关于中国
印尼大熊猫保护研究合作技术协议的签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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