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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印度尼西亚政治动态

1. 印尼中央政府动态

新电子信息交易法在社交媒体方面赋予警方更多权力。《雅加达环球报》11 月 2 日报道，
警方正在调查那些在明年雅加达省长竞选活动前，一直传播具有挑衅内容的社交媒体账户。
目前，他们正在等待新电子信息交易法的正式生效。新法律将赋予政府有关这方面的更多管
理权。

总统呼吁游行示威要和平有序。《国际日报》11 月 4 日和 5日报道，针对 11 月 4 日的示
威游行，佐科总统呼吁雅加达市民要保持冷静，示威者应和平有序地进行游行示威，警惕任
何伺机者混入其中并挑起冲突。 5日，雅加达警长表示安全形势可控，没有发生太大的干扰。
最后，卡拉副总统接见了三名示威者代表。

财政部长支持肃贪委对其下属人员执法。《国际日报》11 月 23 日报道，肃贪委逮捕了一
名涉嫌贪污的税务总局人员，财政部长穆莉亚妮（Sri Mulyani）对此表示，她从一开始就告诫
财政部下属工作人员必须要与腐败和贪婪的顽疾作斗争。如果不从内部自我改革，就会有其
他机构来执行。肃贪委的现场逮捕行动也是在财政部监察机构的协助下进行的。

佐科表示散布谎言和挑拨离间非伊斯兰教原有价值观。《好报》11 月 25 日报道，佐科总
统表示，局势升温往往是由于受到社交媒体的煽动或谎言的散播而引起的。最近三周以来，
社交媒体充满互相讥嘲、毁谤、谩骂和挑拨离间的言论，这些都是散布谎言的讯息，并不是
伊斯兰教的价值观，也不符合印尼的伦理价值。佐科希望民众有效利用社交媒体网站，以控
制一切不正当的言论。

2. 印尼民意代表机构动态

国会副议长希望执法者保护集会中的示威者。《雅加达环球报》11 月 2 日报道，国会副
议长法德利（Fadli Zon）表示，他致函总统佐科，希望执法者能保护那些参加周五集会的示
威者。法德利声称他与支持示威的穆斯林强硬派进行了谈话，他们抗议钟万学对《可兰经》
中一节经文的错误引用，指控钟万学亵渎伊斯兰教。同时，示威领导者希望集会期间能得到
政府的充分保护。

副议长因发表如何推翻总统的言论被举报至刑侦总局。《好报》11 月 10 日报道，由于在
11 月 4 日示威活动上发表有关推翻佐科总统的言论，国会副议长法赫里•哈姆扎（Fahri
Hamzah）被佐科总统志愿者阵线举报至警察总部刑侦总局。警方正在分析法赫里•哈姆扎的言
论是否触犯搞政变阴谋的相关条例。然而，法赫里•哈姆扎强调，国会议员执行任务时拥有不
被定罪的豁免权。

3. 印尼司法系统动态

法院驳回伊尔曼·古斯曼的审前动议。《雅加达环球报》11 月 2 日报道，印尼地方代表
理事会前议长伊尔曼·古斯曼（Irman Gusman）上个月被国家反腐机构逮捕，南雅加达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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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周三否决了他提出的审前动议。伊尔曼·古斯曼由于操纵西苏门答腊的食糖进口配额并
受贿 1亿卢比，于 9月 17 日被指控为嫌疑犯。肃贪委已将伊尔曼·古斯曼的调查卷宗提交给
了检察长，雅加达反腐法院预计本月审理该案件。

总检察长办公室宣布准备审判钟万学亵渎宗教案。印尼《雅加达环球报》11 月 30 日报道，
总检察长办公室（AGO）宣布，审核通过了雅加达省长钟万学的亵渎宗教案的调查卷宗，并
将尽快准备审理该案件。总检察长办公室一般刑事案初级检察长努尔（Noor Rachmad）表示，
案件档案完整，并满足在法院审判中使用的所有要求。

4. 印尼政党动态

民主斗争党和专业集团党高层内部会谈。《国际日报》11 月 21 日报道，民主斗争党总主
席梅加瓦蒂（Megawati Soekarnoputri）及中委会理事 11 月 20 日在其家中会见来访的专业集团
党总主席塞特亚·诺凡多（Setya Novanto）及随行的高层干部。双方在内部会谈中讨论了国
内政治动态和国际政治形势，以及两党合作的议题。在雅加达省长选举的问题上，两党都承
诺将继续支持钟万学赢得选举，而涉及法律问题，将按照法律程序处理。

专业集团党决定重任塞特亚•诺凡多为国会议长。《雅加达邮报》11 月 21 日和 29 日报道，
专业集团党决定恢复塞特亚·诺凡多在立法机构的最高职位，以取代同党成员阿德•戈马鲁汀
（Ade Komarudin）。阿德•戈马鲁汀表示接受更换国会议长的决定。作为党员干部，他会绝
对服从党的决定，并会将党的利益放在个人利益之上。

5. 钟万学事件专题

钟万学案件将被公开审理。《雅加达环球报》11 月 5 日报道：国家警察局总长狄托（Tito
Karnavian）向公众承诺，可以观看钟万学“亵渎宗教案”的审议过程。直播案件审议过程旨
在让公众清晰地了解案件的实质和内容。另据《国际日报》11 月 9 日报道：内政部长扎赫约·库
莫罗（TjahjoKumolo）表示，尽管钟万学正在接受调查，但他仍是合法的雅加达省长候选人。

专家表示街头示威不能让佐科下台。《雅加达环球报》11 月 12 日报道，针对示威者在 11
月 4日示威快结束时提出弹劾总统佐科的要求，国家行政法律专家马加里托·卡米斯（Margarito
Kamis）表示，弹劾总统是很困难的，因为佐科已经获得国会多数政党的支持，当前的制度使
得人们不可能通过上街示威就能轻易推翻佐科。并且，任何希望通过更多的街头示威来推翻
佐科的企图都违反了宪法。

钟万学将继续竞选访问。《雅加达环球报》11 月 14 日报道，雅加达省长候选人钟万学表
示，尽管有几个团体指控他亵渎宗教并企图阻止他在某些地区的竞选活动，但他仍将继续竞
选期间的访问。他会让警察调查他与其搭档查罗特在参加竞选活动期间所遇到的抗议。本月，
钟万学在访问西雅加达的选举站时，曾两次遭到自称当地居民的人指控其亵渎罪并拒绝访问。

钟万学不参加亵渎宗教案听证会。《雅加达环球报》11 月 15 日报道，钟万学律师表示，
由于要参加选举竞选活动，钟万学不参加周四上午在国家警察总部举行的亵渎宗教案听证会。
另据《联合日报》11 月 14 日报道，警方表示，此次听证会将不通过电视直播，公众仍可出席
聆听，但人数设限。警方没有说明突然改变主意的原因。这场听证会是对初步调查钟万学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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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工作的一部分，目的是确认钟万学此前引用《可兰经》的讲话是否构成刑事罪。
警方将钟万学定为亵渎宗教案的嫌疑人。综合《好报》、《国际日报》、《雅加达环球

报》11 月 17 日和 19 日报道：警察总部刑侦总局正式将雅加达省长候选人钟万学定为亵渎宗
教案的嫌疑人。但是，案件只有经过法庭的公开审讯后，才能裁决他是否有罪。尽管钟万学
被定为犯罪嫌疑人，但支持他的民主斗争党、专业集团党和民心党纷纷表态，将继续支持钟
万学竞选连任。专业集团党还呼吁大家要尊重正在进行的法律程序。但伊斯兰组织对钟万学
并未被扣押表示不满，决定将在 12 月 2 日展开“捍卫伊斯兰教第三次示威行动”。

钟万学在选举中仍然处于领先位置。《雅加达邮报》11 月 23 日报道，雅加达省长候选人
钟万学被定为嫌疑人可能会有损选举声名，但其竞选团队周三表示，钟万学在明年的雅加达
省长选举中仍然处于领先的位置。竞选团队发言人拉贾·朱利·安东尼（Raja Juli Antoni）承
认，尽管钟万学的嫌疑人身份确实略微影响到了选举，但它尚不足以推翻他在选举中的领先
位置。

警方向检察官提交钟万学“亵渎宗教案”卷宗。《雅加达环球报》11 月 25 日报道，警方
周五已将钟万学涉嫌“亵渎宗教案”第一阶段侦查结果的卷宗提交给检察官。检察官将有两
周的时间来确定卷宗是否完整，案件预计将很快被提交到法院。总检察长办公室一般刑事案
初级检察长努尔表示，他们将根据刑法典来检查卷宗，以确保它符合提交法庭的要求。并且
安排了 13 名检察官来研究审核这 826 页的卷宗。其中 10 名检察官来自总检察院，2名来自高
等检察院及 1名来自地方检察院。

国家警察局总长呼吁取消街头示威。《雅加达环球报》11 月 26 日和 28 日报道，国家警
察局总长狄托呼吁穆斯林强硬派取消正在策划中的反对钟万学的街头示威。12 月 2 日的示威
预计在雅加达市中心的印尼饭店圆环附近一带的主要道路上进行。这可能会引起比 11 月 4 日
示威更大的暴动。为说服他们放弃街头示威的计划，警方与强硬派的穆斯林领导人进行了谈
话。最后，为确保集会和平有序进行，集会组织者同意将所有活动只限制在雅加达国家纪念
碑（Monas）广场进行。集会将从早上 8:00 进行到下午 1:00。

【编者评论】本期简报焦点动态是钟万学亵渎宗教事件的持续进展状况。从本月初的示威游

行到计划中的 12 月 2 日再次示威，尽管印尼当局已按照法律程序来处理钟万学案件，但示威

者依旧要求警方立刻逮捕钟万学并予以严惩法办。印尼最近的政治局势也因该事件而不断升

温，以致印尼政府将针对钟万学的再次示威行动定性为隐含反政府叛国阴谋的示威活动。印

尼警方高度戒备，加强事前侦查工作，以防恐怖分子渗入集会借机生事。至于事件的最终走

向，有待持续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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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印度尼西亚经济动态

1. 印尼政府经济动态

印尼税收今达 860 万亿卢比 占全年指标的 64%。印尼《国际日报》11 月 3 日报道：印尼
税务总署公关主任赫斯杜（Henstu Yoga Saksama）透露，迄今为止，税收数额与指定的指标仍
有很大的差距，现才达到约全年税收指标的 64%。赫斯杜 11 月 1日在雅加达北区说：“我们
的税收指标是 1355 万亿盾，如今才收到 860 万亿盾，即占全年税收指标的 64%。”他表示，
为了达到上述税收指标，政府落实税收赦免纲领。政府也瞄准中小微企业（UMKM）参与该
纲领。他说：“我们希望富商或大纳税人都参与税收赦免纲领，如未有申报的资产可利用第
2 期税收赦免纲领，中小微企业也一样。”为促使全部纳税人积极参与第二期的税收赦免纲
领，他认为这期的税负率可说还很低。他说：“税负率仍是 3%，往后如果被发现到未申报的
资产，其税负率就很大了，好好利用这次机会吧。”

印尼政府将在最外围 12 岛屿发展渔业。印尼《商报》11 月 8 日报道：印尼海洋和渔业部
的一份文件声称，将在印尼最外围的 12 个岛屿发展渔业，为实现该计划其部门将同数家国
企合作，例如印尼渔业公司和努山打拉渔业公司。除此之外，海洋和渔业部也将与印尼国家
海运公司（PELNI）和印尼鹰航公司合作，进行对许多地区的配运任务。

亚投行将向印尼提供 2.16 亿美元贷款改造贫民窟。印尼《国际日报》11 月 10 日报道：
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准备向印尼提供 2.16 亿美元的低息贷款，用于整顿或改造全国 154 个
地区的贫民窟，让印尼人民获得更舒适的生活环境。亚投行主管战略政策副行长约阿希姆·冯
阿姆斯贝格日前在雅加达访问公共工程与住房部时表示，上述贷款是用于印尼全国贫民窟改
造项目。他说：“亚投行与世界银行有这方面的合作，世行也会拨出同样金额的贷款给印尼
政府用于改造或整顿上述 154 个地区的贫民窟。”据悉，印尼全国 154 个地区贫民窟改造项
目约需资金 17.43 亿美元，印尼政府从国家预算拨出 13.1 亿美元，剩余资金则来自亚投行和
世行的贷款。

印尼将出台新的经济政策来提升金融包容性。《雅加达邮报》11 月 18 日报道：印尼政府
将出台新政策来提升国内的金融包容性，目的是为了让更多的民众能够用上金融服务。这项
提升金融包容性的国家政策将会重点关注以下六点：金融教育，公共金融设施，金融信息地
图，配套的政策法规，分布网络，中介设施和消费者保护。印尼总统佐科此前曾表示，希望
该项政策能够吸引超过 250 万人，将拥有银行账户的国内居民数量从目前的 36%提升至 75%。

2017 年起燃油售价全国统一。《星洲日报》11 月 14 日报道：印尼矿产资源部部长依格
纳修斯·佐南在上周五进行了例行的工程造访之后，签署了有关燃油售价全国统一的部长条
例。从明年开始，沙横至马老奇的燃油售价将统一化。

印尼即将成为世界第二大地热能生产国。《雅加达环球报》11 月 26 日报道:印尼预计明
年超过菲律宾成为世界第二大地热能生产国，预计明年地热发电量将增加 385 百万瓦特。尽
管印尼是拥有世界最大的地热储存国家，然而印尼今年能够用地热发电的量只有 1647 百万瓦
特，比美国地热发电量（3450 百万瓦特）的一半还少，仍然在菲律宾发电量（1870 百万瓦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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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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面。印尼能源与矿产资源部负责地热能的官员尤努丝（Yunus Saefulhak）向记者表示，到今
年年底印尼地热发电量将增加 130 百万瓦特，明年将增加 255 百万瓦特。

佐科总统：持续推进印尼基础设施建设。《印尼点滴网》11 月 23 日报道：日前印尼佐科
总统在雅加达出席印尼央行年会时表示，虽然有不同的声音，但政府仍将持续推进基础设施
领域建设，本届政府 5年内将大力发展公路、港口、机场等基础设施领域建设，资金可以来
自政府财政预算，也可以来自国有企业以及私营企业。唯有基础设施改善了，物流及交通成
本才会下降，物流及交通成本下降了，老百姓的日常用品价格才会下降，这是本届政府一直
以来追求的目标。

印尼总统：3大顽疾影响国家竞争力。《印尼点滴网》11 月 23 日报道:近日佐科总统在雅
加达出席印尼央行年会时称，当前印尼政府必须解决好 3 大顽疾以提高国家竞争力并改善营
商环境。上述 3大顽疾分别是贪污腐败及乱收费、政府办事效率低下和落后的基础设施。虽
然印尼营商环境全球排名由去年的 106 位升至今年的 91 位，但是佐科总统仍不满意，其表示
还有不少提高的空间，“我们为什么要简政放权，目的就是化繁为简，如果我们做到了，那
么印尼的经济发展水平将会再上一个新台阶”。

2. 印尼企业发展

Link Net 今年第三季度利润大幅增长。《雅加达环球报》11 月 2 日报道：在印尼大力推
进城市网络服务建设的背景下，印尼网络服务供应商 Link Net 公司今年一到九月利润呈现两
位数增长。该公司是印尼力宝集团旗下第一媒体的子公司，今年一到九月净利润达到了 6050
亿卢比，与去年同期相比增长了 35%。而该公司的总收入增长了 14%，达到了 2.15 万亿卢比。

印尼十月份摩托车销量下降 5.3%。《雅加达环球报》11 月 11 日报道：来自于印尼工业
协会的数据显示，印尼十月份摩托车销量相比去年同期下降了 5.3%。印尼十月份共卖出了
571201 辆摩托车，去年十月份共卖出了 602882 辆摩托车，但是九月份只卖出了 555820 辆摩
托车。按月来算，销量上升了 2.8%。据统计，十月份销量最多的摩托车品牌分别是本田，雅
马哈和川崎。

印尼狮子航空将不会在 2017 年进行公开募股。《雅加达环球报》11 月 15 日报道：印尼
狮子航空公司将不准备在 2017 年进行公开募股，因为该公司的资金仍然十分充足。该公司总
裁拉斯蒂·基拉那（Rusdi Kirana）没有透露更多详细的细节，该公司在印尼经济状况好转之
前不会进行公开募股。据悉，狮子航空在 2014 年有计划进行公开募股，但是一直推迟到现在。

Prodia 准备首次公开募股 1.2 万亿卢比。《雅加达环球报》11 月 23 日报道：
Prodia Widyahusada 是印尼的一家医学实验室运营商，目前准备在这个月月底进行首次公开募
股 1.2 万亿卢比，此举是为了帮助该公司进行商业扩张。该公司准备发行 187.5 百万份新股，
每股价格为 6500 卢比，预计将会帮助该公司扩张 20%的资产。据悉，该股票首次上市时间定
于 11 月 30 日至 12 月 2日。

Waskita Karya 公司今年 1至 9 月利润猛增 172%。《雅加达环球报》11 月 25 日报道：由
于一些新的工程不断上马，印尼国有建筑公司今年 1至 9 月份利润增长与去年同期相比增加
了 172%。今年 1至 9月份，该公司纯利润达到了 1.1 万亿卢比，而去年同期只有 4000 亿卢比。

http://www.cistudy.cn/do/search.php?type=title&keyword=%B9%AB%CB%B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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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今年九月底，该公司新的建筑合同金额达到了 58.3 万亿卢比，与去年同期相比增长了 135%，
预计到今年年底新的建筑合同额会达到 70 万亿卢比，远远超过设定的 66 万亿卢比。

3. 印尼银行及金融业动态

宝石银行寻求更便宜的资金来源来重组公司业务。《雅加达邮报》11 月 5 日报道：印尼
宝石银行正在寻求更廉价的第三方资金源，例如活期存款和储蓄存款，而不是定期存款，此
举是为了重组该公司的业务。该银行的一名负责人表示，今年一到九月份，该银行定期存款
与去年同期相比减少了 18%，达到了 73.9 万亿卢比，而活期存款和储蓄存款增长了 1.81%，
达到了 56.1 万亿卢比。更便宜的资金来源将会有力的帮助该公司重组不良贷款业务。据悉，
该公司今年第三季度的不良贷款率达到了 4.9%，相比去年同期增长了 240 个基准点。

花旗印尼 1-9 月净收入增长 64%。《雅加达环球报》11 月 14 日报道：由于净利息收入的
大幅增长，花旗银行印尼分行今年 1-9 月份净收入相比去年同期增长 64%。据悉，该行 1-9 月
份净收入达到了 1.9 万亿卢比，远超去年同期的 1.16 万亿卢比。

印尼成为全球第三大吸引外资目的国。印尼《商报》11 月 11 日报道：日前印尼佐科总统
表示，为了能在 2018 年把全国平均经济增长率提高至 6%的水平，每年的投资增长率必须在
10%以上。近日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组织公布全球吸引外国投资排行榜，印尼从原来的第
五位升至第三位，今年上半年吸引外来投资从原先的 194 亿美元增至 280 亿美元，增幅高达
46%。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组织报告称，印尼的外来投资增长迅速，主要是因为政府连续
发出了一系列振兴经济措施，简化投资和营业方面的许可证，推行 3个小时办理准证服务，
改善各地基础设施，提高物流运输能力，大大改善了投资环境。报告还称，印尼人口众多，
中产阶级人数庞大，经济增长一直维持在 5%的水平，吸引了大量外资。不久前发布的新一期
全球营商便利排行榜，在 190 个受调查的国家和地区之中，印尼从去年的第 106 位升至今年
的第 91 位。

印尼人寿保险业收益预计在 2017 年继续稳步增长。《雅加达邮报》11 月 18 日报道：印
尼保险公司预期随着印尼经济逐渐恢复稳步增长，人寿保险业利润也将继续维持两位数的增
长态势。据悉，印尼人寿保险业协会预期明年的人寿保险业利润增长率最低为 10%，将会达
到 175.2 万亿卢比，而今年的利润预期只有 159.28 万亿卢比。该协会表示，印尼人寿保险业的
前景还是十分良好的，并且大胆推测明年印尼的经济增长率将会达到 5.1%。

印尼央行表示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空间越来越少。《雅加达环球报》11 月 18 日报道：印尼
央行行长在周五表示，在央行努力维持印尼经济稳定的情况下，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空间正
变得越来越小。央行现在关注的焦点在于重构经济稳定，并且对任何影响印尼经济稳定的外
部因素保持高度戒备和警惕。

印尼央行准备进一步放宽存款准备金要求。《雅加达环球报》11 月 23 日报道：印尼央行
在明年准备进一步放宽存款准备金要求，此举意在尝试帮助一些地方银行提高资金流动性。
新规则要求商业地方银行必须在央行保持平均相当于其总体卢比存款 6.5%的准备金，为期一
到两周，而目前的要求是必须每日都达到准备金要求。央行表示，此举将会帮助银行业者吸
收暂时的流动性冲击，以免引起利率的过度波动。这项新规则将在 2017 年下半年以前实行。

http://www.cistudy.cn/do/search.php?type=title&keyword=%B9%AB%CB%B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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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印尼进出口动态

专家担忧进口量的爆炸式增长将威胁印尼经济。《雅加达邮报》11 月 28 日报道：根据印
尼中央统计局的数据，2016 年 10 月份，印尼经济进口量达到 114.7 亿美元，相较于往年同期
数据增长了 3.27%。印尼大学中小企业（UKM）中心主任尼宁·苏西洛（Nining Soesilo）担
心，作为一个消费市场国家，进口量的爆炸式增长将成为印尼经济的一个主要的长期威胁，
这种情况的持续，将会使印尼完全沦为商品输出国（如中国）的市场，同时，她还建议印尼
必须对掠夺性订价(Predatory Pricing)保持警惕。

2016 年印尼棕榈油产量和出口将会减少 10 到 15% 或将推动价格上涨。《国际日报》11
月 24 日报道：印尼棕榈油协会(GAPKI)一名官员在巴厘岛召开的行业会议休会期间称，今年
印尼棕榈油产量和出口可能减少 10%到 15%。印尼是全球头号棕榈油生产国，棕榈油减产可
能进一步推动棕榈油价格上涨。周四，棕榈油价格涨至四年来的最高水平。根据本月初GAPKI
发布的数据，2015 年印尼棕榈油产量为 3551 万吨，这意味着今年的产量可能在 3000 到 3200
万吨。今年印尼棕榈油产量可能大幅减少到 3210 万吨，因为 2015 年厄尔尼诺现象影响到棕
榈油产量。这是自 1998 年以来棕榈油产量首次下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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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印尼社会宗教文化动态

1. 印尼社会动态

（1）钟万学口误事件及社会影响

总统吁示威游行和平有序举行。《国际日报》11 月 4 日报道：面对 11 月 4 日的示威游行，
佐科总统和卡拉副总统呼吁雅京市民保持冷静。佐科 11 月 3 日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示威游
行当天他不会离开雅加达，并将照常进行各种活动。他呼吁市民像平时一样，照常上学，照
常工作。卡拉也确认将与佐科为伴，在副总统办公室照常办公。他呼吁所有各方安全有序地
举行示威游行，不要让挑唆者混入其中。卡拉要求示威行动莫以骚乱告终，因为这会对经济
产生负面影响。此外，他还说，对雅京省长钟万学言语失误的指控，总警长已承诺将依法处
理。因此，让我们按照良好的民主程序解决问题。此前，对于钟万学的言词被某些人士评为
亵渎古兰经，他本人已于 10 月 10 日公开向穆斯林道歉。

首都反阿学示威和平有序进行，国会两副议长及前人协议长阿敏•赖斯参加示威。《千岛
日报》11 月 5日报道：首都反阿学大示威最终和平有序进行。国会两副议长法特利•尊（Fadli
Zon）和法赫利•哈姆沙（Fahri Hamzah）以及前人协议长阿敏•赖斯参加了这次示威。来自雅
加达和周边地区以及各地的穆斯林群众，4日午后由首都 Istiqlal 大清真寺出发，前往国家宫、
市政厅示威，并在阿敏•赖斯率领下赴国警刑侦司临时办公楼示威。主要是敦促执法当局把被
指辱教的阿学绳之以法。另外，国会二位副议长法特利•尊和法赫利•哈姆沙 4 日参加示威前，
在国会大厦召开新闻发布会表示，他们是受邀参加这次示威，身为人民代表我们不能让民众
失望而决定参加，此外，此举还体现他们亲民。法特利•尊说，越多国会议员参与示威，将表
明国家存在许多急待解决的问题。

钟万学到刑侦局提供说明 9 个小时。《国际日报》11 月 8 日报道：雅京省长 2号候选人
钟万学从 11 月 7 日上午 8点至下午 5点（9个小时）在警察总部，被要求说明他于 9月 27 日
在千岛群岛发言时引用古兰经 Al Maidah 章 51 节的情况。钟万学律师团主席普拉尤纳陪同钟
万学向刑侦局提供说明后向记者说，来自法律援助机构及其他组织的近百名律师自愿参与为
钟万学辩护。此外，警方刑侦局长阿里多诺（Ari Dono Sukmanto）中将 11 月 7 日在警察总部
说，针对钟万学的案件，有几点问题需要深入调查，使之更加清晰。警方必须弄清楚，钟万
学是在什么情况下发表那样的讲话，以便不会产生误解。至于警方已调查了 22 名相关证人，
他阐明，被调查的是当时在现场的人，他们有的在前面、有的在侧面、右面及其他角度。然
后把经过法医验证的视频回放给他们看，看看是否符合现场的情况。根据他们的说明，警方
再把视频回放给专家们看，包括语言学家和刑法专家。然后是涉及宗教的问题，警方需要弄
清楚，使之更加清晰透明，以便大家可以看到，警方严格按照现行法规处理此案。

总统会晤伊斯兰组织领导人，冀维护殊途同归原则。《千岛日报》11 月 11 日报道：继 9
日访问伊联中央理事会与穆哈默迪亚中央理事会总部之后，佐科总统又在独立宫会见了部分
伊斯兰群众组织领导人。总统感谢伊斯兰组织为缓和近日出现的紧张气氛，呼吁民众要克制
的声明，使 11 月 4 日的示威能和平有序的进行。总统认为，和谐的环境需要伊斯兰学者与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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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们的积极支持与维护。总统对他们说，伊斯兰领导人的表态很重要，能弱化民众因宗教问
题出现的激烈言论，舒缓紧张气氛；虽然自己没有亲自接见示威者，但愿意聆听并尊重代表
们的心声，总统已委派副总统卡拉和一些内阁成员与示威者代表面谈。总统听取伊斯兰组织
领导人对政府处理“辱教案”及其他政府政策的意见，希望他们与政府建立更加密切的关系，
让全世界都知道，印度尼西亚人民能在多元化的社会中和谐相处。

【深度报道】和平示威因何演变成骚乱？罗盘网的一篇报道进行了深入探讨。《国际日
报》11 月 11 日转载了该篇报道，认为有人出于政治目的，挑唆民众滋事。伊斯兰大学生协会
（HMI）校友聚会论坛统筹人穆斯塔（Mustaghfirien）11 月 10 日到警察总部刑侦局投诉民主
党总主席苏西洛涉嫌在演讲中进行挑拨和煽动。苏西洛 11 月 2 日在其住家就一些伊斯兰组织
计划举行示威要求起诉雅京省长钟万学“亵渎宗教”发表演讲。

穆斯塔认为，苏西洛的演讲隐含煽动仇恨，已犯了煽动罪。当时他在演讲中说，如果无
视或不听取示威者的心声，示威行动将一直持续到猴年马月。这样的言词是要刺激群众，使
和平的示威变成骚乱。他的演讲最初像是热爱和平的，但仔细一听却隐含煽动针对特定族群
的仇恨。此外，穆斯塔怀疑苏西洛推动起诉钟万学的演讲充满政治利益，因为雅京省长候选
人的竞选活动正在进行，上述演讲有利于其他组合候选人。穆斯塔说，一位前总统理应发表
缓和紧张局势的演讲，切莫反而进行挑拨和煽动。与此同时，HMI 校友聚会论坛秘书阿德尔
对苏西洛的演讲感到遗憾，他认为，如果没有充满挑拨和煽动的演讲，和平示威就不会演变
成骚乱，HMI 成员也就不会被警方逮捕了。阿德尔说，可怜我们HMI 的小兄弟们，受到了政
治人物的挑唆和煽动，结果成了替罪羔羊。HMI 校友聚会论坛已向刑侦局提交投诉书，并附
上苏西洛演讲的视频作为证物。然而，由于警方在当前局势下接到很多投诉需要梳理，尚未
正式立案调查。

警方开始审理涉嫌亵渎宗教案。《国际日报》11 月 16 日报道：警方刑侦局长阿里多诺中
将 11 月 15 日在警察总部表明，钟万学涉嫌亵渎宗教案今天以有限度开放方式开始审理，警
方邀请国家警察委员会、监察公署（Ombudsman）和国会第三委员会的代表列席监督，他们
不被要求提供证词，案件审理过程不对媒体开放。

阿里多诺说，警方邀请原告方和被告方指定的专家，以及调查小组任命的专家参与审理。
审理过程首先由警方调查小组陈述对钟万学案的调查结果，调查人员展示了一些证物，包括
被上传到优酷网的一个视频，并宣读了证人和专家们提供的证词。调查小组在调查过程中听
取了 40 名专家和证人的供词，其中包括调查小组任命的 5位专家。这个案件的原告实际上有
13 个人，警方只邀请其中 5人出席，因为他们投诉的都是同一个案件。在听取调查小组的陈
述后，专家们按照各自在语言、刑事法和宗教领域的专业知识提出反馈意见。被告方仔细聆
听后再向调查小组提出更正，并提供更多信息或其他证据。在这之后，调查小组根据在审理
过程中收集到的所有证据和信息进行总结，从而断定这个案件是否应该停止调查或升级到立
案侦查。按计划，警方将于 11 月 16 日或 17 日公布对钟万学案件的审理结果。

中爪哇芝拉札举行热爱和平殊途同归游行。《千岛日报》11 月 18 日报道：为巩固印尼统
一与加强团结精神，11 月 17 日，中爪哇芝拉札警署与县政府在芝拉札（Cilacap）市中央广场
举行热爱和平殊途同归游行。来自军警、城管等单位人员，以及学生、跨宗教领袖、社会领
袖和政府官员代表出席了此次活动。芝拉札宗教和谐交流论坛（FKUB）主席陶菲克（Taufik
Hidayatullah）在活动中宣读了殊途同归宣言，表示维护印尼和谐与完整，拒绝激进主义和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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宽容，同时打造芝拉札县良好与和平的治安环境。另据芝拉札代县长 Ahmad Edi susanto 说，
举行热爱和平殊途同归游行，有利于维护国家统一，巩固国家民族建设，所以芝拉札居民一
定要手牵手，肩并肩，共建和平稳定的社会秩序。对于 2017 年芝拉札地方首长选举，Edi 呼
吁广大社会不要轻易受到挑唆。

国警总长拟成立特别小组，消弭社会冲突隐患。《千岛日报》11 月 21 日报道：国警总长
迪多计划成立特别小组以消弭社会潜在冲突。迪多 19 日在泗水说：“这个小组的成员将由警
署、警局、军支区指挥部和地方的民族团结机构（Bakesbang）以及加入宗教和谐论坛的社会
精英组成。”他说，最小的群体冲突可能从家庭开始。我们每天接到家庭冲突的报告以及夫
妻离婚要求。他说，不同部族背景的人很可能在大群体里爆发冲突。“因此，理解殊途同归
的价值是重要的，因为我国民族基本上是由背景不同的群体组成的。如果其中一个群体把其
意愿强加在其他群体之上以致爆发冲突，势将危及印尼统一国家的完整性。”他说，像现在
这样过度自由会造成安全隐患，因为会引发原生主义，以致催生极端主义或恐怖主义。所以
需要监控机制以便尽可能消弭社会冲突隐患，因此需要这个特别小组。

（2）其他社会冲突

数千名的士司机在市政厅前示威。《国际日报》11 月 3 日报道：11 月 2 日在万隆，数千
名的士司机前往市政厅示威，抗议并要求解散网约的士如 Go Car、Uber、Grab Car 等。由于
万隆市长在雅加达，示威群众由万隆市交通局长Didi Ruswandi 接见。Didi 向示威者说明，根
据交通部长第 32 号条例，取缔网约的士属于中央政府交通部的职权，市政府无权过问。

加里曼丹基督教堂遭恐袭。《联合早报》11 月 14 日报道：印度尼西亚东加里曼丹省省会
三马林达市（Samarinda）一座教堂外面的停车场昨天早上遭人抛掷汽油弹袭击，导致四名儿
童受伤。印尼全国警察发言人阿古斯指出，行凶者是一名骑电单车的男子（32 岁），警方已
经将他逮捕归案。调查显示，行凶者来自西爪哇茂物，当时身穿一件印有“圣战”字眼的黑
色上衣。警方发言人说，行凶者曾经涉及恐怖主义活动被判入狱。全国警察总长蒂托证实，
该行凶者为恐怖分子，早在 2012 年，他就因参与炸弹袭击雅加达西南部唐格朗市塞尔彭科研
中心大楼（这座大楼内设有一座小型核反应堆）以及当地一座基督大教堂的阴谋而被判入狱
42 个月。之后，他于 2014 年 7月配合开斋节获得假释。印尼总统佐科发表声明说，他已经下
令警方彻查。他说，警察必须采取坚决行动，确保行凶者受到严厉对付。

国警逮捕 9 名混进示威的 ISIS 成员。《千岛日报》11 月 28 日报道：国警逮捕 9 名混进
11 月 4 日示威者的 ISIS 成员。国警总部公关主任 Boy Rafli Amar 26 日在国警总部举行的记者
会上说，他们混进示威者中企图抢走执法人员的武器，但不得逞，因为维安的执法人员没有
配带武器。

（3）社会发展

印尼开始使用骨痛热症疫苗。《联合早报》10 月 31 日报道：印度尼西亚已开始使用全球
第一款骨痛热症疫苗Dengvaxia。这种新疫苗获得世界卫生组织推荐，新加坡、菲律宾、墨西
哥、巴西和萨尔瓦多等国也已批准使用此疫苗。《雅加达环球报》报道，Dengvaxia 开发商、
法国赛诺菲集团属下疫苗公司赛诺菲巴斯德（Sanofi Pasteur）说，在本月初获得印尼食品与药

http://www.cistudy.cn/do/search.php?type=title&keyword=%B9%AB%CB%B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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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管理局批准后，其印尼分行已通过分销商，将疫苗分发到印尼的诊疗所和私人医院。
Dengvaxia 获准用于 9岁至 45 岁的人群，但在 9岁至 16 岁人群中效果最好。

印尼三项基础设施工程列入东盟互联互通总体规划优先项目。《国际日报》11 月 10 日报
道：印尼三个基础设施工程，即贯通苏门答腊高速公路的卡尤阿贡（Kayu Agung）-巨港-柏栋
（Betung）路段、万鸦老（Manado）-比通（Bitung）高速公路和锡江港口项目，被划定为 2025
年东盟互联互通主体部分规划项目，可优先向潜在投资商兜揽以取得发展资金。

东盟秘书处互联互通局局长林智勤（译音）周二（11 月 8 日）在东盟政府对企业基础设
施投资论坛上披露：“东盟与世界银行合作已就东盟 2025 年互通互联总体规划进行研究，我
们从该总体规划所编订的 2014—2015 年期间发展项目，已为东盟 10 个国家至少划定可为提
高其地区经济增长的 40 个工程，我们不但只寻求印尼经济增长，也为发展全东盟区域经济，
因为预计至 2030 年时将有超过 9 千万人口迁居东盟地区，为此在直至 2030 年期间至少需要
3.3 万亿美元资金建设该地区基础设施。”

Teknologi Hibrida 杂交水稻在东爪哇大面积种植取得成功。《千岛日报》11 月 21 日报道：
近日来，PT.PADI.HIBRIDA NUSANTARA 公司位于东爪哇省拉梦安县的 123 公顷 Teknologi
Hibrida 杂交育种水稻基地陆续进入收割期。据了解，经过多年的探索和研究，今年 Teknologi
Hibrida 杂交育种水稻大面积种植取得成功，亩产最高达 200 公斤以上。中国杂交育种水稻专
家潘生发告诉记者，Teknologi Hibrida 杂交育种水稻品种从中国引进，该品种的水稻在中国的
种植比例占到了 30%。多年的研究表明，Teknologi Hibrida 杂交育种水稻完全适合在印尼大面
积种植。

（4）其他社会事务

总统主持我国公务员组织周年庆典。《千岛日报》11 月 30 日报道：佐科总统在印尼公务
员团队（KORPRI）成立周年活动中明确表示，12 月 2 日不会出现大示威，只有共同祈祷大
会。佐科总统 29 日于雅加达民族纪念碑广场主持我国公务员团队成立 45 周年庆典上说：“往
后，国家公务员必须摒弃非法收费甚至贪腐恶劣作风，以认真负责工作态度为社会民众提供
良好服务。坚决抛弃官僚架子和贵族作风，体现国家公务员专业服务精神。使公务员真正成
为推动民族进步和实现美好前景的主要国家资产。”总统提醒说，往后我国公务员团队将升
化为专业公务员团队。此乃我国民政公务员的目标和方向，在提高专业精神基础上，提升公
务员的福利，进而杜绝非法收费和贪腐行为。

2. 印尼宗教事务

打班南县荣获“宗教和谐城”称号并选为“2016 峇厘民主论坛”东道主。《千岛日报》
11 月 8 日报道：峇厘省打班南县荣获“宗教和谐城”称号，并被外交部指定为举办今年 12
月“2016 峇厘民主论坛”的东道主。外交部外交司司长普西拉（Al Busyra Basnur）将奖项授
予打班南县县长艾卡（Ni Putu Eka Wiryastuti）。普西拉说，打班南县各宗教信徒能够和睦相
处，其他地区应该学习。“峇厘民主论坛”是亚洲民主国家合作论坛，每年 12 月在峇厘举行，
各国代表通过相互交流，加强各国民主化建设，每个国家将派遣各自的外交部长参加，今年
估计有 100-150 名代表。普西拉还透露，“听说联合国前任秘书长科菲•安南也将出席”。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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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打班南县成为“峇厘民主论坛”东道主，县长艾卡感到很荣幸，“能成为宗教和谐的典范，
我感到光荣。”她希望我国各地也能纷纷效仿，“永远维护各宗教和谐共处。”

3. 印尼文化教育

大学生成立志愿者维护印尼国家统一。《千岛日报》11 月 24 日报道：来自印尼各师范院
校大学生设立维护印尼国家统一志愿者站，呼吁印尼全体大学生团结一致，一起反抗分裂行
为，维护国家统一。捍卫国家统一大学生团结组织（Solidaritas Mahasiswa）发言人 Septian 11
月 22 日说，“我是穆斯林，但我们不攻击其他宗教。我们在印尼出生，要与各宗教和族群和
睦相处，维护民族多样性。”Septian 表示，根据警长迪多•卡尔纳非安（Tito Karnavian）的解
释，目前有些不法分子妄想破坏印尼国家统一，“捍卫国家统一大学生团结组织，绝不能保
持沉默”。锡江 Alauddin 伊斯兰国立大学 Dedy Abrar 说，各大学设立的维护印尼国家统一志
愿者站，将作为保护人民受歧视的堡垒，对公众开放，将保护大学附近的居民免受激进主义
运动的影响。加入捍卫国家统一大学生团结组织的成员，来自雅加达、万登、西爪哇、北苏
门答腊、亚齐、峇厘、楠榜、苏拉威西和加里曼丹。

玛中大学华文教育基金会首届汉语比赛圆满落幕。《千岛日报》11 月 30 日报道：11 月
27 日，玛中大学华文教育基金会在李政道多功能会议室举办了首届汉语比赛。玛中大学全体
华文教师和校长 Chatief Kunjaya 出席并发表讲话，并预祝本次比赛取得圆满成功。

据了解，本次比赛共分“汉字听写”、“汉字硬笔书法”和“汉语演讲”三部分，共有
来自玛中大学各系的 48 名同学参加比赛。自比赛消息公布之后，玛中大学的学生便踊跃报名。
有 17 位学生报名参加了“汉字硬笔书法比赛”，其中会计系大二学生黄芝云获得了本次比赛
的冠军；24 位学生分三组参加了汉字听写大赛，其中“美女队”的八位巾帼英雄笑到了最后，
获得了本次听写大赛的冠军；7 位学生参加了汉语演讲比赛，大家的汉语流利，发音准确，
情感表达到位，仪态大方，每个人的演讲都赢得了大家的阵阵掌声，其中来自管理系的大四
学生阳亚齐笑傲对手，独占鳌头，获得了本次演讲比赛的冠军。评委老师对他的评价颇高，
称他的发音有中国播音员的感觉。

玛中大学华文教育基金会是玛中大学的华文教师从自己的薪水中拿出一部分钱自发成立
的一个非营利的公益基金会，旨在推动玛中大学及玛琅地区汉语的发展和教育水平。首届比
赛先于本校内部学生中举办，等时机成熟，还将邀请玛琅地区所有爱好汉语的学生和个人参
加。

华文教育目前在印尼仍处于任重而道远的阶段，需要每个热心华文教育的有志之士，群
策群力，共谋发展。玛中的华文教师，深感责任重大，虽有鸿鹄之志，但言薄力微，即便如
此，仍然在做。海不泽细流，故能成其大；山不拒细壤，方能就其高。玛中的老师们从自身
做起，从小事做起，从力所能及之事做起，希望尽自己的绵薄之力，推动印尼的华文教育向
前发展。

【言论】成立教育革新委员会之必要性。《千岛日报》11 月 11 日报道：反贪监督机构调
查报告指出，印尼贪污不仅存在于一般的官僚机构，还发生在司掌全国教育领域的部门中。
教育部门获国家财政收支预算总额逾 20%，是获资金最大的内阁部门，却成绩平平无突出贡
献，如今出现了贪污案，不免令各阶层人士侧目。调查报告称，迄今为止被发现的教育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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贪污案不下 30 起，多发生于国立大专院校，贪污金额超过 2000 亿盾，涉贪人士 60 余人，其
中包括校长、院长、系领导、科教人员、采购员，以及相关的地方政府官员和商企。贪污事
项包括大专院校工程项目的招标及一切教学科研设备所用必需品的采购。贪污者往往与承包
商及供货商家勾结，虚报及抬高物价，谋取暴利。贪污者还将上头颁下的内部补助金、科研
资金、助学金、奖学金等克扣削减，中饱私囊。此外，还贩卖考题、考试成绩、毕业文凭、
荣誉品级称号及入学准证等。贪污手段五花八门，不一而足。

教育与人民大众息息相关。民众只感到受教育不容易。不仅入学费昂贵，苛捐杂费繁多，
助学金或奖学金难求，还得向专责教授与单位领导“奉利”，才能搞好论文，顺利毕业。印
尼教育领域虽已进入民主革新阶段，却未取得令人满意的成绩。佐科政府执政以来，有些领
域获改进与发展，教育部门却在原地踏步。如今频频发生贪污案，财政部不久前声称，教育
部门虚报获补助金的教师人数（包括退休的），令国家蒙受庞大损失。教育部门关乎民族与
国家接班人的千秋大业，如相关官员贪腐墮落，又怎能胜任此一项神圣任务？教育界精英应
促佐科总统加强关注教育问题。教育任务繁重，仅靠部长一人似乎不易胜任，为此有必要成
立一教育委员会，协助教育部长完成教育领域的整顿和发展，使教育部门能真正发挥百年树
人的重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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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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系

【印尼与联合国】《雅加达环球报》11 月 10 日报道：联合国向印尼政府提出了一项行动
计划，以防止暴力极端主义。联合国反恐中心主任贾汗吉尔·汗（Jehangir Khan）在新闻发布
会上表示：联合国机构呼吁包括印尼在内的东南亚国家考虑其国家和区域行动计划，按照优
先次序来防止暴力极端主义。

【印尼与国际刑警组织】《雅加达环球报》11 月 10 日报道：印尼外长蕾特诺在巴厘岛努
沙杜瓦举行的第 85 届国际刑警组织大会闭幕式上发表讲话，指出恐怖主义的威胁日益增加。
她表示：危险一直在增加，恐怖主义者一直在使用常规和非常规威胁，世界仍不太平，稳定
成为世界各国追求的急切目标。国际刑警组织在处理跨国组织犯罪方面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
用。由于互联网已成为传播信息的有效平台，因此国际刑警组织应当进行更紧密的国际合作
来打击恐怖主义。

【印尼与MIKTA】印尼外交部 11 月 26 日报道：2016 年 11 月 25 日，MIKTA(中等强国
合作体)在悉尼召开第 8次外长会议。印度尼西亚、韩国和澳大利亚的外长以及墨西哥和土耳
其的外交部副部长参加了此次会议。联合公报内容如下：

第一，MIKTA 国家代表了国际社会巨大的多样性，但是成员国之间的共同利益超越了多
样性。

第二，在这个非常复杂和迅速变化的时代，我们重申我们的共同利益，即在联合国和其
他国际组织的支持下，维护一个有效的、以规则为基础的全球秩序。

第三，我们继续对朝鲜做出的日益频繁的挑衅活动表示关切，包括其核试验和弹道导弹
发射。我们强烈敦促朝鲜立即严格遵守其所有国际义务，包括执行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的有关
决议。

第四，2016 年 7 月 15 日土耳其发生叛变，我们向其施以援手，支持土耳其镇压这场叛变。
MIKTA 谴责这场对土耳其宪法、总统和政府及其人民的暴力政变，因为我们谴责任何试图破
坏民主的集团和组织。

第五，我们重申打击和防止恐怖主义和暴力极端主义的决心。我们团结起来反对这一祸
害，我们将通过维护法治，包括国际法和人权法，对这种威胁作出反应。

第六，我们强调继续抵制保护主义和加强全球贸易体系。我们同意MIKTA 在 G20 的范
围内发挥建设性作用，支持G20 领导人促进创新、开放和包容的世界经济的决心。

第七，我们欢迎MIKTA 贸易和投资议程，并一致认为公平的竞争环境是全球增长的基
础。

第八，我们认为第 22 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公约》缔约方会议的成果是执行《巴黎协定》
的重要一步，我们重申对《巴黎协定》的集体承诺。

第九，我们坚决支持国际能源组织的现代化。加强国际能源组织与新兴经济体的联系，
促进清洁能源技术和能源效率的提高，以及扩大能源安全安排，都有助于确保他们应对当今
世界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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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我们重申对执行“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承诺，其中包括可持续发展目标和
亚的斯亚贝巴行动议程。

第十一，我们重申我们在 2016 年 5 月 23 日至 24 日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举行的世界人道
主义首脑会议上作出的联合承诺：尊重所有移徙者人权；解决人员不正常流动的根本原因；
并打击贩运人口和偷运人口等违法活动。

第十二，我们反对在世界人道主义首脑会议上对妇女权力和在紧急情况下给予妇女和女
孩特殊需要所作的承诺。我们的目标是：结束处于危机中的妇女、少女和新生儿的可预防死
亡。

第十三，我们还探讨了企业、政府和社区如何无缝协作，以减少和解决自然灾害的影响。
第十四，我们确认使用最新技术改善公共政策的影响和结果，改进公共政策制定的程序

和标准。
第十五，本着这种精神，我们呼吁在MIKTA 框架下的各种创新挑战的想法，特别是扩

大女孩教育机会方面的创新解决方案。
第十六，我们还同意创建一个由私营部门创新领袖领导的MIKTA 创新组织。这个创新

生态系统将有助于创造新的更好的工作，提高生产力，应对全球挑战，创造更清洁的环境，
减少不平等，改善人民的生活和消除贫困。

第十七，我们认识到要与诸如学术界、媒体、青年学生和企业家等广泛利益攸关方接触
的重要性，以便更广泛地利用社会中的才能和技能。

第十八，我们认为要向本国国民提供高质量的领事服务，并对海外危机作出有效反应，
这是我们外交部的重要任务。

第十九，加强MIKTA 成员国之间的友谊和理解是我们的优先事项之一。
第二十，我们感谢澳大利亚于 2016 年担任MIKTA 主席，并肯定了澳大利亚在任期内取

得的巨大成就。我们期待土耳其在 2017 年担任MIKTA 主席期间进一步发挥重要作用。
印尼外交部 11 月 27 日报道：印尼外交部长蕾特诺在澳大利亚悉尼举办的第八届MIKTA

（中等强国合作体）外交部长会议结束时发表了题为“印度尼西亚支持MIKTA 的各种合作，
共同面对未来的挑战”的讲话。蕾特诺认为：“通过这次合作，印尼能使这些外交官在MIKTA
中得到实习锻炼，如在太平洋、非洲、中南美洲这些印尼尚未有外交事务的地区。”自 2013
年成立以来，MIKTA 已经成为了一个独立而又具有影响力的非正式集团。

2. 印度尼西亚与区域性组织关系

【印尼与伊斯兰合作组织】印尼外交部 11 月 17 日报道：印尼外长蕾特诺于 2016 年 11
月 17 日在沙特的圣城麦加召开的紧急会议上表示：“伊斯兰合作组织（OIC）的成员国要兑
现维护伊斯兰世界和平、安全、稳定与繁荣的承诺。”蕾特诺回顾：在召开的每一场伊斯兰
合作组织的会议上，印尼都一直强调OIC 成员国在实现区域和全球和平、安全与稳定方面做
出的贡献及其重要性。她表示：冲突只会带来痛苦和人道主义问题，并阻碍发展。印尼发起
的伊斯兰会议组织和平与解决冲突联络小组（OIC-PCR）的创建是在伊斯兰世界中创造和平
的关键力量。

【印尼与 APEC】印尼外交部 11 月 19 日报道：2016 年 11 月 17 日至 18 日在秘鲁首都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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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召开的APEC 外长级会议（AMM）期间，在以主题为“培育人才”的APEC外长级会议第
四次会议上，印尼外交部副部长Dr. A.M. Fachir 表示：印尼欢迎采用APEC教育战略和 APEC
基线状态报告，并承诺继续建立强大的和凝聚力强的 APEC 教育项目。印尼借机强调 APEC
教育战略的重要性，特别是通过加强协调以及提高个人能力和工业需求能力，来克服年轻一
代高失业率这一难题。另据印尼外交部 11 月 21 日报道：2016 年 11 月 19-20 日，印尼副总统
卡拉率领印尼代表团参加了在秘鲁首都利马举行的 2016 年 APEC峰会。此次亚太经济合作组
织领导人峰会以“高质量增长和人类发展”为主题。印尼副总统卡拉表示：贸易、投资和互
联互通是亚太地区经济发展的关键，必须有一个开放性、包容性的政策来支持。“高质量增
长和人类发展”这一主题对印尼来说非常重要，因为印尼在创造符合国家和地区利益的区域
经济政策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印尼的经济从根本上是有利于这一经济政策发展的。

【印尼与欧盟】印尼外交部 11 月 30 日报道：印尼外长蕾特诺出席在布鲁塞尔举办的印
尼-欧盟联合委员会会议时表示：“在充满不确定性的全球局势下，印尼-欧盟关系的各种进展
是提高印度尼西亚和欧盟 7.5 亿人的福利的坚实基础。”印尼-欧盟 PCA（全面合作伙伴协定）
是双方合作的保护伞，也是评估印度尼西亚-欧盟合作发展情况的基础。印尼外交部 11 月 30
日连续报道：印尼外长蕾特诺在布鲁塞尔举办的重启印尼-欧盟议会合作论坛中指出：“印度
尼西亚-欧盟议会友谊合作小组的重启是印尼总统和欧洲议会主席在2016年4月会议的重要成
果之一。”目前，该集团成员包括 22 个欧盟议员，预计未来将会增长。

3. 印度尼西亚对外双边关系

【印尼与澳大利亚】《雅加达环球报》11 月 5 日报道：因雅加达爆发了穆斯林教徒要求
省长钟万辞职的示威游行，总统佐科决定推迟对澳大利亚的访问。两国政府对此分别发表了
支持佐科决定的声明。印尼国家警察发言人拉夫列·阿马尔（Boy Rafli Amar）在星期六的新
闻发布会上表示：此次示威游行中，有 1 人死亡，100 多人受伤，其中大多数是警察，10 人
因涉嫌煽动暴力而被调查，3辆车被烧毁，18 辆受损；无政府主义者要对这些事件负责。

【印尼与亚美尼亚】《雅加达环球报》11 月 1 日报道：印尼副总统卡拉和亚美尼亚共和
国外交部长爱德华·纳尔班迪安（Edward Nalbandian）举行双边会谈，旨在加强两国外交和
贸易关系。印尼外长蕾特诺表示：加强贸易关系虽然是两国外长关注的重点，但双方一致同
意加强教育伙伴关系、通信合作也是商谈的重要内容。亚美尼亚外长爱德华表示：“大使馆
的开放将加强两国之间的合作，促进两国之间的文化交流，增进两国人民之间的关系。但最
重要的还是经济和贸易的增长。”

【印尼与马来西亚】印尼外交部 11 月 7 日报道：在马来西亚吉隆坡，马来西亚外长阿尼
法会见了印尼外长蕾特诺。会议期间，外长阿尼法对在马来西亚水域被绑架的渔民表示关切，
呼吁各方关注在马来西亚沙巴州海域周围合法捕鱼的渔民的安全性问题。马来西亚同意加强
与印尼和菲律宾的合作，以防止同类事件再次发生。

印尼外交部 11 月 8 日报道：印尼外长蕾特诺在哥打京那巴鲁会见了马来西亚沙巴州首席
部长拿督穆萨阿曼（Dato Musa Aman）。蕾特诺表示，她对印尼渔民在马来西亚周围水域工
作的安全性表示担忧，并向马来西亚政府重申了她的请求，即保证大约 6000 名印尼公民在马
来西亚渔船上工作的安全性。首席部长表示，他们完全理解印尼的担忧，认为有必要改进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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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海上安全机制，并将采用新的方法，包括强制要求船舶安装自动识别系统（AIS），制订
更有效的快速反应机制，以及围绕沙巴海域创建安全点等。

【印尼与美国】《雅加达环球报》11 月 9 日报道：在美国总统大选中，共和党候选人唐
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取得胜利。对此，印尼总统佐科表示：印尼与美国的关系将
会一直保持稳定。佐科对两国继续保持良好关系持乐观态度，特别是在贸易和投资方面。“我
们将继续保持良好关系，美国是我们的第五大投资者，这个事实不会有变化。”《雅加达环
球报》11 月 22 日继续报道：总统佐科再次强调：唐纳德·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印尼和美国
之间的经济关系将保持强劲势头。“我相信两国之间的良好合作将会有利于美国，有利于世
界。”

《雅加达环球报》11月11日报道：印尼外长蕾特诺表示，伴随着新一届美国总统唐纳德·特
朗普的上台，印尼对美国的外交政策将采取一种等待和观望的做法。她补充道：“我不认为
印尼是唯一等待观望的国家，全球社会也在观望其他国家如何制定对新一届美国政府的外交
政策。因此，我们将拭目以待。”美国政府未来的发展方向将被密切关注，印尼政府已经准
备了各种策略应对美国新的外交政策。

【印尼与新加坡】《雅加达邮报》11 月 13 日报道：新加坡总理李显龙（Lee Hsien Loong）
11 月 13 日访问印尼，旨在加强新加坡与印尼之间的经济合作。新加坡总理办公室（PMO）
在一份声明中表示，双方领导人将回顾双边关系的进展，进一步深化区域和国际合作。双方
还将签署四个项谅解备忘录。印尼和新加坡是东盟经济共同体的重要组成部分，新加坡也是
印尼最大的外国投资者，两国合作潜力巨大。

《雅加达环球报》11 月 14 日报道：在新加坡总理李显龙访问印尼之后，印尼总统佐科表
示要更进一步加深与新加坡的合作关系。在过去的几年中，新加坡在贸易和投资方面，一直
是印尼的主要合作伙伴之一。佐科说：“从今年的 1月至 9月，新加坡在印尼投资了 71 亿美
元，比 2015 年同比增长了 44％。”两国领导人都希望此次访问能够为印尼与新加坡的合作伙
伴关系拉开新的帷幕。

印尼外交部 11 月 19 日报道：在秘鲁首都利马召开的 APEC外长级会议期间，印尼外交部
副部长 Dr. A.M. Fachir 会见了新加坡高级政务部长孟理齐博士（H.E. Dr. Mohamad Maliki bin
Osman）。双方除了讨论经济合作，还谈到了在打击恐怖主义和极端主义方面要继续加强合
作。此外，为迎接印尼与新加坡双边关系发展 50 周年，双方还同意加强年轻一代的交流互动，
以进一步增强两国之间的良好关系。

【印尼与巴基斯坦】印尼外交部 11 月 13 日报道：印尼政府严厉谴责 2016 年 11 月 12 日
发生在巴基斯坦俾路支省的自杀式炸弹袭击事件，并向遇难者和他们的家庭表达了深切的同
情和慰问。印尼驻伊斯兰堡大使馆发表声明：受害者中没有印尼公民。大使馆将继续监视该
领域的动态，并提醒在巴基斯坦的印尼公民要时刻保持警惕，特别是在巴基斯坦比较拥挤的
地方以及边境地区。

【印尼与荷兰】《雅加达环球报》11 月 18 日报道：荷兰首相希望印尼帮助揭开二战时期
在爪哇海几国盟军战舰残骸消失之谜。由荷兰、英国和美国三国组成的国际潜水队一直在寻
找军舰残骸，但至今未有结果。印尼海军发言人Gig Jonias Mozes Sipasulta 表示，这些消失的
战舰应该已经受国际法保护。荷兰方发言人表示，“印尼政府正与我们深究这个问题，但是
目前还不清楚到底是谁负责寻找这些遗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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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加达环球报》11 月 23 日报道：总统佐科在雅加达独立宫会见了荷兰首相马克·鲁特，
讨论双边合作伙伴关系。在会谈后召开的联合记者招待会上，鲁特表示：荷兰将归还殖民时
代夺取的数以千计的印尼文物，多达 1500 件文物将被送回印尼。返回印尼文物的决定是为了
加强两国之间的双边关系。佐科自 2014 年上任以来也一直致力于与荷兰建立更牢固的伙伴关
系。

【印尼与菲律宾】《雅加达环球报》11 月 20 日报道：恐怖分子在马来西亚东部水域绑架
了 2名印尼渔民，菲方军队怀疑这一事件可能是阿布沙耶夫反政府武装分子的幕后操作。在
此次绑架事件中，阿布沙耶夫恐怖组织共劫持了 22 名人质，其中包括 1名荷兰人，1名德国，
1名韩国，5名马来西亚人，2名印尼人，6名越南人以及 6名菲律宾人。

【印尼与古巴】印尼外交部 11 月 27 日报道：印尼就古巴前总统菲德尔·卡斯特罗（H.E.
Mr. Fidel Castro）的逝世，向古巴政府和人民表示慰问。印尼祈祷：愿卡斯特罗的家人，古巴
政府和人民节哀顺变。愿他安息。

4. 印度尼西亚对外多边关系

印尼副总统在 APEC峰会第一天外事活动频繁。印尼外交部 11 月 20 日报道：2016 年 11
月 19日在秘鲁利马召开的APEC经济领导人会议（AELM）的第一天，印尼副总统卡拉与APEC
商人围绕“成长中的全球微小中型企业与可持续发展”这一主题讨论了相关问题，并表示：
“印尼鼓励 APEC经济体通过培训合作，总结经验教训以及扩大市场准入来加快微小中型企
业的发展。”他还强调微小中型企业帮助消除贫困以及实现第一个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
的重要性。此外，卡拉还与太平洋联盟讨论了APEC和太平洋联盟之间的合作机会以及 TPP
的未来；与 Facebook 首席执行官马克·扎克伯格（Mark Zuckerberg）讨论了“数字连接”等
相关问题。印尼非常欢迎 Facebook 首席执行官提出的建议，即通过无人机技术推进偏远地区
和全国各地的连接。这种技术有助于促进印尼偏远地区以及贫困地区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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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印尼-中国关系发展

1. 印尼-中国经济关系

中国水电与 INTA投资印尼煤炭电站 4.68 万亿盾。《国际日报》11 月 5 日报道：中国水
电(香港)控股有限公司与 Intraco Penta（INTA）集团合组的企业明古鲁电力公司（Tenaga Listrik
Bengkulu）获得中国两家银行，即中国进出口银行和中国工商银行的贷款，贷款总值 2.7 亿美
元，相当于 3.51 万亿盾。明古鲁电力公司将利用这笔贷款在明古鲁省布洛百（Pulo Baai）县
德碌瑟邦（Teluk Sepang）村建造 2X10 万千瓦煤炭电站。

中国智能手机占印尼市场份额持续上升。中国驻棉兰总领事馆经济商务处 11 月 17 日报
道：印尼中央统计局最新统计数据显示，今年 1-10 月印尼智能手机进口额达 1.38 亿美元，其
中绝大部分来自中国。中央统计局统计局官员沙斯米托日前表示，中国产手机物美价廉，拍
照功能自如，可选品牌和等级很多，受到印尼消费者的喜爱。据悉，近几年中国智能手机占
印尼市场份额不断上升，总体约占印尼智能机市场的 33%，其中Oppo、联想、华为、Vivo
占主要份额，Oppo 最为畅销，市占率约 20%，仅次于三星市占率 24%。作为拥有 2.55 亿人
口、特别是有着庞大青壮年人口比例的新兴市场，印尼目前智能手机的普及率仍低于 50%，
市场潜力很大。

印尼政府停止对进口自中国冷轧不锈钢反倾销调查。印尼《好报》12 月 3 日报道：政府
10 月 27 日决定停止对来自马来西亚、韩国、中国、新加坡、台湾和泰国的进口冷轧不锈钢产
品的反倾销调查，并免征反倾销税，该决定已于 11 月 14 日通知相关方。据悉，印尼反倾销
委员会于 2014 年 12 月 22日开始对来自上述六个国家和地区的进口冷轧不锈钢产品进行反倾
销调查，于 2016 年 4 月 15 日发布调查结果最终报告，并向政府提交对上述六个国家地区的
冷轧不锈钢产品课以反倾销进口税的通知书。印尼反倾销委员会主席依娜瓦蒂表示，印尼政
府停止上述调查的决定是基于国家利益，符合 2011 年第 34 号政府条例的规定。

2016 中国湖北省-印度尼西亚项目对接洽谈会雅加达举行。中国新闻网 11 月 11 日报道：
2016中国湖北省-印度尼西亚项目对接洽谈会11日在雅加达举行。湖北省贸促会会长周彩娟、
中国驻印尼大使馆王立平公参、印尼投资协调委员会胡森司长、印尼中华总商会黄德新副总
主席以及来自中国与印尼的企业家近 200 人与会。 此次活动，旨在进一步增进双方的沟通和
了解，并为到访的十余家湖北企业寻求与印方在农业、轻工、机械设备、汽车及零部件、工
程建设，特别是高新能源等领域的合作。

驻棉兰总领馆举办“印尼媒体走进中资企业”活动。中国驻棉兰总领事馆经济商务处 11
月 12 日报道：受驻棉兰总领馆邀请，北苏门答腊电视台和当地 5家报社记者在总领馆经商室
负责人刘卫国领事的带领下，赴领区部分中资企业项目组进行了采访报道。中企项目组向记
者们介绍了项目总体情况，包括投融资和工程承包及项目进展运营情况、企业承担社会责任
情况及面临主要问题等，邀请记者们参观了项目现场，了解项目的建设、运营、生产和管理
流程等情况。记者们表示过去对中国企业在印尼投资经营不甚了解，在认识上存在偏差。通
过此次参观采访，对中国企业有了较为深入的了解，将客观如实报道所见所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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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印尼-中国政治关系

中国印尼海警部门首次会晤 就加强海上执法合作达成共识。《千岛日报》11 月 23 日报
道：中国海警局局长孟宏伟 22 日在北京与应邀来华访问的印尼海上安全机构负责人艾瑞•苏
德沃中将举行了首次正式会晤。双方就积极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加强海上执法务实合
作深入交换了意见，达成了广泛共识。会晤结束后，孟宏伟与艾瑞•苏德沃共同签署了会议纪
要。纪要回顾了近年来两国领导人关于加强两国海上合作的重要共识，并就信息交换、联络
窗口、联合演练等具体合作方向达成一系列共识。

印尼总领事：印尼已做好准备成为中国的可靠合作伙伴。中国日报网 11 月 16 日报道：
2016 年 11 月 15 日，“一带一路”中国-印度尼西亚合作发展国际研讨会在海南省海口市举行。
会议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中国社会科学院蓝迪国际智库项目、中国（海
南）改革发展研究院主办。印尼驻广州领事馆总领事拉图•西尔维娅•加亚特里（Ratu Sylvia
Gayatri）在开幕式上发表重要讲话。她说，发展两国合作是势在必行的，除了因为我们是邻
邦国，同时也因为两国在各自地区都充当着重要的角色并且是强大的经济体，影响着全球经
济。她表示印尼已经做好准备成为中国的可靠合作伙伴。

3. 印尼-中国人文交流

中国芭蕾舞剧《大红灯笼高高挂》首演印尼。新华网 11 月 3 日报道：中国中央芭蕾舞团
2日晚在雅加达为当地观众带来经典芭蕾舞剧《大红灯笼高高挂》，这是该剧问世 15 年来首
次在印度尼西亚上演。印尼总统佐科的代表、人力发展和文化统筹部长普安，前总统梅加瓦
蒂，海洋事务和渔业部长苏西·普吉亚斯图蒂等近 500 位印尼各界人士观看了当晚的演出。
普安代表佐科感谢中国政府和人民为印尼民众带来这场精彩的演出，“相信这种充满热情和
文化氛围的演出会把中印尼两国人民的心凝聚在一起”。

印尼中华总商会举行“闽茶文化推广中心”揭牌仪式。《千岛日报》11 月 11 日报道：印
尼中华总商会和福建省农业厅 10 日在雅加达举行“闽茶文化推广中心”揭牌仪式。 印尼中
华总商会常务副总主席张锦雄等当地侨领和到访的福建省农业厅副厅长姜绍丰一行 20 余人
出席仪式。张锦雄表示，“闽茶文化推广中心”在印尼中华总商会挂牌成立意义深远，他希
望通过这个平台开启印中两国茶文化交流的大门，创造机会建立印尼与中国茶叶种植、制作
的交流学习机制，让两国的茶叶专家，茶农有机会相互切磋，彼此学习，真正让茶香飘满全
世界。

印（尼）中两国加强双向旅游交流。《国际日报》11 月 14 日报道：印尼旅游业部长阿里
夫（Arief Yahya）11 月 12 日在出席上海于 11 月 11 日至 13 日举行的 2016 中国国际旅游交易
会中，与中国国家旅游局局长局长李金早及副局长杜江等进行会晤。印尼旅游部与中国国家
旅游局（CNTA）一致同意整理、改善和提高印中双向旅游交流关系，将对某些不文明、不
专业化、损害游客利益的旅游营业者或旅行社采取严厉处罚。

中国银行雅加达分行参加印尼第十三届留学中国教育展。环球网 11 月 16 日报道:11 月 16
日,中国银行雅加达分行作为唯一银行合作伙伴,参加了由中国留学服务中心在雅加达主办的
第十三届留学中国教育展,向广大拟赴中国留学的学生家庭宣传介绍中国银行便利、全面的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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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金融服务。据主办方介绍,包括清华大学、人民大学、浙江大学、厦门大学、北京航空航天
大学、北京理工大学、上海外国语大学、中央美术学院、哈尔滨工业大学等在内的 16 所高校
参加了展会。展会期间,中国银行雅加达分行参与了中国-印尼高校论坛,并在论坛上与东南亚
教育部长组织 (SEAMOLEC)签署了合作谅解备忘录,旨在服务于印尼赴中国留学生,并为中国-
印尼教育交流贡献力量。

印尼赴华留学学生稳步增长 中印尼人文交流活跃。中国-印尼经贸合作网 11 月 18 日报
道：中国留学服务中心副主任徐培祥近日在雅加达举行的第十三届留学中国教育展上表示，
近年来印尼赴华留学学生稳步增长，中印尼人文交流日趋活跃。徐培祥称，2016 年是中国-
东盟教育交流年，同时也是中印尼建立人文交流机制的第二年。当前，中印尼关系正迎来历
史最好时期，面临历史性发展机遇。近年来，印尼赴华学生稳步增长，2011 至 2015 年累计达
到 63976 名，其中 2015 年达到 12694 名。

印尼驻华大使苏更·拉哈尔佐访问福建中医药大学。《千岛日报》11 月 16 日报道：11
月 13 日，印尼驻华大使苏更•拉哈尔佐（H.E.Mr.Soegeng Rahardjo）、印尼驻华大使参赞孙浩
（Mr. Santo Darmosumarto）在福建省外办领事文化处相关人员陪同下对福建中医药大学进行
访问。访问期间，苏更•拉哈尔佐大使饶有兴趣地亲身体验了中医针灸、推拿等传统中医技法，
并赞叹道“‘百闻不如一见’，中医药文化确实是博大精深，太神奇了！”他还表示，印尼
崇尚包括中医药在内的自然疗法的人越来越多，将会对福建中医药大学在印尼推广中医药将
给予大力支持。

华中师范大学在泗水国立大学举行“孔子学院文艺巡演”活动。《千岛日报》11 月 22
日报道：11 月 21 日，受中国国家汉办、孔子学院总部委派的华中师范大学巡演团来到泗水国
立大学Ketintang 校区 Gema 大礼堂进行文艺巡演活动，为泗水国立大学的师生们带来了一场
精彩的视听盛宴。据了解，本次“孔子学院文艺巡演”活动由中国国家汉办、孔子学院总部
主办，华中师范大学、泗水国立大学孔子学院承办，泗水国立大学协办。

中国驻印尼大使馆和印尼达国大学举办“中国文化日”活动。《千岛日报》11 月 29 日
报道：中国驻印尼大使馆和印尼达国大学 28 日在雅加达达国大学教学楼举办“中国文化日”
活动。中国驻印尼大使馆参赞金洪跃、印尼达国大学基金会主席Gunardi、达国大学校长及师
生参加活动。当天的“中国文化日”活动还举办了“中国故事”的图片展，来自印尼阿拉扎
大学孔子学院的学生表演了太极拳、古筝演奏和中文歌曲演唱。金洪跃代表中国驻印尼大使
馆向达国大学赠送一批中文图书，并参观了该大学图书馆“中国角”里的中国瓷器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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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师校级人文社科重点研究机构“印尼研究中心”建设论证会召开

（通讯员 陈明月）本周一下午（11 月 14 日），华师校级人文社科重点研究机构“印度
尼西亚研究中心”建设论证会在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 309 会议室召开，由武汉大学严双伍教
授、华中师范大学程又中教授、唐鸣教授、佐斌教授和国际合作与交流处洪峰副处长组成的
专家组参加了论证；社科处刘中兴副处长及马珺老师、印尼研究中心全体研究人员、“印度
尼西亚研究”网站维护人员等 10 余人参加了建设论证会。严双伍教授主持论证会。

印尼研究中心主任韦红教授首先从中心建设意义、研究方向及主要研究内容、机构成员
及任务分工、信息化建设、经费筹措及使用计划、建设任务及实现目标等六个方面向专家组
汇报了印尼研究中心的建设规划，其中重点汇报了中心研究的主要方向、重点、特色和预期
研究成果，以及服务于国家和平发展及湖北省地方建设的举措。与会专家一致认为，印尼研
究中心的建立，契合我国“一带一路”重大倡议及中印尼副总理级人文交流机制需要，是学
校“一体两翼”发展战略的具体体现。专家们肯定了在近三年建设中，中心学术积累雄厚，
研究方向明确，研究队伍在逐步壮大，取得了很好的成绩。专家组对中心的建设规划提出了
以下建议：一是现有计划研究方向应突出重点领域，加强问题意识，进一步细化相关研究领
域，结合我校实际突出研究特色；二是进一步整合校内外资源，优化研究团队；三是加强与
中央部委及湖北省、武汉市相关部门开展合作；四是建议学校加大对印尼研究中心的支持力
度，促其成为国内主要的印度尼西亚研究的学术重地和智库平台。

最后，社科处刘中兴副处长表示，推动并支持“印尼研究中心”建设，符合我校《关于
做好新时期教育对外开放工作的实施意见》（华师行字【2016】118 号）的要求，是我校“一
带一路”建设专项计划和“双一流”建设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学校将大力支持中心的发展
与建设工作，希望“印尼研究中心”越办越好，成为具有独特价值的研究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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