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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印度尼西亚政治

1. 印尼中央政府动态

布迪·古纳万担任国家情报局长。《雅加达环球报》9 月 2 日报道：总统佐科建议由国
家警察副总长布迪•古纳万（Budi Gunawan）出任下一届国家情报局（BIN）局长。另据印尼
《好报》9月 9 日和 11 日报道：国会正式批准布迪·古纳万担任国家情报局长，国家警察副
总长职位则由夏夫鲁丁（Syafruddin）警察中将正式接任。

政府决定解散 9个非结构性机构。印尼《国际日报》9月 22 日报道：为了消除机构重叠
现象和提高预算效率与效能，政府决定解散 9个非结构性机构。被解散的非结构性机构的任
务将交回给原来的部门。在目前剩下的 106 个非结构性机构中，有 85 个是基于法令成立的，
这是不能随意废除；另外 21 个是基于政府条例或总统条例成立的，还需要研究将以何种方式
来处理这些机构。

佐科召集专家讨论法律改革。《雅加达环球报》9月 22 日报道：总统佐科在总统府召集
22 位法律专家讨论法律改革以及运用法律威慑力等相关问题。近期发生的涉及精英国家领导
人的腐败案件备受关注，佐科对此表示，当前的纪律措施尚未起到威慑作用。因此，佐科希
望法律专家提出建议来解决这些问题，进而有效管理国家警察、司法部、总检察长办公室以
及肃贪委等国家机构。

印尼军队将在 2017 年地方首长选举中保持中立。印尼《国际日报》9 月 24 日报道：军
队总司令加铎（Gatot Nurmantyo）上将重申，在 2017 年地方首长同步选举中，军人必须保持
中立。为协助维持治安，确保地方首长同步选举顺利举行，他要求指挥官对所有士兵加强监
督，并要求所有军人不得随意在社交媒体上发布有关地方首长同步选举的消息。

地方警察局长加入税收赦免计划。《雅加达环球报》9月 27 日报道：国家警察刑事调查
部负责人阿里（Ari Dono Sukmanto ）证实，他已经加入了政府的税收赦免计划，而其他警察
局长据信也会很快加入。据阿里表示，国家警察总长狄托（Tito Karnavian）指示地方警察局
长加入该计划，并会对那些不愿加入该计划的局长进行社会制裁。由于警察预算被削减，因
此用这些减少的资金来服务公众，警察局长们就必须要加入税收赦免计划。不过，当局并没
有关于哪些成员已经加入税收赦免计划的相关数据。

政府将制订一揽子法律措施。印尼《国际日报》9月 28 日报道：政法安全统筹部长维兰
多（Wiranto）表示，九大优先目标（Nawacita）的概念涵盖经济措施、法律措施和政治措施，
因而，政府正在准备制订一揽子法律措施，维兰托坦言，目前印尼在法律领域的状况令人关
切。法律是一个社会的共识，理应被全社会遵守和贯彻执行，制订一揽子法律措施是为了恢
复公众对国家法律的信任。

内政部长呼吁公众监督选前政治舞弊行为。《雅加达环球报》9月 28 日报道：内政部长
扎赫约·库莫罗（Tjahjo Kumolo）呼吁公众在选举期间保持冷静与理性，监督打击明年地方
选举中可能出现的政治欺诈与舞弊行为。他认为，必须要打击金钱政治以及滥用职权的现象，
包括那些可能会危及国家统一的挑衅和宣传活动。

财政部长重申税务特赦是为了国家的利益。印尼《国际日报》9月 30 日报道：对于一些
劳工团体属下的工人群众在雅加达举行示威要求政府撤销 2016 年第 11 号税务特赦法，财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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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长的穆莉亚妮（Sri Mulyani）表示，将继续按照法律规定实行税务特赦。她重申，税务特赦
是为了国家的利益。通过税务特赦，所有未被记录的财富，包括在国外和国内的资产和资金，
得以记录在国家数据库。此外，通过“遣返资金”选项，纳税人长期存放在国外的资金能够
汇回国内用于投资和建设基础设施。

2. 印尼民意代表机构消息

领导委员会将接管地方代表理事会议长职务。《雅加达环球报》9月 17 日报道：在地方
代表理事会议长伊尔曼•古斯曼（Irman Gusman）涉嫌贪污被捕后，副议长法鲁克（Farouk
Muhammad）表示，地方代表理事会领导委员会将接管伊尔曼•古斯曼的职务。另据《雅加达
环球报》9月 20 日报道，地方代表理事会将解除伊尔曼·古斯曼的议长职务。

国会议长对伊尔曼涉贪被捕表关切 望议员们引以为戒坚持廉政。印尼《国际日报》9月
20 日报道：国会议长阿德•戈马鲁汀（Ade Komarudin）对地方代表理事会（DPD）议长伊尔
曼（Irman Gusman）涉嫌贪污受贿表示关切。他希望所有议员能够从此事吸取教训，认识到
执法机构打击贪污腐败不分国会议员或其他国家机构成员，一视同仁。

国会议员称赞狄托整治国家警察。《雅加达环球报》9月 25 日报道：国会议员哈比比（Habib
Aboebakar Al-Habsyi）称赞国家警察总长狄托在改革执法机构上，特别是在打击非法毒品方面
的行动。消除机构内部成员的腐败行为、滥用权力及权力交易现象，是恢复警察公众形象的
一个良好措施。

3. 印尼特殊部门消息

肃贪委要求地方首长候选人提交财富报告。《雅加达邮报》9月 21 日报道：肃贪委已经
敦促地方首长候选人向反贪机构提交正式的财富报告表，以避免地方首长腐败行为的进一步
发展。此举也是保持透明度的方法之一。为此，肃贪委将开设专门的柜台处理那些想要参加
明年地方选举候选人所递交上来的财富报告。该柜台将一直持续开放到 10 月 3 日。

内政部和肃贪会及监察机构联手防止金钱政治。印尼《国际日报》9月 27 日报道：内政
部长扎赫约·库莫罗（Tjahjo Kumolo）9 月 26 日在雅加达表明，内政部已与肃贪会及财政与
建设监察机构协调，致力于在 2017 年地方首长同步选举中最大限度的减少金钱政治。肃贪委
已在一些有贪腐迹象的地区加强监督。财政与建设监察机构负责统筹政府内部监督机构，其
任务之一是在地方选举中监督公务员的中立性。

4. 印尼政党动态

民族觉醒党希望佐科专注于竞选承诺。《雅加达环球报》9月 6 日报道：民族觉醒党（PKB）
认为，尽管专业集团党宣布支持佐科与广受欢迎的财政部长穆丽亚妮搭档参与 2019 年总统大
选，但佐科总统不应该因此觉得有压力，他依然保有选择的自由度。总统不应该束缚于政党
的政治活动，而应该专注于他在竞选期间设定七个发展目标。

建设团结党领导联盟反对钟万学。《雅加达环球报》9月 16 日报道：建设团结党（PPP）
正在加紧与雅加达市的其他政党进行谈判，以为明年的雅加达省长选举争取更多的选票。其
政党正在考虑山迪阿卡·乌诺（Sandiaga Uno）、马亨德拉（Yusril Ihza Mahendra）、黎刹·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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姆利（Rizal Ramli）、阿尼斯（Anies Baswedan）等人选，很快会召开会议以作出决定。并领
导政党联盟来反对现任省长钟万学。

山迪阿卡·乌诺正式宣布竞选搭档。《雅加达环球报》9月 18 日报道：雅加达省长候选
人山迪阿卡·乌诺周日上午表示他将在周五宣布其竞选搭档并随后在雅加达选举委员会进行
注册登记。山迪阿卡·乌诺是大印尼运动党支持的候选人，他向记者透露，尽管目前其搭档
人选很多，但他会在接下来的五天里进行慎重考虑，并以七党“亲戚联盟”对抗现任省长钟
万学为重点目标。另据《国际日报》9 月 24 日报道，阿尼斯与山迪阿卡·乌诺搭档配对参加
雅加达省长选举。

民主斗争党正式宣布推举钟万学-查罗特竞选连任。印尼《国际日报》9月 21 日报道：

民主斗争党总部办公室 9 月 20 日晚上公布，民主斗争党正式决定推举现任雅加达省长

钟万学和副省长查罗特（Djarot Saiful Hidayat）为 2017 年雅加达省长-副省长候选人。

除了民主斗争党，钟万学和查罗特此前已先得到专业集团党、民心党和民族民主党的支持。

这四个政党在雅加达地方议会拥有 52 席，而向选委会提名的最低条件是拥有 22 个席位。

雅加达地方首长选举形成三足鼎立局面。印尼《国际日报》9 月 24 日报道：2016 年 9

月 23 日，国会 10 个政党已分为三个阵营各提名一对候选人，即民主斗争党联合专业集团

党、民族民主党、民心党推举钟万学—查罗特搭档；民主党联合国家使命党（PAN）、民

族复兴党（PKB）、建设团结党推举阿古斯（Agus Harimurti Yudhoyono）—西尔维亚娜

（Sylviana Murni）搭档；大印尼党联合公正福利党推举阿尼斯—山迪阿卡·乌诺搭档，

角逐首都特区省长、副省长职位，三足鼎立局面形成。

专业集团党内部分裂不可避免，党干部另起炉灶支持阿古斯-西尔维亚娜。印尼《国际日
报》9 月 27 日报道：专业集团党内部分裂越来越不可避免。其中一名党员干部西拉尤丁
(Sirajuddin Abdul Wahab) 9 月 26 日正式宣告成立 AFC 志愿者阵线，支持以民主党为首的四党
联盟所推举的 2017 年雅加达省长-副省长候选人——阿古斯—西尔维亚娜。西拉尤丁此举显
然违反了专业集团党中委会支持钟万学和查罗特竞选连任的决定。但他声称，大约有 100 名
专业集团党干部与他持相同看法，可见专业集团党中委会支持钟万学的决定不符合当前形势。

5. 其他政治动态

印尼民调显示近七成民众满意佐科政府业绩。中新社 9月 14 日报道：印尼国际战略研究
中心最新民调结果显示，全国大多数民众对佐科政府两年来的业绩表示满意。据该中心今年
8 月进行的民调结果显示，66.5%的受访者对佐科政府业绩表示满意，比 2015 年 10 月公布的
民众满意度 50.6%明显提高。民众主要是对佐科政府四方面的工作成绩感到满意，即经济、
司法、政治和海事方面的成果。此次民调是 2016 年 8月 8日至 15 日对印尼全国 34个省的 1000
名受访者进行的抽样访查结果，误差率 3.1%。

印尼军警逮捕伊极端武装组织高级成员。新加坡《联合早报》9月 14 日报道：印度尼西
亚安全部队逮捕曾由印尼头号恐怖分子桑托索率领的伊斯兰极端武装组织的一名高级成员巴
斯里（Muhammad Basri）。东印尼真主伊斯兰游击队是由曾被列为印尼头号通缉犯的桑托索
组成的，他是臭名昭著的印尼回教祈祷团精神领袖、武装组织“唯一真主游击队”创办人阿
布•巴卡尔的追随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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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法院表示法律不必规定对腐败分子的社会制裁。《雅加达环球报》9月 30 日报道：
最高法院院长哈达·阿里（Hatta Ali）表示，法律不必规定对腐败分子的社会制裁，法律规范
范围没有必要那么广泛，因为当一个腐败分子失去其职务时，这已经是一种社会制裁了。随
着最近暴露出的贪污案件数量的增加，要求法律规范对腐败分子的社会制裁的呼声再次被提
高，公众渴望针对反腐的有效法律威慑。肃贪委主席阿古斯·拉哈尔佐（Agus Rahardjo）表
示，对腐败分子的社会制裁可以采取多种形式，甚至可以运用于最小的社交圈——家庭。

【编者评论】在印尼中央政府方面，尽管自上月开始，政府税收赦免政策在推行过程中

质疑批判声不断，但从国家警察总长要求地方警察局长加入税收赦免计划以及财政部长重申

税收赦免是为了国家的利益等相关动态可以看出，印尼政府仍在继续力挺这一政策。此外，

地方代表理事会议长伊尔曼•古斯曼涉嫌贪污被捕引起社会关注。国家高级官员贪污腐败反映

出印尼法律法规尚未发挥应有的威慑力，这也是佐科计划推进司法制度改革的重要原因。在

地方首长选举方面，印尼各部门机构为确保此次选举顺利公正进行，在多方面做出了努力，

如保持选举中立、维持治安稳定、加强监督力度、防止金钱政治等等。在政党方面，印尼主

要政党为争夺雅加达省长职务最终形成三足鼎立的竞争局面。由于三组候选人各有优势，最

终谁能摘得首都省长宝座仍需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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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印度尼西亚经济

1. 经济环境动态

8 月份印尼居民消费信心指数小幅下跌。《雅加达环球报》9 月 5 日报道：印尼央行的统
计数据显示，印尼八月份居民消费信心指数小幅下跌至 113.3。央行透露，八月份的居民消费
信心指数从七月份的 114.2 跌至 113.2，主要是因为印尼民众对未来的就业和收入前景感到迷
茫。然而，消费信心指数在 100 以上，还是表明了印尼居民对未来前景是有信心的。同时，
央行的调查也反映出消费者仍十分期待在未来六个月，印尼的经济情况能够持续得到改善。

第四届美印投资峰会将于 9月在雅加达举行。《雅加达环球报》9月 11 号报道：第四届
美国和印尼投资贸易峰会将于本月 15 日在雅加达市中心的文华东方酒店举行，届时印尼新任
内阁官员，美国政府代表和商业代表将会在此进行友好交流。对此，美国商会印尼分会常务
董事阿林·洛伊曼（A.Lin Newmann)告诉雅加达环球报记者：“这次会议对于美国商界来说
是一个巨大的机会，我们将有幸与经过改组之后的佐科新任内阁经济团队会面，届时我们也
会释放信号表明美国公司非常珍惜和看重印尼的商业机会。”

印尼国家竞争力排名降为世界第 41 名。 印尼《国际日报》9月 30 日报道：世界经济论
坛（WEF）9 月 29 日公布的 2016 年国家竞争力排名榜之中，印尼在《世界竞争力报告》的排
名位置落在第 41 名，比去年排名第 37 名，再下降了 4 个等级。世界经济论坛当天通过其官
方网站表示：“印尼的市场竞争能力显然还没有充分发挥，因为插入了多个迎头赶上的国家
或地区，其排名位置下降了 4 个等级，或变为第 41 名。”世界经济论坛这项《世界竞争力报
告》，以 138 个国家或地区作为评估对象。12 个评估项目之中，包括了保健、小学教育、高
等教育、培训、金融市场成熟度、劳动市场效率、企业活动和企业革新等。2016 年《世界竞
争力报告》前三甲的位次没有发生变化。瑞士、新加坡和美国与 2015 年一样，依然分列前三
位。

2. 政府经济政策动态

政府将 2017 年经济增长目标暂定为 5.1%。《雅加达环球报》9月 8 号报道：印尼政府和
国会决定将 2017 年经济增长目标定为 5.1%，同时表示下一年政府开支将继续减少。这次定下
的经济增长目标低于佐科总统在上个月工作报告中提出的经济增长目标，即 2016 年经济增长
5.2%，2017 年经济增长 5.3%。政府预期到经济增长必将受到以下因素影响，比如说征税困难，
商品出口贸易疲软和租税特赦法案前景不明等等，这些问题迫使政府调低了下一年的经济增
长预期。政府和国会议员经过平稳的讨论之后做出来该决定，但是议员们认为将下一年的经
济增长目标定为 5.05%更加合理，而财政部部长认为该数据缺乏对印尼经济未来的信心，也
会向外界释放错误的信息。

印尼经济学家认为 TPP 非印尼公平竞争场合。《雅加达邮报》9月 7 日报道：印尼经济
学家萨利姆日前在一次学术会议上表示，印尼是新兴市场国家，国民收入属于中小等，基础
设施落后、物流效率和经商指数较低、教育水平和医疗水平不高、地区发展差异较大，别说
与美国这样的高收入国家相比，就是与其他一些 TPP 成员国竞争也会处于劣势。加入 TPP 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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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对印尼产生的影响远不止如此，还包括在政府采购自由竞争、解决投资争端需依据投资者
国家诉讼制度(ISDS）、自由竞争与商业便利、国企与私企及外企平等待遇以及知识产权保护
等方面。印尼是否加入 TPP 还需考虑社会层面，比如说一家公司出现了国际商业纠纷，如果
加入了 TPP,就不能由本国仲裁机构来执行仲裁，而是由国际仲裁机构遵循国际规则来执行。
据悉，自印尼总统佐科访美之后表示印尼想加入 TPP 以来，印尼国内对是否加入 TPP 这个问
题便一直争吵不休。

印尼准备进一步放宽投资负面清单。《雅加达邮报》9月 15 号报道：印尼投资协调委员
会主席托马斯·伦邦（Thomas Lembong）近日公开表示，在经过有关部门讨论协商之后，印
尼会做出进一步放宽投资负面清单的决定。他的此番言论是在美印投资峰会上对美国商会主
席做出的回应。据悉在该峰会上，美国商会十分赞赏印尼将放宽投资负面清单的决定，并且
希望印尼加大放宽的力度，同时也希望印尼开放美国公司最愿意涉足的印尼金融业、石油天
然气、电子商业和教育行业。在这之前，政府在 1 月份公布的第十个经济一揽子政策中，医
药、旅游、创意产业已经从投资负面清单中清除出去。在该公告中，佐科总统表示将会进一
步开放更多的行业来吸引外国投资商。

印尼租税特赦项目进展加快。《雅加达环球报》9月 22 日报道：经过开始的缓慢增长之
后，印尼租税特赦项目进展逐渐加快。目前，已经有超过十万印尼居民加入到这一项目之中，
登记的资产也已经超过了 1100 亿美元。大量参与者在本月蜂拥而至，为的是赶在 9 月 30 日
截止日期之前能够争取最少的惩罚性税收利率。据悉，惩罚税收利率将在租税特赦法实施的
下两个阶段升高，最终将在明年 3 月之前结束该法案的实施。大量的印尼居民参入进来也让
印尼的经济政策制定者们松了一口气，其中一些人担心租税特赦项目的进展缓慢将会迫使政
府选择大幅缩减下一年的政府开支。与此同时，印尼央行行长阿古斯表示，明年国民经济增
长率能否在 5.1%-5.5%这个区间运行，租税特赦法案的实施情况将是一个巨大的影响因素。

3. 银行及金融业动态

印尼国有银行资产将达 4000 万亿卢比。 印尼《商报》9月 10 日报道：在政府把国有金
融服务企业和国有银行合并之后，各大国有银行业绩蒸蒸上扬，预计 2019 年前资产总额可达
到 4000 万亿卢比。来自于国营企业部的资料显示，现在国有银行的总资产额相比 2015 年的
2515 万亿卢比增长了快 100%，其中，万自立银行的资产达到了 911 万亿卢比，印尼人民银行
的资产达到了 878 万亿卢比，印尼国家银行的资产达到了 509 万亿卢比，典当公司达到了 39
万亿卢比，国家投资公司达到了 6万亿卢比。

印尼央行将协助打击涉毒交易。《经济日报》9月 22 日报道：印尼央行目前与印尼国家
禁毒总署签署合作协议，将强化对支付系统和流通渠道的监管以协助打击毒品犯罪。印尼央
行的一名不具姓名的官员表示，此次合作的重点是防范涉毒资金通过交易系统进入印尼流通
渠道，每台ATM机上面都会出现电子警告，每个货币兑换点均会要求需要大额交易的顾客提
供详细的身份信息，每个金融系统的雇员及其亲属均会被要求严禁参加任何吸毒行为和涉毒
交易。印尼国家禁毒总署的公告显示，印尼目前将毒品犯罪列入重罪，所以金融系统协助打
击涉毒交易并开展禁毒运动至关重要。

印尼央行计划降低信用卡利率来促进居民消费。《雅加达邮报》9月 26 日报道：印尼央
行计划降低信用卡消费利率最高限度，从原来的每月 2.95%降低至 2.24%，此举被认为是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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鼓励印尼居民选择无现金交易。目前，印尼央行正在起草一份文件来执行该项决议。随后，
该文件将被提交至央行董事会进行审议批准。而在最近一次降低信用卡最高限度是在2012年，
把利率设定为每月 2.95%，每年 35.4%。据了解，印尼央行自 2014 年以来一直大力推行“非
现金支付社会”项目。目前，信用卡数量不断增长，在 2015 年已经达到了 1600 万张。就使
用数量来看，2016 年 8 月份每天的交易数量已经达到了 857000 次。

印尼央行将扶持金融技术发展。《经济日报》9月 27 日报道：印尼央行日前宣布，将于
今年 10 月成立金融技术办公室以促进该产业的创新发展。印尼央行一名官员表示，该办公室
将参照多国经验，强化对初创企业提供金融技术服务的监管，同时强化与其他各部委相关职
能单位的协调，这一产业在过去两年内交易额已高达 30 多亿美元，包括电子钱包、在线支付、
跨行清算等服务需求日益上升。自此之前，印尼央行已与国家金融服务总署共同宣布将于 2017
年底前完成制定金融技术服务产业发展的详细规章制度。

印尼央行预估到 2017 年底外汇储备达到 1515 亿美元。《雅加达环球报》9月 29 日报道：
印尼央行估计到 2017 年底印尼外汇储备会增长 380 亿美元，原因是政府不断推动实施租税特
赦项目。该项目给那些积极申报自己财产的纳税人更低的惩罚性税收利率，同时也帮助了政
府把财政赤字降低到警戒水平之下，也扩大了国家的纳税基数。截止到周四，纳税人累计申
报的海外财产达到了 100 亿美元，这些钱根据该法将被要求留在印尼三年。而印尼央行行长
表示，根据央行的估算，印尼外汇储备将从上个月的 1135 亿美元到年底增长到 1149 亿美元，
在明年年底将会增长到 1515 亿美元。如果这些钱不流入实体经济，将会使资产价格上涨。

印尼政府发行ORI 013 零售债券。 印尼《国际日报》9月 28 日报道：印尼政府周三通过
财政部正式发行 013 系列印尼零售债券（ORI 013），最低认购额为 500 万卢比，最高认购额
为 30 亿卢比。 财政部融资与风险管理总署一名匿名官员披露，政府预计从这ORI 013 系列
债券总共获取 20 万亿卢比，代理商销售额会达到 25 万亿卢比。他希望该资金可弥补 2016 年
预算案可能会扩大 2.7%的赤字，因而希望民众踊跃购买该债券，这是因为ORI 013 债券利润
极佳，年息为 6.6 %，而且可在二级市场交易。据悉，ORI 013 系列零售债券认购期从 2016
年 9 月 29 日至 10 月 20 日，账期为 3年，即在 2019 年 10 月 15 日到期。

4. 企业界动态

尽管煤炭价格降低，Adaro Energyy 公司利润仍在增长。《雅加达邮报》9 月 6 日报道：
尽管煤炭价格下跌，印尼煤炭公司 Adaro Energy 在今年上半年的净利润增长到了 1.2879 亿美
元，与去年同期相比增长幅度达到了 3.3%。作为印尼第二大煤炭开采商，Adaro Energy 销售
额稍显惨淡，只达到了 0.271 亿吨。而今年的煤炭价格相比去年下降了 17%，以至于公司今年
上半年煤炭收入下跌了 16%。然而，由于良好的管理模式和更低的采剥比，该公司的成本下
降了 21%，相应该公司的毛利率从去年的 21.4%增长到了 25.7%，纯利润率从 8.5%增长到了
10.5%。

印尼国家石油公司准备在 2017 年向Mahakam油气田投资 15 亿美元。《雅加达环球报》8
月 23 日报道：国家石油公司的一名官员表示，该企业准备在 2017 年投资 15 亿美元开发
Mahakam 油气田。大概从 2018 年起，印尼国家石油公司将从法国石油巨头道达尔公司和日本
国际石油开发株式会社手中接管Mahakam 油气田的作业工作。据悉，Mahakam 油气田是印尼
最大的天然气来源地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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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用印尼分公司将注意力转向 SUV型汽车。《雅加达环球报》9月 14 日报道：在停止了
小型多用途汽车的生产之后，通用印尼分公司决定将公司的注意力转向 SUV型汽车的生产来
支持该公司在印尼的运转。该公司董事长高瑞夫.吉普塔（Gaurav Gupta）向记者表示，他们
在看到 SUV 型汽车在印尼市场销售火爆之后，决定将公司的注意力转向 SUV 汽车的生产。
目前，该企业旗下已经有多款 SUV汽车，未来会有更多款式的汽车加入到该公司的 SUV 家
族中供消费者挑选。据悉，2015 年印尼国内汽车销售量达到了 1 百万辆，相比前年下跌了
16.12%，但是 SUV型汽车的销量却强势增长了 15.28%，达到了 132000 辆。

印尼 Citilink 航空公司将率先使用空客A320neo 飞机。印尼《国际日报》9月 15 日报道：
印尼 Citilink 航空公司成为印尼首家使用空客A320neo 飞机的航空公司。其公司内部一名官员
向记者表示，该公司定下的部分空客A320neo 飞机将于明年一月交货，订单总计 10 架，预计
2018 年全部交货完成。空客 A320neo 飞机的上一代是空客 A320 飞机，发动机采用的是欧洲
PW110G 发动机，供货商是 Pratt&Witney 和 CFM公司。供货商表示这一代飞机相比其上一代
飞机飞行时声音更小，噪音降低了 50%，使用的燃油也更加环保。目前，在印尼只有Citilink
公司和狮航公司订购了改型飞机，Citilink 订购了 10 架，而狮航订购了 109 架。

纽蒙特矿业将在第四季度完成印尼铜矿股权出售。FX168 财经报社 9月 20 日报道：世界
最大的矿业开采公司纽蒙特矿业在周一发布声明，要到今年第四季度才能完成出售印尼 Batu
Hijau 铜矿股权的交易，并且称审批过程非常复杂。纽蒙特矿业今年 6月 30 日同意以高达 13
亿美元的价格将印尼业务的 48.5%的经济权益出售给一印尼财团。在当时纽蒙特矿业表示，
预计第三季度完成这项交易。但是随后，一些分析家表达了担忧，认为其完成条件之一包括
该矿获得有效出口许可证对交易构成风险。纽蒙特矿业也表示，目前正在审批过程中，手续
非常复杂，但是买方仍然有购买这项资产的动力，印尼政府也大力支持，而且纽蒙特矿业与
该矿的工人也已经达成了协议。

印尼鹰航航空新开两条前往东努沙登加拉群岛的航线。《雅加达环球报》9月 22 日报道：
印尼鹰航航空公司发表声明，该公司将新开前往两条前往东努沙登加拉群岛的航线，该公司
旨在借此开辟该国东部市场。第一条是每天往返雅加达和古邦的航线，第二条是一周四班往
返于登巴萨和弗洛勒斯群岛的航线。除了这两条计划中的航线之外，鹰航已经开通了 39 条前
往东努沙登加拉群岛的航线。据悉，鹰航已经准备好与狮航在这些地区进行激烈的竞争，打
算开通直接前往这些旅游胜地的航线。

印多福食品公司高管寻求税收赦免。《雅加达邮报》9月 30 日报道：印多福食品公司的
高管们周五来到位于雅加达的税务总局递交了一份加入到租税特赦计划的申请。他们由公司
高管弗朗西斯·威利朗（Franciscus Welirang）带领着，而他准备来申报自己个人的财产，并
且不准备从国外转移回国内。然而，公司另外一名高官林逢生没有和他们一起前来，弗朗西
斯作为他和公司的代表前往税务总局。弗朗西斯补充道，林逢生也已经提交了资产转移回国
内的计划。

5. 进出口业动态

印尼贸易部批准进口 26 万吨粗糖。印尼《国际日报》9月 5 号报道：贸易部一名官员向
记者表示，政府为了稳定国内白糖价格，已经通过贸易部向粮储公司签发了 26 万吨的粗糖进
口许可证。这些进口的粗糖经过加工之后成为白糖，政府希望把白糖投入市场之后能够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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糖价。贸易部数据统计显示，目前全国糖价维持在每公斤 15000 卢比，政府希望糖价能够稳
定在每公斤 12500 卢比，所以政府做出了批准进口粗糖的决定。

印尼财政部长：2017 年对外出口将持续疲软。《雅加达邮报》9 月 8 号报道：印尼财政
部长莉.穆尔亚妮.英德拉瓦迪（Sri Mulyani Indrawati）向外界表示，她预期在全球经济前景惨
淡的条件下，2017 年印尼不会出现贸易顺差。而印尼中央统计局表示，印尼去年有 40 亿美元
的贸易顺差，而从今年年初到现在，贸易平衡会比去年更加负面。其一名官员表示，印尼对
外出口美国占到 12%，中国占到 10%，日本占到 10%，明年国际贸易的前景很难想象。

政府出台新的养殖业进口规定。《雅加达环球报》9月 18 日报道：政府不久之后将要求
进口商在进口生牛的同时必须进口它们的幼崽，此举是政府为了尝试恢复印尼国内牛群的数
量。印尼的牛群数量在近五年来不断减少，这是因为政府之前宣布减少生牛进口以减少对进
口牛肉的依赖性。这个政策导致印尼国内的牛群数量急剧减少，牛肉价格飞涨，不少农民将
未成熟的幼崽卖掉换取现金。所以，政府一直采取措施试图恢复印尼国内的牛群数量。据悉，
印尼政府今年允许进口 60 万头生牛，明年允许增长 17%，进口 70 万头牛。印尼国内的牛群
数量在去年达到了 1550 万头，就算政府一直采取措施恢复牛群数量，现在的牛群数量也一直
未能达到 2012 年的顶峰。

政府分配了 2.5 亿美元用于支持减少玉米进口项目。《雅加达邮报》9 月 19 日报道：印
尼农业部分配了 2.5 亿美元用来发展本国的玉米种植项目，据悉政府此举是为了实现 2017 年
印尼玉米进口为零的目标。自 2015 年以来，政府一直在实施旨在减少印尼对进口玉米的依赖，
其中包括划分了 1百万亩的新地用于玉米种植，推行农业机械援助项目和实施政府价格控制。
在今年，一到八月份的玉米进口量为 80 万吨，相比去年同期的 200 万吨下降了 60%。记者援
引农业部部长阿姆兰.苏莱曼（Amran Sulaiman）的话，他表示政府将会再增加 1百万公顷的用
地，目前仅有 72.4 万公顷的地可用，剩余的将在明年之前到位。到 2017 年，这些政府采取的
措施将足够使印尼的进口玉米减为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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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印度尼西亚社会宗教文化

1. 社会安全与反恐

密谋攻击滨海湾 印尼再逮捕一恐嫌。《联合早报》9月 7 日报道：印度尼西亚警方在峇
淡岛再逮捕一名恐怖嫌犯，他涉嫌密谋对新加坡的滨海湾发动袭击。印尼安塔拉通讯社 4日
引述警方发言人阿古斯的话说，落网的是一名 24 岁的无业男子，警方以“LH”的代号称呼
他。印尼反恐人员是于上周六（3日）在峇淡岛峇都阿及（Batu Aji）一家网络咖啡座逮捕他。
印尼警方相信，LH是印尼一个名为“KGR@Katibah GR”恐怖组织的成员。该组织的首领是
在上月落网的基吉·迪瓦（Gigih Rahmat Dewa），他与极端组织伊斯兰国的一名印尼籍成员
巴赫仑·纳伊姆（Bahrun Naim）共同策划从峇淡岛发射火箭炮袭击新加坡的阴谋。今年 8月，
印尼反恐部队逮捕了 6名密谋袭击新加坡滨海湾的恐怖嫌犯。警方过后对嫌犯的住家展开突
击行动，起获了制造炸弹的材料和枪械等。

警方调查袭击棉兰（Medan）教堂嫌疑犯与 IS 的关系。《雅加达邮报》9 月 8 日报道：
印尼国家警局反恐分队“卷云 88”将一名袭击棉兰 St.Yosep 天主教教堂的嫌疑犯伊凡（Ivan）
移送到雅加达，以对该嫌犯与恐怖主义之间的关系做进一步调查。警察将会调查他是否加入
了由纳伊姆(Bahrun Naim)领导的与伊斯兰国有关联的恐怖组织。虽然伊凡的律师辩护称他从
未与纳伊姆有任何接触，但是印尼国家反恐机构的证据显示，伊凡在实施空袭过程中与纳伊
姆有所联系。

副总统卡拉敦促布迪将反恐作为首要任务。《雅加达环球报》9 月 9 日报道：印尼副总
统卡拉建议新任命的印尼国家情报局（BIN）局长布迪·古纳万（Gen. Budi Gunawan）将打
击恐怖主义和激进主义作为首要任务。他强调国家情报局的首要任务是获取情报与分析情报，
在应对情报全球化的过程中更加灵活，有更充足的准备去应对针对国内的恐怖袭击事件。此
外，他认为对国内外形势具有更透彻的洞察力也十分重要。

印尼军警联合反恐 桑托索得力助手被捕。《联合早报》9月 15 日报道：印度尼西亚安全
部队昨天逮捕了伊斯兰极端武装组织的一名高级成员，并击毙一名武装分子。印尼警方说，
军警在中苏拉威西省波索展开的联合行动中，逮捕了东印尼真主伊斯兰游击队（MIT）的一
名成员巴斯里。该游击队曾由印尼头号恐怖分子桑托索率领。桑托索率领的组织除了当地极
端分子，还吸引了来自世界各地的武装分子，包括中国新疆维吾尔族人。他去年宣誓效忠国
际恐怖组织伊斯兰国，并涉嫌策划印尼许多恐怖袭击。

巴厘岛附近海域快艇爆炸排除遭袭击 2外国游客死 18 人伤。《联合早报》9月 17 日报道：
一艘载着 30 多人的快艇周四上午在印度尼西亚巴厘岛附近海域发生爆炸，造成 2名外国游客
死亡，18 人受伤。印尼当局已排除这是一次袭击的可能性。法新社报道，事发时，这艘快艇
刚刚驶离巴厘岛东部的巴东湾（Padang Bai）港口。当地警长苏吉恩说，爆炸在快艇启程五分
钟后发生，当时快艇距离港口仅约 200 米。

2. 自然灾害

政府派出 3500 人帮助扑灭西加里曼丹省的林火。《雅加达邮报》9月 13 日报道：印尼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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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减灾署派遣了 3500 人去扑灭西加里曼丹省的森林大火。国家减灾署发言人苏多波（Sutopo
Purwo Nugroho）称救灾人员将主要关注火情持续的库布拉亚县（Kubu Raya）、曼帕瓦
（Mempawah）等地。但国家减灾署扑火队通过水弹灭火的过程中面临缺水问题。苏多波指出，
很多人通过烧毁森林来获得耕地，这种恶习导致了更多着火点的出现。

印尼巴布亚省北部海域发生两次 5级以上地震。《联合早报》9月 17 日转载：中新网报
道，据美国地质勘探局网站消息，北京时间 17 日上午，印度尼西亚巴布亚省北部海域接连发
生两次 5级以上地震。消息称，北京时间 9 时 20 分、10 时 06 分，靠近巴布亚省首府查亚普
拉的海域先后发生里氏 5.9 级和 5.1 级地震，两次地震震源深度均为 10 公里。

波约拉里烟草种植者由于干旱遭受损失。《雅加达邮报》9月 18 日报道：每到丰收季节，
中爪哇省波约拉里地区的烟草种植者往往能得到很不错的收入。但是今年由于遇上阴雨天气，
烟草质量受到影响，将导致烟草价格下降。根据当地种植者反映，以前每千克干烟草叶价值
80000 印尼盾，但是现在价格降到 60000 印尼盾。在收割烟草之后，必须将烟草晒干，但由于
当地经常是多云天气，被收割的烟草无法在一天内全部晒干，因此它们的品质就会下降。

印尼多地洪灾 20 死逾 15 失踪。《联合早报》9月 22 日报道：印尼官员周三说，印尼多
地在大雨后发生山体滑坡与暴洪，已造成 20 人死亡，至少 15 人失踪。印尼国家减灾署发言
人苏多波在一份声明中说，灾情最严重的是西爪哇省。该省牙律市（Garut）周三凌晨因大雨
引发暴洪，洪水水位很快就涨至两米高，有 1000 多人被迫撤离家园，到搜救队伍架起的应急
帐篷内避难。据牙律市减灾署较早前的数据，当地有 16 人死亡、8人失踪、数十人受伤。

林加尼火山搜救工作仍在继续。《雅加达环球报》9 月 28 日报道：龙目岛东部（East
Lombok）、西努沙登加拉（West Nusa Tenggara）地区的林加尼火山（Mount Rinjani）爆发之
后，据有关机构称有近 400 名游客被困，救援队仍然在进行被困游客的安置工作，警察和志
愿者正在确认所有游客的身体状况。据林加尼国家公园数据显示，在周日到周二期间，有 333
名外国游客和 56 名国内游客进入该地区，而当时林加尼火山已经开始喷射火山灰。

雅城行人天桥暴风雨中倒塌。《雅加达邮报》9月 26 日报道：在首都雅加达，一座行人
天桥周六下午在暴风雨中轰然倒塌，砸中了三辆汽车，造成至少 3人死亡，多人受伤。据目
击者说，当时下着倾盆大雨，风势强劲，天桥突然坍塌，压中桥底下的一些行人和车辆，桥
上也有人摔落。当地警方发言人昨天证实，有 3人死亡，伤者可能有 7人。印尼爪哇岛近日
暴雨连连，多处地方引发山体滑坡与暴洪，至今已造成数十人死亡或失踪，还有房屋被冲毁。

3. 环境保护

调查烟霾 印尼环境部官员遭死亡恐吓。《联合早报》9月 7 日报道：印度尼西亚环境部
说，近百名疑似受雇于一家油棕公司的印尼男子，非法禁锢数名前去调查苏门答腊大火和
烟霾的环境部官员，并恫言要杀害他们。这起事故突显了印尼在取缔非法烧芭活动时所面
对的困难。据路透社报道，这群环境部官员发现印尼 APSL 油棕公司租借的一块地出现疑
似火点而前去展开调查，被大约 100 名男子禁锢了长达 12 小时，并恫言要将他们活活烧死，
然后将他们的尸体扔入罗干胡卢（Rokan Hulu）一个油棕园的河里。印尼环境部在声明中
说，有“强烈迹象”显示，滋事男子是受雇于 APSL 公司。路透社报道，遭拘禁的环境部
官员在与警方的冗长谈判后获释，但他们必须删除所拍摄的照片，并留下两辆车子和仪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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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调查人员过后成功取回用无人机所拍摄的视频，画面显示位于 APSL 租借地以内和
附近数千公顷的林地被非法烧毁。

调查：提供贷款予烧芭公司 银行如同助长企业破坏森林。《联合早报》9月 9 日报道：
路透社报道，总部设在美国加州的雨林行动网络（RAN），与印度尼西亚环保团体转型正义
（TUK）以及荷兰非盈利咨询机构 Profundo 联手进行了一项调查，以追查毁林企业如何获得
资金。周二公布的调查结果指出，各银行从 2010 年至 2015 年共为 50 家经营油棕种植、纸浆
与造纸、橡胶及伐木业务的企业，提供至少 380 亿美元（约 515 亿新元）的贷款。环保团体
多年来一直批评印尼无法制止烧芭垦地，因此造成每年周而复始的林火与烟霾。印尼警方虽
然加强了执法力度，去年逮捕了 196 类违法者，今年也已捉了 454 人，可是对于取缔涉及烧
芭的企业大户成效却未见彰显。根据此次调查，银行为破坏东南亚雨林的企业提供了巨额贷
款，等同于破坏森林罪行的帮凶，因此所有银行都应该停止继续贷款给毁林企业。

推出“电锯交换保健”奖励计划 西加里曼丹鼓励村民停止非法伐木。《联合早报》9月
11 日报道：非法伐木一直是印度尼西亚婆罗洲的一大问题，不过一个非盈利环保组织“环境
永续健康”（Alam Sehat Lestari，简称 ASRI）向祖里延沙和其他村民以及周边村庄提出了一
项防止非法伐木的献仪：只要整个村庄放弃非法伐木，村民就可以在当地诊所就医时享有优
惠，甚至还可以免费接受训练，成为森林保育员或农民。因为加里曼丹许多社区都靠非法伐
木为生，尤其是当村民急需一笔钱来筹备婚礼或是应付医疗紧急状况时，他们最先想到的就
是利用非法伐木来赚取外快。从明年起，该组织准备将此计划扩至苏拉威西及苏门答腊岛，
以及西部偏远的巴布亚省。在此计划下，那些所有家庭都放弃非法伐木村庄（绿色村庄）的
村民来求医时，医疗费可享有高达 70%的折扣。那些正逐渐放弃非法伐木而被列为“黄色”
或“红色”村庄，则可分别享有 50%或 30%的折扣。但若有人负担不起医疗费，他们只要收
集种子到非法砍伐的森林来翻种，就可以换取免费医疗保健。

雅加达重启大型防浪堤及填海工程。新加坡《联合早报》9月 15 日报道：印度尼西亚当
局将再次启动暂停了五个月的雅加达北岸庞大的防浪堤及填海造地工程。此前，因为中央政
府和有权发布相关准证的雅加达特区首长钟万学出现纷争，加上环保组织强烈反对，这项工
程在今年 4月被喊停。由于渔民也提出抗议，指有关工程导致他们的渔获减少，印尼政府决
定为这些渔民发放捕鱼许可证，让他们可以在纳土纳群岛周边海域捕鱼。但是这项工程被暂
停威胁了印尼房地产发展商波德摩罗集团（PT Agung Podomoro）在人造岛上建造公寓、办公
室和购物中心的发展计划。该公司秘书奥马斯对路透社说：“我们还在等待政府下达指示。
按照我们原先的计划，人造岛应该在 2018 年竣工。

《联合早报》9 月 22 日追踪报道：印度尼西亚上周刚重新启动的雅加达北岸庞大的防浪
堤及填海造地工程，又因遇到问题而喊停。该工程能否重新启动，将取决于一个私人发展商
能否解决附近一座电力站的安全问题。印尼政府展开的一项研究显示，颁发给Muara Wisesa
Samudra（MWS）的工程地段完工后，可能阻断用来冷却Muara Karang 电力站的海水的流入。
MWS是印尼房地产集团Agung Podomoro Land 的子公司。该公司现在必须提呈计划书给政府，
详细列明它打算如何解决有关的安全问题。

绿色和平组织将举办“海洋节”。《雅加达邮报》9月 26 报道：印尼绿色和平组织将于
10 月 8 日在雅加达 Senayan，Krida Loka 公园举办一场“海洋节”，来强调与海洋生态有关的
塑料垃圾以及过度捕鱼问题的严重性。印尼绿色和平组织的网站显示，印尼是最大的捕鱼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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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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捕鲨量占全球的 13%，每年捕鲨高达 1 亿头。这也说明印尼对于鱼翅的需求量十分巨大。
此外，在海洋污染中，印尼是仅次于中国的世界排名第二的塑料垃圾“贡献者”。

4. 反毒品、反走私

壮大阵容添购武器装备 印尼或仿效菲国铁腕肃毒。新加坡《联合早报》9 月 8 日报道：
印尼和菲律宾近来积极肃毒，印尼尽管面对各方的批评，仍坚持处死已被定罪的毒贩，菲
律宾则在新总统杜特尔特上任后，对毒贩“杀无赦”，短短几个月就已有超过 2000 名毒贩
丧命。印尼的毒品市场在东南亚极为庞大，随着印尼每年染上毒瘾和死于毒品的人越来越
多，总统佐科在上任后就誓言将延续印尼一贯对毒贩的强硬立场，继续对毒贩执行死刑。
杜特尔特则在上台后兑现竞选承诺，宣布对毒贩“杀无赦”。根据统计，自杜特尔特 5 月
初当选总统后，就有约 2400 名涉毒者丧命，其中有 900 人是在警方扫毒行动中毙命，其余
涉毒命案“仍在调查中”。人权组织表示，“调查中”只不过是当局为了遮盖私刑和法外
处决的说法。

印尼起获 166 吨硝酸铵。新加坡《联合早报》9月 14 日转载：印度尼西亚当局破获走私
硝酸铵的网络，并在 4月至 8月期间三次拦截走私硝酸铵的船只，起获多达 166.47 吨的硝酸
铵，这些硝酸铵的市价达 2597 万美元。根据印尼国家警察首长蒂托称，当局破获的硝酸铵走
私网络，主要是将硝酸铵走私到印尼东部，包括中苏拉威西省、南苏拉威西省、弗洛勒斯
（Flores）、松巴哇岛（Sumbawa）和巴布亚省。蒂托还表示，警方在拦截这些走私船后展开
了调查，并在中苏拉威西和廖内省丹戎槟榔（Tanjung Pinang）逮捕一些分销商。之后还会在
南苏拉威西、弗洛勒斯岛和巴布亚等地区继续进行调查。”（ 注：硝酸铵是一种化合物，可
当作肥料，并且经常被渔夫当作炸药来捕鱼，或是被恐怖分子用来制作炸弹。硝酸铵在印尼
被列为爆炸物，因此要进口必须先得到国防部和警方的批准。在印尼，任何人被发现走私爆
炸物，可被判高达 10 年监禁。）

另据新加坡《联合早报》9 月 23 日报道：印度尼西亚当局周三在巴厘岛拦截了一艘运载
约 30 吨硝酸铵的马国船只。这是印尼近期内第二度拦下来自马国的大量制造炸弹的化学材
料，当局正在加紧调查这些东西是否与境内极端恐怖网络有关。巴厘岛警官苏哈蒂约诺说，
当局要确定这些材料是否要运往印尼东部的苏拉威西，并且确定，这些化学材料是否是运给
苏拉威西岛的恐怖组织，以制造高爆及低爆威力的炸弹。

5. 其他社会动态

外巴塘居民拒收阿学捐赠。《雅加达邮报》9月 12 日报道：雅加达北部外巴塘（Luar Batang）
清真寺看门人和外巴塘居民拒绝接受由雅加达特区省长钟万学在伊斯兰宰牲节之际捐赠的两
头牛。外巴塘清真寺秘书Mansur Amin 表示，在与当地居民代表进行会面后作出了该决定。
此举正是向政府因为旅游景点修复工程而拆除居民的房屋的行为表示抗议。此外，钟万学已
经宣布向雅加达的廉价公寓捐赠 7000 千克牛肉和 55 头牛。

利用火山地热开发能源 印尼官员专家：知易行难。新加坡《联合早报》9月 27 日报道：
印度尼西亚政府计划在未来 10 年内落实全面开发地热发电，充分利用火山带来的庞大地热能
源储量，将地热能源的使用率加大四倍。可是官员和专家都坦言，要落实这个目标“极度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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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据估计，印尼的地热电力潜能达 2 万 8000 兆瓦，目前地热电力仅有 1300 兆瓦，即使
用率不到 5%。印尼绝大部分电力仍来自煤炭和石油。由于以化石燃料发电，加上砍伐树林无
度，印尼目前是世界上排放温室气体最多的第三个国家。地热是清洁能源，发展地热能源成
了印尼减少温室气体排放量的重点步骤之一。计划虽好，可是实际执行起来问题众多，首先
是勘探地热和建造地热发电厂成本都很高，不过最令投资者却步的是官僚机构的繁文缛节。

6. 印度尼西亚宗教

宣扬极端教义 印尼宗教电台增多引关注。新加坡《联合早报》9月 2 日报道：新加坡当
局前不久逮捕的极端分子承认被印度尼西亚一宗教电台洗脑后，印尼宗教电台越开越多成了
关注点。据《雅加达邮报》9月 2 日报道，这些电台都与伊斯兰原教旨主义（Salafism）有关。
这是逊尼派伊斯兰中的极端保守流派，源自中东国家如沙特阿拉伯和也门。虽然很多追随者
声称反对恐怖主义和极端主义，可是也属此流派的卡伊达和伊斯兰国组织（IS）却崇尚暴力。
极端保守的伊斯兰教派在印尼的影响力不容小觑。最近，印尼两支知名独立乐团的主要成员
公开宣布已加入一个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团体，并将退出乐坛，理由是“根据伊斯兰法，独立
音乐（主要指摇滚乐）是不圣洁及被禁的”，此事在当地乐坛引起不小的震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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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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印尼与联合国】据印尼外交部 9 月 9 日报道：在伦敦召开的联合国维和行动会议中，
印尼国防部防御战略司司长尤迪·斯瓦斯丹吐（Yoedhi Swastanto）代表印尼国防部长发表声
明：印尼将继续兑现为联合国维和行动提供 4000 名维和人员的坚定承诺，并且提高维和部队
质量和所属装备，致力于打造专业人才。这是作为执行印尼宪法规定的任务承诺的一部分。

在此次联合国大会期间，印尼代表数度呼吁，加强国际合作应对全球性问题。对此，《雅
加达环球报》进行了跟踪报道。9 月 19 日报道：在联合国大会期间，印尼副总统卡拉呼吁世
界各国领导人加强国际合作来应对全球移民危机。印尼代表团还强调了国际合作伙伴关系的
重要性。印尼一直致力于解决移民问题，尽管印尼没有签署《1951 难民地位公约》，但是该
国一直为有需要的人提供人道主义援助。目前，印尼大约帮助了 14000 名难民，并给予临时
避难所和人道援助。9 月 20 日报道：印尼副总统卡拉在联大发表演讲，重点强调解决大规模
的难民和移民问题。卡拉表示：国际社会必须开展更密切的合作来克服各种由难民和移民问
题带来的人道主义悲剧。他还强调基于责任分担原则解决难民、移民问题的国际合作的重要
性，因为没有一个国家能够独善其身。9 月 21 日报道：印尼外长蕾特诺表示：国家必须把国
际合作放在第一位，以此来解决全球问题，诸如武装冲突，恐怖主义和其他人道主义危机。
“现今，在不参与国际合作的情况下，没有一个国家能独自应对这些挑战。”“我们不仅要
在国家层面上，还要在国际层面上运用民主原则。” “我们必须尽量减少我们之间的矛盾，
缩小我们之间的差距，我们要进行国际合作，迎接挑战。”9月 25 日报道：印尼副总统卡拉
表示：在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过程中（SDGs），国际合作尤为重要。他还强调要营造一个
和平与安全的国际环境，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世界正面临各种全球性威胁，诸如恐怖主义
和极端主义的冲突、气候变化、移民问题、贩卖人口、网络安全和环境退化等。因此，为了
克服这些全球性问题，世界各国需要共同努力，全球伙伴关系和团结是必要的，并且还需要
一个全球性的解决方案。“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联合国，联合国是全球治理的中心，
是一个透明的、负责任的、高效的和具有代表性的政府间组织。”

【印尼与G20】 印尼外交部 9月 4日报道：在二十国集团领导人杭州峰会上，印尼总统
佐科呼吁G20 成员国协同财政、货币以及结构性改革政策，对国家和全球范围做出承诺：避
免负面影响的经济政策，坚持共同合作，以达到改善世界经济的目的。印尼致力于确保更加
开放、包容性的经济。佐科希望G20 个成员国能够为发展中国家的数字经济发展提供帮助，
以此帮助减少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不平等，以及加强在G20 成员国之间的技术发展
的合作。9 月 5 日报道：印尼总统佐科敦促G20 建立一个公平、透明的国际性税收制度。这
种税收制度将有助于增强财政弹性，增加税收收入，以此作为国家发展资金的来源。佐科解
释：“现今的世界经济状况仍然很容易受到冲击，因此G20 必须努力建立一个更公平的国际
金融体系，增加弹性需求，努力达成全球经济增长的目标。”印尼将致力于增加其税收收入
作为其发展的资金来源，以改善投资环境。

【印尼与不结盟运动】印尼外交部 9月 16 日报道：印尼外长雷特诺在不结盟运动（NAM）
峰会期间强调：不结盟运动必须发挥战略作用，成为全球合作伙伴，并为其人民谋利益。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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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世界面临诸多挑战，如全球政治和经济的不平衡、难民危机、恐怖主义威胁、激进主义和
极端主义等。因此，世界需要一个新的，秉持务实、创新、高效原则的不结盟运动。不结盟
运动的所有成员国需要采取“三步走”战略。第一，必须加强多边主义的精神。所有成员国
要积极为联合国的改革做出贡献，特别是安全理事会和秘书处的改革。第二，必须积极应对
全球经济挑战。通过全球性的合作伙伴关系，来加强所有国家之间的合作。第三，不结盟运
动的成员国也必须进行内部的自我完善。自我提升、以身作则是非常重要，它有助于更好地
处理全球问题。9月 17 日报道：印尼外长雷特诺表示：印尼敦促不结盟运动的成员国继续支
持巴勒斯坦政府和人民的斗争，并强调不结盟运动所有成员国支持的重要性，希望重启巴勒
斯坦和平进程，让其最终成为一个独立的主权国家。9月 18 日报道：印尼副总统卡拉强调：
不结盟运动迫切需要进行内部改革，因为改革会让NAM有充分的准备面对 21 世纪的挑战。
此外，目前的主要挑战不再是冷战，而是不结盟成员国之间存在的不平等和发展差距，以及
内部冲突。他强调，不结盟运动成员国必须坚持其基本原则和价值观。这些原则和价值观需
要注意当前的现实。

2. 印度尼西亚与区域性组织

【印尼与东盟】印尼外交部 9月 1 日报道：东盟合作总干事何塞·塔瓦雷斯（Jose Tavares）
大使转达这样一句话：“国家协同推进印尼的国家利益必须从最基础的层面开始，从而使之
成为实现东盟 2025 政治安全共同体蓝图的强大基础。”大使借此机会表达在东盟成员国，特
别是在印尼政府机构和其他工作人员之间增加合作以及协同的重要性。在这次活动中，除了
讨论东盟政治安全共同体不同的合作机制之外，还让 13 个部门和机构的参与者进行了模拟船
舶实验，以此为参与者提供能力建设。

印尼外交部 9 月 24 日报道：9月 23 日，在亚洲协会总部，印尼副总统卡拉就“东盟和未
来 50 年”这一主题发表演说。副总统谈到了印尼的各种积极的发展，包括民主化的发展以及
在越来越多的非政府组织中扮演着日益重要的角色。此外，印尼的政治稳定和安全也对经济
增长起着巨大的作用。现在，印尼经济以每年 5.4%的增长率增长。印尼正确的战略定位以及
自身拥有的丰富资源为国家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很大的帮助。印尼政府目前主要集中在基础设
施建设，提供易于开展的业务以及保持良好的投资环境方面。作为东盟最大的国家，印尼在
维护地区稳定方面有重要的影响力。印尼始终致力于支持东盟的中心地位，努力维护地区的
和平、稳定和相互繁荣。

【印尼与欧盟】 印尼外交部 9月 24 日报道：在第 71 届联合国大会期间，印尼外长蕾特
诺会见了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欧洲委员会副主席费代丽卡·莫盖里尼（Federica
Mogherini），双方讨论了加强印尼和欧盟之间合作的一系列事项，包括为印尼-欧盟全面经济
伙伴关系协定（I-EU CEPA）做准备。I-EU CEPA 有望在未来提升印尼和欧盟之间的贸易关
系。I-EU CEPA 的第一轮谈判将在 2017 年初举行。会议还讨论了攸关双方共同利益的全球性
问题，包括区域合作会议——即将举行的东盟-欧盟会议。双方还一致同意进行对话，加强合
作以共同打击恐怖主义等极端势力，并提高在反恐领域政府机构的能力。

3. 印度尼西亚对外双边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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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尼与吉布提】印尼外交部 9月 7 日报道：9月 4 日，在与吉布提贸易商会的合作会议
中，印尼驻埃塞俄比亚、吉布提和非洲联盟的大使们共同出席了印尼贸易博览会（TEI）。印
尼驻吉布提大使表示，印尼和吉布提之间的贸易往来的频率将在未来几年大幅增加，印尼是
吉布提继中国和沙特阿拉伯之后的第三大贸易伙伴；许多印尼产品如纱笼、汽车电池和纸制
品都出口到吉布提。

【印尼与萨瓦尔多】印尼外交部 9月 6 日报道：印尼外交部于 9月 5 日在雅加达与萨尔瓦
多召开了一次双边磋商论坛。在会议上，双方同意继续开发双边合作的潜力，制订未来的合
作计划。这些计划包括印尼出口液化天然气和汽车零部件。双方还对一些共同感兴趣的全球
性问题交换了意见。

【印尼与巴勒斯坦】印尼外交部 9月 16 日报道：在不结盟运动峰会期间，巴勒斯坦外交
部长利亚德•马利基（Riyad Al Maliki）对印尼继续支持巴勒斯坦独立表示由衷的感谢。两位外
长还讨论了国际社会对巴勒斯坦斗争支持的重要性。印尼外长雷特诺表示，印尼将继续向巴
勒斯坦提供援助和技术合作。她说，印尼对巴勒斯坦斗争的支持，不只是来自印尼政府，还
来自印尼人民。

【印尼与厄瓜多尔】印尼外交部 9月 17 日报道：在不结盟运动峰会期间，印尼和厄瓜多
尔两国外长达成协议：同意增加双边贸易。为了清除关税这个影响双边贸易的障碍，两国外
长同意于 2016 年 11 月在厄瓜多尔举行贸易和投资工作小组会议。除此，两国外长还讨论了
海外公民的保护问题，及石油和灾害管理领域的合作等。厄瓜多尔是印尼在拉丁美洲的第 7
大贸易和旅游合作伙伴。2015 印尼与厄瓜多尔贸易总额达 7010 万美元。

【印尼与丹麦】《雅加达环球报》9月 19 日报道：印尼和丹麦签署了一项具有里程碑意
义的协议，为在南苏拉威西省建立的第一个风力发电场的发展铺平了道路。印尼国有企业部
长莉妮（Rini Soemarno）和丹麦能源部长拉尔斯（Lars Christian Lilleholt）在哥本哈根见证了
该项协议的签订。丹麦驻印尼大使卡斯帕（Casper Klynge）随后发表了一个声明：“这次签
约将是印尼绿色能源转型的里程碑。南苏拉威西省的风力发电场项目对印尼未来的可再生能
源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这项协议是印尼和丹麦当局以及私营公司之间密切合作的重要成果，
也是两国政府在能源合作方面的重大突破。”

【印尼与英国】 《雅加达环球报》9 月 23 日报道：英国驻印尼大使馆正在研究英国在
南苏门答腊岛的投资和合作伙伴关系问题，近期将会派遣代表访问该省。英大使馆贸易与投
资高级官员 Lena Herliana 表示，英国政府正考虑在南苏门答腊建立政府与企业的伙伴关系的
可能性。英方派代表访问该省将有助于大使馆确定哪些商业机会有最大的潜力，以此来吸引
英国投资者。

据印尼外交部 9月 24 日报道：在联合国大会期间，印尼和英国两国外长召开双边会谈。
印尼外长蕾特诺表示：英国的发展可以为加强双边合作增添新机遇。双方一致认为，要进一
步鼓励两国公平互利贸易的发展，包括基础设施建设。英国方面传达了英国的利益需求，想
要进一步加强经济合作，尤其是在基础设施方面。印尼外长对此表示欢迎，因为这与印尼的
国家利益需求相吻合，特别是在发展公共基础设施方面，包括对港口、机场、造船厂和铁路
的投资。

【印尼与美国】印尼外交部 9月 24 日报道：在联合国大会期间，印尼副总统卡拉在纽约
会见了美国商界。此次会议由美国-印尼商会（AICC）举办。美国公司称赞印尼政府做出的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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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也肯定了美国商界为两个国家的经济发展作出的积极贡献。双方一致认为，两国需要进
一步深化合作以及加强双边关系。

4. 印度尼西亚对外多边关系

佐科呼吁东盟和美国共同打击非法捕鱼。《雅加达邮报》9 月 9 日报道：总统佐科在东
盟-美国峰会上呼吁东盟成员国和美国共同打击非法捕鱼（IUU）。佐科强调了所有国家应该
携手共同打击 IUU 的紧迫性，因为 IUU不仅威胁海上安全和环境的可持续发展，也损害人民
的利益，不利于国家的繁荣发展。由于非法捕鱼的猖獗，印尼每年遭受 200 亿美元的财政损
失。佐科表示：“打击 IUU的合作应继续下去，特别是要加强各国之间在能力建设和信息方
面的交流。”



21

五、印度尼西亚-中国关系

1. 印尼-中国经贸关系

印中两国致力缩减贸易差距。印尼《国际日报》9 月 5 日报道：外交部长蕾特诺表示，
在佐科总统与习近平主席共同主持的印中双边会议上，两国领导人讨论了双边贸易问题，以
期减少双方贸易平衡的差距。

印尼政府要求中国打击非法进口燕窝流通。印尼《好报》9月 15 日报道：印尼要求中国
当机立断打击在该国非法进口燕窝的流通，因为非法流通的燕窝对从印尼合法进口的燕窝造
成不公平的竞争。

希望增加印尼对中国的水果出口。印尼《国际日报》9月 19 日报道：9月 16 日，万隆西
爪农渔部第二副主席诺诺（NONO SAMBAS）称，增加向中国或台湾、澳洲等国出口水果。
目前印尼与中国的水果交易处于不平衡状态。印尼商业部长鲁吉达（ENGGARTIASTO
LUKITA）称，目前印尼生产的水果还很难打进中国市场，其实印尼的水果质量不输给东南
亚其他国家。

华夏幸福举办印尼投资论坛。中国新闻网 9月 5 日报道：9月 3 日上午，由华夏幸福、印
度尼西亚驻华大使馆、印度尼西亚投资协调委员会(BKPM)以及中国印度尼西亚商会联合举办
的“印度尼西亚投资论坛”在上海盛大召开。来自中国与印尼双方的政府官员、商协会领袖、
企业代表等千余人参会，共同探讨中国印尼经贸合作和产业投资的热点问题。 华夏幸福国际
总裁赵鸿靖在会上表示，华夏幸福致力于搭建全球与印尼经贸发展的桥梁，构建国际产能合
作的平台，为全球企业投资印尼提供一站式服务。

长飞印尼公司隆重开业。《雅加达环球报》9月 13 日报道：世界最大的光纤供应商—中
国长飞光纤光缆公司（以下简称“长飞公司”）的西爪洼的分公司开业典礼隆重举行。长飞
印尼公司是长飞公司在海外的第一个光纤制造合资项目，由长飞公司与印尼 PT MONAS 公司
于 2015 年 1 月 19 日合资成立，其中长飞公司持股 70%，PT MONAS 公司持股 30%。自成立
以来，该项目在不到 12 个月的时间内完成了光纤工厂的建设、设备的安装和调试，实现了提
前投产。 印尼工业部副部长 Putu 先生、副部长Harjanto 先生，中国驻东盟使团参赞谭书富
先生，中国驻印尼大使馆胡啸山代表，中国商会会长张敏先生，印尼电信 TELKOM AKSES
公司总经理Warif 先生，印尼 PT MONAS 公司股东 Santoso 先生、Cahayadi 先生，长飞公司总
裁庄丹博士、第一副总裁 Jan Bongaerts 先生，长飞印尼公司总经理陈慧雄及管理层共同出席
了隆重的开业典礼。

中国工商银行（印尼）积极助力印尼经济发展。印尼《国际日报》9月 10 日报道：中国
工商银行（印尼）积极参加 2016 年印尼商业与投资开发博览会（IBD Expo 2016）。9 月 8 日，
Jeff Eman 经理在该博览会上发表题为“中国工商银行（印尼）在印尼经济发展充当的角色”
的演讲。参加该博览会的知名人士还包括中国工商银行（印尼）经理 Liang Qinjun、Thomas Arifin
和 Rolyta Manullang，以及集团负责人 Yensen Aliamin 和企业银行第三部主任 Fajar Satritama 等。

人民币国际化论坛在雅加达成功举办。人民网 9月 21 日报道：9月 20 日至 21 日，中国
银行在雅加达成功举办人民币国际化论坛。本次论坛由中银香港和中国银行雅加达分行联合
举办，分为金融机构、中文、英文三场举行。来自印尼央行、财政部、国企部的高官，来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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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家金融机构的 100 名代表以及来自中印尼双方企业的近 500 名代表参加了论坛。中国银行
雅加达分行张敏行长致欢迎辞，中国驻东盟使团经济商务参赞谭书富以及印尼国企部特别顾
问萨哈拉（Sahala）先生分别面向驻印尼中资企业和印尼企业致辞，倡导企业界关注人民币国
际化，在中印尼两国经贸、投资活动中更多使用人民币。中银香港的人民币业务专家介绍了
中国经济和人民币国际化的最新进展、人民币财资产品、人民币清算系统、印度尼西亚企业
如何利用人民币国际化机遇等，得到与会代表的热烈反响。

中国农业部副部长会见印度尼西亚农业部长。中国政府网 9月 19 日报道：农业部副部长
张桃林在印度尼西亚雅加达会见印度尼西亚农业部长阿姆兰•苏莱曼（Amran Sulaiman），双
方就加强合作交换意见。 张桃林表示，自 2013 年两国关系由战略伙伴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
伙伴关系，两国务实合作全面深入发展。农业是两国合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双方建立了农业
联委会机制，在科技交流、技术示范、农产品贸易、农业投资、国际粮农事务等方面开展了
广泛合作，进一步深化合作潜力很大。张桃林提出三点合作建议：一是继续发挥农业联委会
的机制性作用，就双方共同感兴趣的合作项目进行协商和推进；二是共同规划两国农业合作
重点和发展方向，确定优势领域；三是加强合作载体和环境建设，共建农业合作园区、平台
和基地。 阿姆兰•苏莱曼对张桃林一行表示欢迎，赞同张桃林提出的合作建议，强调印尼非
常重视与中国开展农业合作，并提出三点合作建议：一是加强与中国的农业投资合作，印尼
将安排 200 万公顷土地发展畜牧业、玉米、蔗糖，愿与中方开展政府间合作，建立农业园区。
希望双方尽快召开农业联委会会议，商议具体合作事宜；二是扩大农产品贸易，印尼市场对
玉米、肉牛、糖等需求量很大，欢迎中方扩大对印尼出口，也希望中方进口更多的印尼水果；
三是加强农业科技交流与人才培训合作。

中国有意投资加里曼丹农业。《雅加达邮报》9月 20 日报道：在与中国农业部副部长张
桃林进行了会面后，印尼官员表示，中国有意投资印尼加里曼丹农业。中国将推动民营企业
对印尼农业的投资，这将增加印尼边境地区的就业，促进地区经济发展。印尼农业部长苏莱
曼（Andi Amran Sulaiman）表示，加里曼丹边境地区是政府激发经济潜力的优先地区，双方可
在肉牛、蔗糖和玉米等方面进行合作。 张桃林邀请苏莱曼 12 月份访问中国，以便讨论进一
步的合作事宜。

印尼中国商会副秘书长：期待两国资源与产能合作对接。中国新闻网 9月 8 日报道：印
尼中国商会副秘书长杜溎 8 日接受中新社记者采访时表示，资源与产能的完美结合是中国印
尼经贸合作的最佳模式，“我们期待越来越多的旗舰项目出现”。杜溎介绍说，印尼主流矿
种有煤炭、红土镍矿、铝矾土等。其中作为镍产业原料的红土镍矿约占全球储量的 12%。21
世纪以来，中国对印尼的红土镍矿的需求度曾一度达到 55%。杜溎指出，在 2014 年 1 月份印
尼正式禁矿的前后，中国的企业家们配合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开始了中国与印尼
资源与产能合作的新历程。实践表明：中国的产能合作，特别是在资源整合方面在印尼大有
作为。杜溎表示，此前，印尼只有两家镍产业工厂在运行，年产量约 8万吨镍当量的镍产品。
而中国的产能，仅目前青山园区形成的产能就已达到 9万吨镍当量。如果加上预期，到 2017
年底，中国在印尼的镍产业很有可能实现 30 万吨镍当量的产能。其耗用的红土镍矿数量已经
接近了印尼历史最高出口水平。而在印尼新形成镍铁的产能也将接近中国目前有效镍铁产能
的 2/3。两国的相关合作，对扭转印尼对中国进出口贸易逆差做出了贡献。虽然印尼是钢铁
需求大国，每年有近 1/3 的钢铁靠进口解决，但是竟然仍有少量钢材出口。2016 年 6 月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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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尼钢铁制品出口额大约 9000 万美元，其中仅中企青山镍铁的报关出口额就达 7000 万美元。
“资源与产能的完美结合是中国印尼经贸合作的最佳模式”，杜溎说，“随着中国印尼经贸
合作进一步的发展，两国既定国策的深入对接，我们期待着越来越多的旗舰项目出现。”

2. 印尼-中国政治关系

习近平会见印度尼西亚总统佐科。人民网 9 月 3 日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 2日在杭州会
见前来出席二十国集团领导人杭州峰会的印度尼西亚总统佐科。习近平强调，中国和印尼拥
有广泛的共同利益，两国关系发展方向和势头良好。我们应该始终做好邻居、好伙伴、好朋
友，不断增进政治互信，扩大务实合作，推动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向前发展。双方要
继续加强高层沟通，积极对接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倡议和“全球海洋支点”构想。要确保雅
加达至万隆高铁项目顺利实施，拓展基础设施建设、产能、贸易、投资、金融、电子商务等
领域合作，打造更多旗舰项目。要加强教育、科技、卫生、广电、青年等领域交流，夯实两
国关系的民意基础。中方将继续坚定支持东盟团结和东盟共同体建设，愿同印尼方在联合国、
亚太经合组织、二十国集团等多边组织中加强沟通和协调，共同维护发展中国家利益。佐科
表示，印尼方支持中方成功举办本届二十国集团峰会。印尼和中国互为重要伙伴。两国全面
战略伙伴关系可为世界和平与安全作出贡献。印尼方支持探讨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倡议和
“全球海洋支点”构想对接，愿深化同中国在贸易、投资、金融、基础设施等领域合作。

中国驻印尼登巴萨总领馆举行 2016 年国庆招待会。中国新闻网 9 月 24 日报道：9 月 23
日晚，中国驻登巴萨总领馆举行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67 周年招待会。巴厘省省长代表巴
厘省地方秘书长伍拉，巴厘省议会顾问兼旅游委员会副主席努尔亚萨，巴厘省文化局长、旅
游局长，乌达雅纳军区司令代表、警长代表等党政军警要员，领团、华社、中资机构代表及
中文教师、志愿者共 500 余名中印尼各界人士出席。

3. 印尼-中国人文交流

旅游部郑州举行印尼旅游推介会。印尼《好报》6月 26 日报道：随着中国对外出境旅游
的日益火爆，中国已成为印尼最主要的旅游市场之一。9月 23 日，旅游部在郑州隆重举行印
尼旅游推介会，向各出境旅行社及河南游客展示印尼的最美风光。河南省旅游局对外旅游合
作处田太平处长参加了本次推介会并致欢迎辞。参加本次旅游推介会的印尼人员有：旅游部
海洋局局长萨曼索先生，旅游部销售副主任:乔迪先生，旅游会展公司董事长：思瓦迪先生等。
推介会上，印尼旅游部相关工作人员介绍了针对中国游客的目标:2016 年的目标是 210 万，其
中 170 万来自大陆。到 2019 年，争取来自中国（包括中国大陆、香港、澳门和台湾）的游客
达到 500 万。

中印尼媒体论坛圆满举行。中国新闻网 9月 28 日报道：9月 28 日，由中国国务院新闻办
公室和中国驻印尼大使馆联合举办的中印尼媒体论坛在雅加达举行。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对外
推广局副局长李智慧、中国驻印尼大使馆参赞徐航天、中国外文局副局长陆彩荣、中国驻东
盟使团政治处主任王泽亮和来自印尼的媒体《罗盘报》、《共和国报》、《印华日报》、《国
际日报》、《商报》、《千岛日报》、《讯报》及METRO TV(美都电视台)的主要负责人和
记者以及中国驻印尼媒体新华社、《人民日报》、中央电视台、国际广播电台、《经济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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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新社负责人与会。李智慧在论坛上表示，中国和印尼都是亚洲大国，两国友好交往历史悠
久。中印尼媒体论坛是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主办的“2016 感知中国印尼行”系列大型文化
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今天活动的主题“对话与合作”，无论是对两国关系还是两国媒体的
发展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印中高等教育合作发展论坛暨“中国知识云服务”启动仪式成功举行。印尼《国际日报》
9月 29 日报道：为了进一步促进中印两国高等教育交流，中国驻印尼大使馆文化处，中国知
网（CNKI）及阿拉扎大学孔子学院联合，于 2016 年 9 月 28 日上午 9时，在雅加达南部安巴
拉大酒店会议厅，举行印中高等教育合作发展论坛暨中国知识云服务启动仪式。阿拉扎孔子
学院副理事长穆尼首先致词表示感谢中国知网杜对阿拉扎大学的肯定，给阿拉扎大学的中国
馆赠 10 万份电子书。阿拉扎大学感到荣幸，中国习主席和温家宝总理曾到我校于学生们进行
沟通交流。孔子学院能促进和沟通穆斯林社群对中国和华人社群的了解。我们举办这次的目
的，遵照可兰经圣言道“到到各地学习知识甚至到中国去”。近两年，两国政府已经签署了
两个重要的合作文件，分别是《中印尼高等教育合作协议》和《中印尼高等教育学历互认协
议》。另外，《中印尼汉语教学合作协议》的续签工作，也在积极推进中。

巴厘岛印华学校与重庆三峡学院签署合作协议。印尼《国际日报》9 月 5 日报道：2016
年 9 月 3 日，中国重庆三峡学院校长张伟一行 6 人和印尼国际日报董事长熊德龙、董事长助
理陈杰在巴厘岛客家乡亲会主席谢晋德先生的引领下莅临巴厘岛印华三语学校访问。印华学
校董事长丘仕足先生、丘兴辉先生、中文部主任汤莹敏及 4位汉语老师在学校热情接待来宾。
双方进行了亲切会谈，并就加强教育领域的交流与合作签署协议。丘仕足对贵宾的到来表示
热烈欢迎，他表示印华学校一直致力于巴厘岛华语教育，从无到有，从有到优，孜孜追求，
诲人不倦。印尼华语教育从来都离不开中国力量，学校 16 年的发展更是承蒙中国相关单位的
关怀和帮助才走到今天。如今重庆三峡学院的到来使他更加坚定信心继续办好华文教育，因
为办好华文教育就是对关心学校的相关单位最好的回馈。

印尼侨胞回乡省亲参加中国北方首家华侨学校建校 60 周年庆典。中国新闻网 9 月 9 日报
道：参加“2016 山东旅印(尼)侨胞恳亲大会”的山东籍侨胞一行 55 人 9 月 9 日来到位于山东
省青岛市的山东省华侨中学，参加该校成立六十周年庆典活动。

泗水华人俱乐部举行中秋联欢晚会其乐融融。印尼《国际日报》9月 22 日报道：9月 17
日晚，印尼泗水华人群假座张宫酒家举行欢庆一年一度的中秋佳节，晚会上出席的有驻泗水
中资企业、中国教师志愿者、及当地华人企业代表近 120 人。 泗水华人俱乐部负责人林尉在
致辞中说，泗水华人俱乐部成立以来，一直秉承着相亲相爱、相互交流、相互学习的宗旨，
成立这个平台希望能够吸引着更多朋友加入，共同分享，共同成长，相互帮助。

感知中国·印尼行“海丝明珠”图片展开幕。印尼《国际日报》9月 28 日报道：“海丝
明珠”主题图片展于 9月 27 日上午在雅加达 Rajawali Selatan Art 1 艺术馆开幕，拉开了“感知
中国·印尼行”活动序幕。中国驻印尼大使谢锋、中国思想政治工作研究会常务副会长王世
明、中国国务院新闻办推广局局长张雁彬、中国外文出版发行事业局副局长陆彩荣、印尼旅
游部宣传主任阿迪拉、印尼前驻华大使苏德加、印中中小企业商会执行主席刘新华等出席。
谢锋致辞表示，“感知中国”活动是中国国务院新闻办主办的大型系列文化交流活动，多年
来在世界数十个国家成功举行，成为促进中国与世界各国文化交流、增进相互了解的重要窗
口和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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