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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印度尼西亚政治动态

1.印尼中央政府动态

印尼政府致力于反腐肃贪工作。印尼《国际日报》12 月 2 日报道：佐科总统 12 月 1日在
雅加达出席 2016 年全国反腐败会议时表示，政府已采取一系列防止和打击贪污腐败的措施。
他强调，从行政机关、立法机构到执法机构，从政府官员、私营企业到社会公民，所有利益
相关者都应积极参与反腐斗争。

警方为确保明年地方选举顺利举行需要安全预算 9000 亿卢比。印尼《雅加达环球报》12
月 5 日报道：为确保印尼明年的地方首长同步选举顺利进行，警方将出动超过七万名训练有
素的警力，分别部署在警方认为最易发生冲突的 12 个地区，共计约耗资 9000 亿卢比。然而，
到目前为止，已被批准的安全预算才约达2460亿卢比。印尼国家警察总长狄托（Tito Karnavian）
呼吁相关地方政府尽快批准安全预算。

总统呼吁全社会积极参与反恐斗争。《国际日报》12 月 13 日报道：佐科总统呼吁印尼全
社会积极参与反恐斗争，以最大限度地遏制恐怖分子实施恐怖罪行的机会。佐科表扬警方，
特别是 88 反恐特遣队成功破获恐怖主义的行动计划，并指示要继续警惕类似的犯罪计划。他
指出，恐怖袭击可能在任何地方发生，继续与恐怖罪行作斗争是全社会的责任。如果没有全
社会的支持，印尼政府难以铲除恐怖主义。

内政部长表示要加强对群众组织的监督。《雅加达环球报》12 月 20 日报道：内政部长扎
赫约·库莫罗（Tjahjo Kumolo）表示，印尼政府将加强监督管理印尼国内的群众组织，其中
包括由外国公民建立的群众组织。印尼政府目前所掌握的外国公民建立的群众组织数目共计
66 个，政府将很快颁布密切监督这些组织的规章制度。

印尼国家警察总长下令继续搜寻恐怖网络。新加坡《联合早报》12 月 24 日报道：印尼国
家警察总长狄托下令反恐特遣部队，继续追踪任何准备在境内展开恐怖袭击的网络。由于恐
怖组织在网络上非常活跃，警方会更加重视通过网络来对抗恐怖分子。为此，警方已成立一
支网络巡逻组，除了通过网上巡逻来监控恐怖分子与组织的动向，还会对已知恐怖目标的通
讯和网络展开网络袭击。

印尼政府否认将会改组内阁的谣言。《雅加达环球报》12 月 29 日报道：国家宫发言人约
翰（Johan）否认印尼政府 2017 年将会改组内阁的谣言。他表示，他尚未直接从总统那听到有
关内阁改组的计划。但他重申改组内阁完全是总统的一项特权。自佐科上任以来，一共进行
了两次内阁改组。

内政部长关切国家官员腐败问题。《雅加达环球报》12 月 30 日报道：内政部长扎赫约•
库莫罗表示，他十分关注每次印尼国家官员被反腐机构抓捕的消息。在肃贪委（KPK）近期
进行的诱捕行动中，中爪哇省克拉登（Klaten）地方负责人斯里·哈蒂妮（Sri Hartini）被捕。
他对此感到难过与内疚，因为地方领导人、部委官员以及国会委员会成员都是其大家庭中的
成员，官员更应该致力于反腐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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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印尼民意代表机构动态

国会支持 2017 年政府工作计划。《雅加达环球报》12 月 16 日报道：国会议长赛特亚·诺
凡多（Setya Novanto）应总统佐科之邀，参加独立宫的“阳台会见”。他在会谈中表示，国
会将大力支持 2017 年的政府工作计划。他在会后又表示，为稳定和发展印尼经济，国会将与
政府携手推进政府工作计划。此外，他还重申了国内外投资对于促进经济发展的必要性。

国会启动将新增副议长职位给予民主斗争党的法律审议。印尼《雅加达邮报》12 月 21
日报道：国会开始审议修改立法机构的法律，旨在为民主斗争党（PDI-P）能在国会增加一个
副议长席位。国会立法机构（Baleg）负责审议工作，此次审议主要是为增加一项规定，即在
国会和人民协商会议（MPR）各增加一个副议长席位，而这两个新增席位都将被授予执政党
民主斗争党。目前，该修正案已得到国会大多数政党的同意。

3.印尼政党动态

专业集团党总主席表示新政党不能提名总统候选人。《雅加达环球报》12 月 14 日报道：
专业集团党（Golkar）总主席赛特亚•诺凡多援引目前的规定表示，国会之外的政党不享有提
名 2019 年总统候选人的资格，只有目前在国会的 10 个政党可以提名总统候选人。提名资格
应该符合提名总统候选人所需的要求，根据 2014 年的要求，政党只要持有国会 20%或更多的
席位，就可以提名总统候选人，而无法达到最低要求的政党可以组成政党联盟。

民主斗争党开除克拉登县长党籍。《国际日报》2016 年 12 月 31 日报道：担任克拉登县
县长的民主斗争党干部斯里•哈蒂妮（Sri Hartini）在受贿时被肃贪委现场逮捕。民主斗争党中
委会随即宣布，斯里•哈蒂妮被开除党籍，以表明民主斗争党纪律严明，并就此事向公众表示
道歉。民主斗争党对涉及贪腐案的党干部不提供法律援助，而是直接开除党籍，这一党的决
定是为了对其他党员起威慑作用。在执政或立法部门任职的各级党干部，应该从这一事件中
汲取教训，不要滥用职权受贿。

4.钟万学案件专题

印尼警方加强庭审安保工作。综合《联合日报》《雅加达邮报》12 月 10、12 日报道：印
尼全国警察总长狄托表示，钟万学亵渎宗教案将于 12 月 13 日首次开庭，为防止反对钟万学
的激进组织或个人，趁案件开庭审理之际借机生事，警方将实施特别安全措施，准备部署超
过 2000 名警力以确保庭审顺利进行。

雅加达北区地方法院首次开庭审理钟万学案。综合印尼《好报》《雅加达邮报》12 月 13
日报道：雅加达北区地方法院在雅加达中区加渣马达街地方法院旧址，首次开庭审理钟万学
亵渎宗教案。此次庭审对外公开，但人数设限。在检察官宣读控状后，钟万学为针对他的指
控感到难过，他在声明中反对检察官在听证会上对他的指控，并重申他绝无亵渎宗教的用意。

调查显示认为钟万学亵渎宗教的人数减少。《好报》12 月 17 日报道：印尼调查机构（LSI）
对 2017 年雅加达地方首长选举的调查结果显示，本月认为雅加达省长候选人钟万学亵渎宗教
的人数越来越少了。在 800 名受访者，尽管仍然有 54%的受访者认为钟万学亵渎宗教，但此
与 11 月份 62%的比率相比已有所下降。此外，在 86%知道钟万学已经对此事道过歉的受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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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59%的受访者认为钟万学已经诚恳道歉，并值得受到原谅。
钟万学亵渎宗教案第二次庭审。《雅加达环球报》12 月 20 日报道：雅加达省长候选人钟

万学前往雅加达北区地方法院出席宗教亵渎案第二次庭审。雅加达北区地方法院发言人表示，
此次开庭主要是公诉检察官回应钟万学在初审上提出的反对意见。雅加达北区地方法院聚集
数百人，有的支持钟万学，有的则要求逮捕钟万学。

钟万学案将转移到农业部大厦开庭审理。《国际日报》12 月 24 日报道：印尼最高法院发
言人苏哈迪(Suhadi) 12 月 23 日表明，最高法院已批准，钟万学亵渎宗教案第三次开庭地点将
转移到雅加达南区农业部大厦。转移地点主要是出于安全脆弱性的考虑，在此前的庭审过程
中，频繁出现来自各方的示威活动，甚至影响到其他案件的审理。尽管庭审地点改变，但审
理此案的法官团不会改变。

钟万学亵渎宗教案第三次庭审。综合《雅加达邮报》《雅加达环球报》12 月 27 日报道：
雅加达省长候选人钟万学周二上午抵达雅加达南区农业部大厦参加亵渎宗教案第三次庭审。
庭审期间，法官团驳回被告人钟万学及其律师在申辩书中提出的异议，并宣布案件需要继续
审判，法院将在下次庭审中传唤证人。下次庭审定于 2017 年 1 月 3 日在雅加达南区农业部大
厦举行。

5.雅加达地方首长选举竞选动态

阿尼斯承诺如果当选将实施反腐计划。《雅加达邮报》12 月 9 日报道：雅加达省长候选
人阿尼斯（Anies Baswedan）及其搭档山迪阿卡•乌诺（Sandiaga Uno）承诺，如果他们明年当
选省长，将实施几个反腐计划。阿尼斯表示，作为反腐计划的一部分，他们将为民众创建与
提供一些应用程序，以便民众可以监督政府各项计划的实施状况及各市财政预算的使用情况。

民众为钟万学-查罗特竞选捐款 180 亿卢比。《雅加达环球报》12 月 8 日报道：截止到 12
月 6 日，民众为钟万学-查罗特的捐款数额已达 180 亿卢比，参与捐款的民众超过 4000 人。这
些捐款者不仅来自上层阶级和中产阶级，而且包括雅加达较为贫穷的居民。雅加达正副省长
候选人钟万学-查罗特对民众的热情支持表示十分感动，而这些精神和物质的支持让他们相信
能够获得明年选举的胜利。

阿古斯将举办更多的筹款活动。《雅加达邮报》12 月 22 日报道：雅加达州长候选人阿古
斯（Agus Harimurti Yudhoyono）表示，最近的竞选资金报告显示，他所得的资金是所有候选
人中最低的一组，为此，他的团队将开展各种活动，包括慈善活动以及个人和团体的捐款来
筹集更多资金。不过，阿古斯认为，对他而言最重要的是举办有效的竞选活动，而不仅仅是
筹得大量资金。

6.其他政治动态

梅加瓦蒂的妹妹因涉嫌叛国罪被捕。《雅加达邮报》12 月 2 日及 5日报道：前总统梅加
瓦蒂（Megawati Soekarnoputri）的妹妹拉玛娃蒂（Rachmawati Soekarnoputri）2 日早上因涉嫌叛
国罪被捕，但梅加瓦蒂拒绝对妹妹被捕一事作出评论。由于拉玛娃蒂身体状况不佳，警方不
能完成对她的审讯工作，因此于 3日对其进行释放，警方打算等她康复后再进行审讯。

12•2 祈祷大会和平有序举行。《国际日报》12 月 2 日报道：佐科总统与聚集在民族独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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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碑广场的穆斯林群众一起进行周五的朝拜。佐科在朝拜结束后致辞，广大的穆斯林群众
能够心平气和地聚集在民族独立纪念碑广场，并和平有序地朝拜祈祷，这是值得赞扬和推崇。
总统对此给予高度评价，并表示衷心感谢。他还呼吁印尼的穆斯林群众要为国家统一、民族
团结和宗教和谐诚心祈祷。

反佐科人士被指控叛国罪。《雅加达邮报》12 月 3 日报道：七位强烈反对总统佐科的政
治人士因涉嫌叛国罪在反对钟万学的示威集会前被捕。警方指控这七人，包括印尼第一任总
统苏加诺（Sukarno）的女儿拉玛娃蒂，试图利用反钟万学集会推翻现任政府。

肃贪委迎来新任发言人。《雅加达环球报》12 月 6 日报道：印尼国家反腐机构在雅加达
为反腐工作人员菲布理（Febri Diansyah）主持就任肃贪委发言人的典礼仪式。菲布理毕业于
日惹卡渣玛达大学（Gadjah Mada University），曾是印尼腐败观察（Indonesia Corruption Watch ）
机构的研究员，专注于执法与法院监督领域的研究，并于 2013 年成为肃贪委的工作人员。

最高检察院将执行第四轮处决。《好报》12 月 7 日报道：最高检察官柏拉史迪约（HM
Prasetyo）称，最高检察院不久将进行第四轮的处决死刑犯行动，将被处决的大多数是毒品死
刑犯。但柏拉史迪约不愿透露具体时间，而仅仅说将在合适的时间进行。他表示他们这样做
是为确保国家和民族的平稳运行。最近两年，最高检察院已经三次展开处决国内外的毒品死
刑犯行动。

【编者评论】在反恐与安全方面，从印尼警方展开对恐怖分子的网络搜索与打击，到印

尼政府呼吁全社会都应积极参与到反恐斗争中去，表明印尼政府对恐怖主义分子的警惕意识

提高、反恐力度加强；在反腐肃贪方面，肃贪委一直在积极发挥作用并加强反腐打击力度，

佐科政府为惩治腐败，除了采取一系列防止和打击贪污腐败的措施，还要求所有利益相关者

都要积极参与反腐斗争；关于钟万学亵渎宗教案的审判进展方面，印尼当局将钟万学案件交

由雅加达北区法院来审理，但由于法院本月尚未结案，法院最终判决钟万学是否有罪还是未

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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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印度尼西亚经济动态

1.印尼政府经济政策动态

印尼决定暂时退出欧佩克。印尼《国际日报》12 月 2 日报道：在奥地利维也纳举行的第
171 届欧佩克（OPEC）会议上，印尼因不愿减少当前的原油产量，决定暂时退出欧佩克。出
席会议的印尼能源与矿务部长佐南（Ignasius Jonan）周四(11 月 30 号)在雅加达表示，由于欧
佩克会议做出决定，要求成员国每日减产 120 万桶原油（不包括液化天然气），印尼的原油
日产量将减少 5%，或大约 37000 桶。这项减产决定对作为石油净输入国的印尼不利，因此决
定暂时退出欧佩克。（注：印尼上一次退出OPEC 是在 2008 年年底，2015 年年末印尼再度成
为OPEC 的一员）。

印尼政府划拨 2万亿印尼盾财政预算以提升边境地区投资吸引力。《雅加达邮报》12 月
3 日报道：在 2017 年的印尼国家预算中，政府为边境地区的 6个县（纳土纳、努努干、贝鲁、
塔劳、摩罗泰和马老奇）划拨了超过 2.4 万亿印尼盾（约合 1.774 亿美元）的财政预算以促进
当地经济的发展。此轮投资涵盖农业、旅游业、渔业以及其他领域，根据每个县的特点各有
侧重。印尼投资协调委员会负责人托马斯·伦邦（Thomas Lembong）表示：“印尼的投资一
直以爪哇为中心，且依然集中在资本密集型项目而非劳动力密集型项目上”，伦邦认为，政
府的这一轮投资将会“彻底改变”上述状况。

经济学家预测：2017 年印尼经济增速将会放缓。《雅加达邮报》12 月 5 日报道：经济学
家预测，2017 年印尼经济增速将会放缓， 部分原因可归结为国内消费所面临的沉重压力。印
尼学者建议，为了提高GDP 增长速度，印尼需要吸引更多外资，同时提高生产效率。（注：
印尼家庭消费支出占GDP 的 56％）。

印尼政府保证未来 3个月不提升燃油价格。印尼《国际日报》12 月 21 日报道：印尼政府
能源与矿务部长佐南 12 月 20 日在其办事处发表声明：未来 3 个月内，印尼的初级燃油、柴
油及煤油（土油）不会涨价。佐南表示，政府之所以保持燃油价格，目的在于尽力维护广大
民众的购买力。

惠誉国际上调印尼信用评级展望至“正面”，印尼有望提升其信誉等级。《雅加达环球
报》12 月 21 日报道：由于较低的政府负债和良好的经济增长展望，本周三，惠誉国际( Fitch
Ratings)将印尼的信誉评级展望调到了“正面”。印尼的长期外债和地方债务评级都是 BBB－，
也就是投资等级中排名最低的一级。这次信用评级的“正面”展望，为惠誉国际在下一次评
估中提升印尼的信誉等级提供了可能。惠誉国际在一份声明中说：“从 2015 年 9 月开始，一
项有力的结构性改革逐渐改善了印尼的商业环境，就中期而言为印尼的经济增长提供了支
持。”所以，惠誉国际预计印尼今明两年经济增速将分别达到 5.1%、5.4%，明显比印尼政府
预计的 5%、5.1%更加乐观。

专家称印尼明年通胀率或为 4.2%。印尼《国际日报》12 月 24 日报道：印尼经济专家声称，
印尼 2017 年的市场通胀率将与今年一样为 4%左右，在明年应能把通胀率控制在所规定的水
平，实际的通胀率可能会比今年略高。根据中央统计局不久前发出的报告，印尼今年 11 月份
平均市场通胀率为 0.47%，因此造成今年前 11 个月累积通胀为 2.59%，而全年通胀率为 3.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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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自立银行（Mandiri）经济观察部主任安东（Anton Hermanto Gunawan）认为：“如果世界
市场上的油价在明年出现上扬，就会造成印尼国内燃油价格跟着上涨，在这种情况之下，我
们的通胀率将跟着上升。”他补充说：“如果明年的世界油价上涨至某一个限度，政府必然
会调整国家预算案的印尼原油标准价格，国内燃油价格就很可能跟着上升，在许多商品和服
务价格跟着上升的情况之下，全国平均通胀率也会走高。”

经济学家预测，圣诞和新年假期期间的家庭消费将促进印尼第四季经济增长突破 5%。印
尼《商报》12 月 29 日报道：经济学家深信，由于圣诞和新年期间的家庭消费拉动，2016 年
第四季度经济增长会突破 5%。如马来亚银行(Maybank)经济学家 Juniman 乐观预计，2016 年第
四季度的经济增长为 5%-5.1%，而全年的经济增长会达到 5%-5.06%。经济学家们的预测比印
度尼西亚银行(央行/BI)预计 2016 年最后季度的经济仅增长 4.88%要乐观。

2.印尼银行及金融业动态

印尼外汇储额减为 1115 亿美元。 印尼《国际日报》12 月 8 日报道：根据印尼央行 12 月
7 日官方网站发出的消息，直至今年 11 月底，印尼的外汇储备额为 1115 亿美元，比前一个月
的外汇储备额减少了 35 亿美元。报告说，比起国际社会所规定的一国外汇储备额应能支持至
少 3个月的全国进口活动所需要的外汇标准，印尼的外汇储备属于高安全等级。外汇储备额
之所以下降，主要是因为政府在 11 月份用于支付到期外债，以及央行在这期间用于干涉金融
市场，维持盾币价值。

印尼总统佐科：人民币成为标准外汇最适当。“中国-印尼经贸合作网”12 月 8 日报道：
当地媒体 7 日援引佐科的话报道说：“社会大众最好能另选其他国际储备货币作为与印尼盾
币兑换价值的标准，中国人民币就是其中的一个选项。” 报道称，自从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
之后，许多国家的货币，包括印尼盾在内，其美元的兑换率都出现或多或少的下降。佐科表
示，印尼对美国的出口价值也只占出口总额的 10%，他认为美元不再是对印尼经济最适当的
外汇标准。当前，中国是印尼最大的贸易伙伴，印尼对中国的出口价值总额约占 15%，而日
本占 10.7%，欧盟市场也只有 11.4%。如果以出口价值作为衡量，印尼对中国市场的出口价值
最大，所以选择人民币最为适当。

印尼和日本延长了彼此签订的 228 亿美金本币互换协议。《雅加达环球报》12 月 12 日报
道：印尼央行周一发布声明称，印尼和日本第三次延长了两国间 227.6 亿美金本币互换协议
(currency swap agreement，又称货币互换协议)，以应对潜在的货币流动危机。协议首次签订于
2013 年 10 月。印尼央行行长阿古斯(Agus Martowardojo)在声明中说：“这项决定表明两国强
化了彼此间的金融合作，同时彰显了两国政府在全球金融市场仍充满不确定性因素的情况下
为维护地区金融稳定所做出的承诺。”

针对美联储利率上调，印尼央行政策不变。《雅加达环球报》12 月 15 日报道：针对一天
前美联储做出加息 25 个基点的决定，广受关注的印尼央行于周四宣布：保持 4.75％的基准利
率不变。与此同时，印尼央行也保持其 4％的隔夜存款利率和 5.5％隔夜贷款利率不变。印尼
央行经济与货币政策执行理事尤达(Juda Agung)在新闻发布会上说：“印尼央行的货币政策将
致力于在保持宏观经济稳定和促进经济复苏之间取得平衡。”美联储调高利率将给包括印尼
在内的新兴市场国家带来不利影响，如降低经济吸引力、引发资本外流和制造风险资产等问
题。然而，尤达对印尼经济保持乐观，他认为印尼有强大的财政基础来管控通货膨胀，有较



9

强劲的经济增速和充足的外汇储备，这使得印尼完全有能力应对上述风险。
印尼央行年底实施最低转账保金制度。印尼《国际日报》12 月 27 日报道：央行公关主任

瑟卡拉(Tirta Segara)上周末在雅加达通过书面方式说，根据央行有关银行业最低转账保证金的
15/15/PBI/2013 号条例，以及经过修改后的 18/14/PBI/2016 号央行条例，央行将于 12 月 31
日实行银行业最低转账保证金制度。在印尼境内的公众银行、清真银行和清真营业单位等金
融机构的所有转账服务，包括盾币和外币为单位转账活动，都必须缴付一定数额的最低转账
保证金。除此之外，央行将利用 12 月 30 日的市场汇率作为对违反该条例的银行的罚款标准。
央行经济与货币政策执行理事尤达曾说，央行为了提高银行业转账服务，也为了防范诈骗分
子利用ATM犯案，因此计划在 2017 年中旬分阶段实行银行业最低转账保证金的措施。

印尼 2016 年股票年终收盘价反弹。《雅加达邮报》12 月 30 日报道：作为今年最后一个
交易日，印尼证券交易所(IDX)12 月 30 日的印尼综合指数(JCI)以 5296 点收盘，较 2015 年的
年终收盘价上涨了 15.3%。印尼经济统筹部部长达尔敏(Darmin Nasution)代表佐科总统在印尼
证券交易所闭市大典(closing bell ceremony)前一分钟发表讲话：印尼股票市场的年回报仅次于
巴西、俄罗斯、泰国和加拿大，位居全球第五。而在亚太地区，则以 23.89%年回报记录名列
第二，仅次于泰国。达尔敏还在致辞中对辛苦工作并取得如此成就的交易所董事会表示感谢。

3.印尼企业界动态

印尼力宝百货在茂物新建一家购物中心。《雅加达环球报》12 月 2 日报道： 印尼力宝
卡拉瓦奇房地产公司旗下的力宝百货，成功地将茂物市中心地带的一座废弃大楼改造为其旗
下的第 66 所大型购物中心，并于 12 月 1 日试运营。公司执行董事认为，这种具有战略意义
的地理位置既能给公司带来不菲的收益，也能为当地的经济、税收等带来积极的影响。

印尼企业家联合抵制对《企业社会责任法》的优先审议。《雅加达邮报》12 月 5 日报道：
针对一些国会议员在提案中将《企业社会责任法》囊括进“2017 年国家立法大纲”优先审议
案的做法，印尼商业游说集团已经明确表达了他们的反对意见。他们认为，企业社会责任
（CSR，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应当遵循自愿原则以促进商业的发展。当前，印尼对企
业社会责任行为只做了部分规定。如果《企业社会责任法》获得通过，那么这将是第一部为
企业社会责任行为提供综合指导方针的法律。然而，令人遗憾的是，该法案的草案并没有将
企业社会责任基金、企业社会责任基金税、企业社会责任项目执行规划等涵盖其中。

查沙马尔加公司签约承建第二条雅加达-芝甘北高架高速公路。印尼《星洲日报》12 月
10 日报道：查沙马尔加公司周一（5日）正式签约，成为第二条雅加达-芝甘北高架高速公路
的管理企业（PPJT），并持有这条高速公路期限为 45 年的特许权。按规划，该项目位于现有
雅加达-芝甘北高速公路上方，将于明年次季开工，2019 年投入运营。为建筑该工程，查沙马
尔加财团与朗吉·苏吉仑帕尔卡莎公司合作，成立联营企业，其中查沙马尔加持股 80%，余
下的 20%为朗吉·苏吉仑帕尔卡莎所持。根据查沙马尔加公司数据，今年 3月份，雅加达-芝
甘北高速公路通车达 1865.7532 万辆次，同比增加了 5%。兴建第二条雅加达-芝甘北高架高速
公路工程，已是刻不容缓之事。

金锋集团斥资 15 万亿印尼盾兴建金锋城。《千岛日报》12 月 13 日报道：金锋集团扩展
房地产业务，计划于 2018 年兴建金锋城（Maspion City），并为此斥资 15 万亿-20 万亿盾。金
锋集团总裁林文光12月9日在泗水阿哈默德·雅尼(Ahmad Yani)街的金锋广场（Maspion Squa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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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机动车综合中心启用仪式时宣布，金锋集团与新加坡投资者合资在此兴建金锋城，占地
面积 5.7 公顷。金锋城设有 3至 5 星级酒店、购物商场、科技中心、会展中心、公寓、SOHO、
娱乐中心、露天活动中心等；而机动车综合中心是开发金锋城的初步工程。此外，金锋集团
还计划在万隆、三宝垄等地开发同样项目。

印尼 Express 公司与优步合作以加紧争夺印尼市场。《雅加达邮报》12 月 19 日报道：印
尼第二大出租车运营商 Express Transindo Utama 周一宣布，将与优步合作，通过增加出租车
叫车业务来争夺印尼市场。Express 集团首席运营官本尼·塞蒂亚万(Benny Setiawan)在一份声
明中说：“通过与优步的合作，我们期待能提高本公司车队的市场使用份额。”本尼还表示，
Express 公司正在制定一项计划，即允许优步的伙伴司机能通过分期付款的方式从我公司购买
车。优步的亚太区营业主管埃里克·亚历山大(Eric Alexander)也认为，通过该合作，Express
集团可以使用优步的叫车服务等技术，这也将扩大优步的市场份额。

印尼国电与新能源及可再生能源电商合作，增加对加里曼丹供电。《星洲日报》12 月 22
日报道：加里曼丹区国电与当地新能源及可再生能源电商进行了 3项合作。加里曼丹区国电
商务经理佐科 R.阿布马南周三（21 日）在雅加达表示，签订 3项合作备忘录的目的在于，利
用新能源及可再生能源可望为当地提供更可靠的用电供应，同时提高全国供电的效率和效益。

印尼国电预拨 1.7 万亿盾，为巴布亚乡村供电。《千岛日报》12 月 27 日报道：目前，印
尼的巴布亚省仍有 3500 个乡村尚未完全通电。24 日，马鲁姑-巴布亚区域国电总经理Haryanto
WS 在西爪德博表示，2017 年，国电公司将拨出 1.7 万亿盾，为巴布亚 390 个乡村供电。这项
投资经费比 2016 年增长 6倍，旨在提高巴布亚电力化率，预计 2019 年该比率将达 75%。

Ciputra 公司划出 4万亿印尼盾用于 2017 年的资本支出。《雅加达邮报》12 月 28 日报道：
由于计划将三个子公司合并起来进行管理，印尼主要的房地产开发商 Ciputra 集团宣布：将划
出 4 万亿印尼盾(2.972 亿美元)用于来年的资本支出。Ciputra 集团先前就已经宣布：明年年初，
集团会将子公司 Ciputra Surya(CTRS) 和 Ciputra Property(CTRP) 合 并到母公司 Ciputra
Development(CTRA)旗下共同管理。

4.印尼进出口动态

印尼 11 月份出口增速创自 2014 年 8 月份以来的新高。《雅加达环球报》12 月 13 日报道：
路透社的调查显示，印尼 11 月份的出口增速可望达到两年多以来的最高水平，与此同时，进
口增速则只有轻微上涨。路透社的这次调查中，有 11 位分析家认为，印尼 11 月份出口增长
率会高达 10％，较 10 月份提高 4.6 个百分点，达到了 2014 年 8 月份以来的最高增速。统计局
的官员表示，11 月出口的提速，得益于印尼主要出口商品中大宗商品价格的提高，这为印尼
带来了更多的出口收益。而新加坡星展银行经济师谢商戈(Gundy Cahyadi)则认为，印尼 11 月
份强劲的出口表现部分源于其经济的低基数效应。

印尼 11 月份进口额增至 126.6 亿美元。印尼《国际日报》12 月 16 日报道：印尼中央统
计局供应和服务司副主任沙斯米托(Sasmito Hadi Wibowo)表示，印尼今年 11 月份的进口额高
达 126.6 亿美元，较 10 月份增长 10%，较去年同期增长 9.88%。沙斯米托 12 月 15 日在雅加达
统计局大厦召开的记者会上说，今年 11 月份，印尼非油气进口值为 109 亿美元，较 10 月份
增长 9.39%，较去年同期增长 10.31%；11 月份的油气进口值为 17.6 亿美元，较 10 月份增长
13.89%，较去年同期增长 7.27%。进口值上升主要得益于机器和电子工具进口量的增长，据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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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这类产品进口价值多达 2.103 亿美元，增加了 15.23%，另有船舶和浮式设备进口量增长
到 5580 万美元，同比增长 40.97%。另外，11 个月的数据显示，印尼最大的进口来源国是中
国，从中国进口约 275.5 亿美元的商品，同比增长 26.04%；其次是日本，进口约 118.4 亿美元，
同比增加 11.2%；再次是泰国，进口约 79.5 亿美元，同比增加 7.52%。

2016 年 1-11 月中印尼贸易情况概述。据“中国－印尼经贸合作网”12 月 16 日报道：印
尼中央统计局 12 月 15 日发布贸易报告称，2016 年 1-11 月，印尼对外贸易额 2535.1 亿美元，
同比下降 5.8%，其中出口 1306.5 亿美元，同比下降 5.6%，进口 1228.6 亿美元，同比下降 5.9%，
累计贸易顺差 77.9 亿美元。2016 年 1-11 月，中印尼非油气产品贸易额 407.8 亿美元，同比增
长 5.9%；其中印尼出口中国 132.3 亿美元，同比增长 10.0%，占印尼对外出口总额的 11.1%，
列印尼出口目的地第二位，仅次于美国；印尼自中国进口 275.5 亿美元，同比增长 4.1%，占
印尼进口总额的 26.0%，在印尼进口来源地中居首。

获 FLEGT 许可证，印尼明年初将向英国出口首批木制品。《千岛日报》12 月 20 日报道：
印尼驻伦敦大使馆宣布，印尼获得森林执法、管理与贸易（Forest Law Enforcement, Governance
and Trade，简称 FLEGT）许可证，可向欧盟 28 个国家出口木制品，成为第一个获得这种许
可证的国家。据悉，木材贸易联合会由分布在英国各城市的 250 家企业组成。该会深信届时
印尼对英国及欧洲其他国家的木制品出口量必将提高。

印尼摩托车出口剧增至 40 万辆。印尼《国际日报》12 月 24 日报道：印尼摩托车工业协
会总主席古纳迪(Gunadi Sindhuwinata)12 月 23 日在雅加达表示，截至今年 12 月，尽管国内市
场低迷，印尼摩托车的出口量却近达 40 万辆，比 2014 年的 41746 辆增加了 900%，因此该协
会定下指标，明年的出口量会增加 10%。古纳迪透露，今年的摩托车出口量会增高，是因为
国外的消费者对印尼制造的摩托车深感兴趣，特别是欧洲的消费者更喜欢体型小的摩托车，
他们认为在日常工作中更方便使用。他希望，到了 2020 年，摩托车出口市场会提高 1000%，
尤其对发动机低于 250 毫升小型摩托车的销售更有所增高，同时在国内市场，小型自动摩托
车占了市场份额的 77%，远高于跑型摩托车的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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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印尼社会宗教文化动态

1.12 月民族团结运动

全国各地开展印尼民族团结运动，军警最高领导人及各方精英出席誓师大会。《千岛日
报》12 月 1 日报道：印尼全国团结运动 11 月 30 日同时在全国各地举行。在雅加达，全国团
结誓师大会于上午 7 时 30 分开始在民族纪念碑广场举行，一批军警高官出席，如全国警察总
长迪多上将、国民军总司令卡多特•努尔曼迪约上将、雅加达专区暂摄首长苏玛尔诺
（Sumarsono）及其他多名军警要员、大中学生、跨宗教领袖、文化人、音乐人等。本次大会
的主题是“印尼团结，印尼是我的，印尼是你的，印尼是我们大家的”，由卡多特•努尔曼迪
约倡导。出席大会的都头缠红白布条。苏玛尔诺在发言中呼吁民众不要通过社交媒体传播恶
搞新闻，查亚军区司令 Teddy Lhaksmana 呼吁民众莫轻易受社交媒体上的言论挑唆，他要求民
众以冷静的态度对待网络上的流言。他希望媒体参与维护清爽气氛，民众也要保持镇定，一
切都信任军警。国民军一名指挥官表示，这不只是一种分享欢乐的活动，而且还显示了印尼
国家的实力。实力不只是指武器和战争工具，而是国家多样性和团结的力量。

印尼民族大团结活动震撼人心。《国际日报》12 月 5 日报道：印尼民族民主党总主席苏
利亚巴洛呼吁各方给佐科-卡拉政府“加油”。苏利亚巴洛 12 月 4 日在印尼大酒店环形路上
参加“我们都是印尼民族”活动时在致辞中表明，政府和社会意见分歧是平常事，但国家完
整统一应得到维护。他表示，潘查希拉精神和原则必须成为一种人生观和国家统一的基础，
为此，我们在许多方面可以有不同的观点，维护国家完整统一主要是佐科-卡拉政府的任务，
让我们提供机会，促使政府更加努力地工作，以带来更好的变化。社会部长柯菲花表示，“我
们都是印尼民族”活动不是为了与 12·2 和平祷告集会竞争，这个活动更像是社会各阶层参
与的文化展演，展现印尼各个元素构建多元化和多样性的和谐社会。

2.印尼反恐动态

国警总长誓言追缉恐怖活动首脑峇赫仑，观察家提醒 ISIS 分子已渗入民众生活。《千岛
日报》12 月 13 日报道：印尼国警总长迪多·卡尔纳菲安 11 日晚在雅加达哈林机场对媒体称，
警方日前在西爪哇省勿加西破获图谋在雅加达总统府进行自杀式爆炸恐怖袭击案，并拘捕 6
名涉案恐怖嫌犯，包括自杀式爆炸实施者女嫌犯Dian Yulia Novi。迪多誓言将追捕这起恐怖阴
谋幕后策划者峇赫仑•纳依姆（Bahrun Naim）。他说：“这批落网的恐怖团伙是由居留叙利亚
的头号恐怖分子峇赫仑•纳依姆指挥，包括指点制作炸弹和策划恐怖袭击。这次他们所制作的
电饭锅炸弹属高杀伤力炸弹，所幸未得逞。警方将与包括叙利亚的国际刑警协作追捕峇赫仑•
纳依姆。”

迪多呼吁民众保持正常活动，无须恐慌，包括 88 反恐部队在内的国警将继续与国民军、
地方政府、情报局等相关机构合作，及早侦测和防范恐怖袭击，确保国家和社会安宁。他说，
警方是在两星期前开始监控这起总统府恐怖爆炸阴谋，并从中爪哇梭罗市追缉移居勿加西的
恐怖嫌犯索利辛（Solihin）。

另外，情报观察家穆罕迈德•达赫林（Muhammad Dahrin Laode）11 日分析指出，伊斯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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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ISIS）活动分子目前已渗入我国社会民众中，对政府构成严重的实际威胁。他说：“总
部在中东地区的 ISIS 已把一批印尼精英作为恐怖袭击对象。该恐怖极端组织目前已把个人作
为袭击目标，并通过与 ISIS 拥有共同理念的印尼极端主义社区，渗透我国社会生活，对我国
安全与稳定构成威胁。”鉴于此，达赫林希望国民军、国警和国家情报局协作，坚决维护合
法政府。

警方逮捕从叙被遣返的 3位印尼公民。《千岛日报》12 月 27 日报道：国警逮捕了从叙利
亚被遣返回国的 3 名印尼公民。他们涉嫌在该国参战。国警总部新闻处主任 Rikwanto 25 日证
实了这个消息。这 3人是从土耳其伊斯坦堡机场被递解回印尼的。在他们 24 日抵达印尼苏哈
机场时，立即被国警 88 反恐部队押往西爪哇德博Kelapa Dua 机动警察总部接受进一步调查。

反恐特遣队接连出击。《国际日报》12 月 16 日报道：88 反恐特遣队连日来在数个地区
逮捕了多名恐怖嫌疑犯，他们隶属MNS（M. Nur Solikhin）恐怖团伙。12 月 10 日，88 反恐特
遣队在勿加西逮捕了 MNS（男）、AS（男）和DYN（女）。MNS（26 岁）是这一团伙的首
领，他接受印尼籍 ISIS 武装分子巴赫伦·纳伊姆的资助。12 月 11 日 88 反恐特遣队再逮捕了
MNS 团伙的 3名恐怖分子KF、APM和WP。其中KF（22 岁）是一名大学生，他经常和巴赫
伦·纳伊姆联络。巴赫伦·纳伊姆通过互联网指导他制造炸药和组装炸弹。警方在审问WP 一
伙后接着缉拿了另 3 名恐怖嫌疑犯 Imam Syafii、Sumarno 和 Sunarto。Imam Syafii（33 岁）被
疑为参与了 11 月 5 日梭罗 Alfamart 恐怖案和 12 月 3 日新梭罗 Candi Resto 恐怖案。

锡江加强军力，确保民众安度圣诞与新年。《国际日报》12 月 19 日报道：第七军区司令
阿古斯（Agus Surya Bakti）少将 12 月 17 日表明，锡江一些地区被认为易于发生恐怖主义事件，
第七军区已在这些脆弱地区部署情报人员。他表示，第七军区根据收集到的信息在一些脆弱
地区部署情报人员，是对圣诞节和 2017 年新年期间的安全保障采取的防范措施。尽管尚未发
现在圣诞节和新年期间实施恐怖主义行动的新迹象，但我们仍然必须提高警惕，因为一切皆
有可能发生，何况南苏一些地区与恐怖主义猖獗的波梭地区相邻。此外，情报人员被责成与
军支区派驻在各个村行政区（kelurahan）的安全人员进行联合巡逻，并报告各自地区的安全
形势。第七军区全力支持南苏警方维护南苏地区保持和平与安全的有利形势。此前，南苏警
方也在锡江圣诞节与新年安全哨所部署了 3000 名警力。

3.印尼社会发展动态

总统：乡村基金利于扶贫。《国际日报》12 月 1 日报道：佐科总统 11 月 30 日在雅加达
主持 2016 年全国粮食防御纲领颁奖典礼时说，乡村基金必须准确地、完整地配发给全国各地
的乡村，作为当地发展农耕、灌溉系统等基础设施用途，这也成为中央和地方政府的责任，
并且表示总统的责任就是监督乡村基金的具体落实。

印尼政府通过每年的国家收支预算案持续增大乡村基金，今年已经增为 49 万亿盾，明年
要提高为 60 万亿盾。佐科总统表示，准备在 2018 年把乡村基金提高为 120 万亿盾。佐科总
统说：“乡村基金与人民营业贷款（KUR）一样，成为政府在全国范围内推行扶贫事业的重
要措施，通过乡村基金与人民营业贷款等措施，我们希望能更好地减少贫穷人口，减少失业
人数，减少贫富鸿沟，却要提高普通大众的福利生活。所以，各个地方政府千万不可减少或
拖延乡村基金的落实。”

社会部长宣布日惹为志愿者城市。《千岛日报》12 月 6 日报道:日惹特区民众相互合作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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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灾害的行动，受到社会部长戈菲法•英达尔（Khofifah Indar Parawansa）的赞赏，并宣布日惹
特区为志愿者城市。戈菲法称，日惹民众的团结互助精神已得到宏扬，就是这种团结互助精
神，使他们在遭受地震灾害和 2010 年默拉比火山喷发时能迅速应对。发生自然灾害后，重建
工作可谓快速。同时艰难的心理创伤的治疗过程与重建工作并行。社会部近期内将与日惹特
区省长签署谅解备忘录，为日惹特区一些灾害易发区建立标准防范程序。戈菲法称，在一些
特定地点需要有一定的技术和规范去处理，如水灾、山体滑坡和默拉比火山喷发等。她说，
为建立强大的救援志愿者队伍，她已设立救援志愿者培训中心，目前共有 125 名志愿者接受
培训，他们将被分派到各个灾害易发区服务。

总统：迅速重建亚齐地震灾区。《国际日报》12 月 10 日报道：佐科总统承诺将迅速重建
遭受地震灾害的亚齐 3 个县区，即比迪县、比迪查亚县和比仑县。佐科于 12 月 9 日在亚齐比
仑县 Samalanga 镇大清真寺作周五祷告后表明，这是上天的考验，让我们用坚强、忍耐和信靠
真主之心来面对，真主保佑，我们一定能够克服困难。佐科承诺，中央政府将尽快重建在地
震中损毁的建筑物，尤其是清真寺、习经院和学校等公共设施，使灾区民众能够尽快恢复正
常的生活。此外，佐科还承诺对在地震中受损的民宅提供援助金。虽然不多，他说，但愿能
够推动重建的进程，使这 3 个县区尽快恢复正常。另据《雅加达环球报》12 月 10 日报道:比
迪查亚县市政工程处负责人周六表示，作为 12 月 7 日亚奇地震受创最严重的地区，比迪查亚
县的灾后重建工作将耗资 9000 亿印尼盾。据安塔拉通讯社的消息，此次地震，比迪查亚县 8
个分区有震感，12560 座房屋和 49 座清真寺被损毁。佐科总统周五在视察比迪查亚县时承诺，
政府将尽快开展灾后重建工作，并制定援助计划，对受损严重的家庭每户补助 4000 万印尼盾，
对受损相对较轻的家庭每户补助 2000 万印尼盾。同时，政府将负责重建受损的基础设施。

印尼发展无人潜艇技术。《雅加达邮报》12 月 14 日报道：印尼正在发展无人潜艇技术，
希望更加有效地监管印尼广阔领海的安全。新开发的无人潜艇名为Kaledupa，下潜深度能够
达到 150 米，由印尼西爪哇一家技术公司（PT Robo Marine Indonesia）开发。印尼国防部国防
产业与技术部主任 Brig. Gen.Jan Pieter Ate 表示，国防部将开发无人潜艇的任务交给他们，他
们又委托给了技术公司，选择该公司是因为他们有这方面的技术。

环保人士呼吁政府促进民众参与森林管理事务。《雅加达邮报》12 月 15 日报道：为了应
对气候变化，环保人士呼吁政府促进民众参与森林管理事务。“树人项目”（Forest People
Program）研究员 Emil Kleden 说：政府缺乏鼓励民众参与保护森林的相关规定，这导致印尼
森林的管理被人们疏忽。社区生态法律改革协会（Association for Community and Ecology-Based
Law Reform）的研究表明，政府虽然已经制定了 12 项关于气候变化管理的规定，包括总统法
令和省长法令，但是没有关于公众参与的任何规定。该协会同样建议政府应鼓励公众参与保
护森林。

棉兰成为污染最严重城市。《雅加达邮报》12 月 15 日报道：近年来，随着城市中的车辆
持续增多，城市内的空气质量越来越差，很多大城市的空气污染可能会对居民的健康造成威
胁。根据环境与林业部最近的研究表明：棉兰（Medan）和巴淡岛（Batam）是印尼空气污染
最严重的城市。环境与林业部最近公布了包含 23 个省的 28 个城市的“蓝天项目”的研究结
果。研究结果基于主要道路的交通管理、燃料质量、汽车尾气排放与空气质量四项指标，显
示这些城市中充满了有害物质。棉兰因为氮氢化合物超标被确定为唯一空气质量低于官方安
全标准的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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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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尼争取扩大中东游客市场。《联合早报》12 月 25 日报道：印度尼西亚争取扩大中东穆
斯林的客源市场，目标是在 2017 年吸引多达 40 万人次来自这个地区的游客。旅游局计划推
出一系列宣传，向中东游客推销印尼的一些重点旅游景点如龙目岛（Lombok）、雅加达和西
苏门答腊等。另外，旅游局也准备到中东国家为印尼的伊斯兰旅游业做宣传。印尼是世界上
穆斯林人口最多的国家，当局一直以来都希望利用当地的伊斯兰文化优势扩大旅游市场。根
据旅游局的数据，印尼每年接待的游客中，来自欧洲的游客占最多，其次是亚洲游客，中东
游客人数排第三。

4.印尼宗教文化动态

12·2 祈祷大会和平有序举行。《国际日报》12 月 3 日报道：12 月 2 日清晨，从四面八
方来的穆斯林群众聚集雅加达摩纳斯广场，举行盛大的和平祈祷会。他们来自雅加达及其周
围地区，但从外地外省来的也众多。将近中午朝拜时间，总统与副总统、政法安统筹部长、
宗教部长以及国军总司令等从独立宫徒步前往摩纳斯广场，与早已聚集的穆斯林群众一起进
行星期五朝拜。朝拜完之后，佐科总统向大众致辞说，呼吁摩纳斯广场以及全国各地的穆斯
林群众，为国家统一、民族团结和宗教和谐诚心祈祷。

穆哈默迪亚青年团谴责万隆圣诞祈祷会被驱散。《千岛日报》12 月 8 日报道：穆哈默迪
亚青年团中央理事会总主席Dahnil Anzar Simanjuntak 对教徒祈祷被驱散事件表示遗憾。12 月
6 日下午，在万隆市 Sabuga 大厦举行的圣诞祈祷会，被一群人以 Pembela Ahlus Sunnah 的名义
驱散。Dahnil 7 日在发给 VIVA 网的新闻稿中说，该祈祷会每年照例举行，若有管理上的问题，
理应可以得到妥善解决。他还说，伊斯兰教对他人祈祷和信仰自由持坚决和明确的态度，伊
斯兰教不会将信仰强加于人。限制祈祷自由违反伊斯兰教教义。解决宗教问题应该以对话为
主，对话体现包容的理念。维安人员应该保证 Sabuga 祈祷会被驱散事件日后不再发生。

天主教大学拒绝撤掉含穆斯林女性广告牌。《雅加达邮报》12 月 8日报道：日惹一所天
主教大学 Sanata Dharma Catholic University 表示，如果穆斯林人民论坛要求他们撤掉上面有穿
穆斯林服饰的女郎的广告牌，校方将拒绝这么做。此事起因于最近穆斯林人民论坛强迫另一
所基督教大学Duta Wacana Christian University 撤销一些广告牌，因为他们上面有穿着穆斯林
长袍的女大学生。Sanata Dharma 大学表示，拒绝是基于政府的规定，该大学是一所具有包容
性的学校，从来不歧视其他教的教徒。

龙目岛穆斯林和印度教徒互掷饭团展现和睦。《千岛日报》12 月 15 日报道：西努省西龙
目数百名伊斯兰和印度教徒，聚集在 Lingsar 庙宇广场，进行传统的互掷椰粽饭团习俗。这种
习俗在当地享有盛名。虽然互掷椰粽饭团，但不是对敌，反而是伊斯兰教众和印度教教众和
睦的象征。“打仗”结束后，各自解散。丢出的椰粽饭团被捡起并带回家。他们相信，撒到
田里将使土地肥沃。长老 Suparman Taufik 表示，椰粽饭团战是龙目岛世代相传的伊斯兰和印
度教的和平之战。他说：“伊斯兰教与印度教之间已建立起美好的团结，互相尊重和敬重。”

首都福华福音工商团契迎圣诞聚会。《千岛日报》12 月 19 日报道：雅加达华裔基督教工
商界人士除了每逢周日在教会祈祷外，每个月有两次聚会。一次是第一个星期六，第二次是
第三个星期六。12 月 17 日是 12 月份的第三个星期六，福音工商团契在 SEASON CITY Royal
Jade 餐厅聚会，有 100 多人参加。这次聚会，适逢“圣诞月”，就以“迎接圣诞”为主题。
由从泗水专程来首都传福音的林妙福牧师主讲“上帝的爱”。此外，有两位青年发表“见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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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述认识上帝及上帝赐福的经过。
印尼天主教大学生协会向警方举报 Rizieq Shihab 亵渎宗教。《千岛日报》12 月 28 日报

道：印尼共和国天主教大学生协会（PMKRI）26 日向雅加达美都警区举报捍卫伊斯兰阵线领
导人 Rizieq Shihab 于 25 日在雅加达东区 Pondok Kelapa 演讲时亵渎宗教。印尼共和国天主教
大学生协会主席Angelo Wake Kako是依据社交媒体传播的辱及基督徒的视频而举报Rizieq的。
一些演讲视频作为证据已交给警方。雅加达美都警区特别刑侦处已接收上述举报。Angelo 26
日在雅加达美都警区总部说：“Rizieq 的仇恨言论使我们感到受侮辱和伤害，似乎印尼没有
宗教宽容。所有公民应该尊重差异，不干涉他人宗教信仰的私人空间。我们将继续关注哈比
Rizieq 是否被警方传讯和调查。根据以往的经验，他好像从不受法律追究。民众举报了无数
次，警方迟迟才作出反应。”Rizieq 被举报触犯刑事法典。而上传视频到社交媒体的 Fauzi Ahmad
和 Saya Reya，被举报触犯信息与电子交易法。

5.印尼教育发展动态

文教部为国立和私立学校增加 4 万课室。《千岛日报》12 月 8 日报道：印尼文教部将准
备 40,000 新课室，供国立学校和私立学校使用。文教部长穆哈奇 12 月 6 日在第 21 届日惹学
生学园(Taman Siswa)统一会议开幕仪式上表示，这些课室不单供国立学校，也供私立学校使
用，现在不适合再分国立或私立。“如果大部分私立学校培养的学生质量不高，永受负担的
是政府，而不是学校。是国家造就了低劣的一代。因此没有别的出路，国立和私立学校都要
进行完善，并且加强政府与私立文教机构的合作。”穆哈奇表示，他视察了几所学校，有的
学校一校两用，即早上一班和中午另一班。以后只能一班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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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印度尼西亚对外关系动态

1.印度尼西亚与国际组织关系

【印尼与联合国】印尼《国际日报》12 月 6 日报道：政法安全统筹部长维兰托 12 月 5
日在雅加达表示，印尼政府继续努力争取成为 2019-2020 年度联合国非常任理事国。鉴于印尼
非常关注联合国维和使命，我们希望能过获得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的席位，这也有利于我们
继续派遣维和部队参加联合国的维和行动。2019-2020 年届联合国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选举将
于 2018 年 6 月举行，印尼将与马尔代夫竞选亚洲地区的一个席位。

另据《千岛日报》12 月 6 日报道：12 月 5 日，印尼外长蕾特诺在法律与治安统筹部举行
的统筹会议上讨论承诺加强印尼继续执行维和任务的议题后说，“我们不仅派遣维和部队，
还在 10 个国家部署重要武器装备供执行维和任务。”蕾特诺表明，她希望印尼的承诺有助于
印尼成为联合国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

【印尼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雅加达邮报》12 月 1 日报道：印尼度假胜地
巴厘岛已经当选为 2018 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年度峰会的举办地，届时将有来自全
球各个国家的中央银行行长和财政部长参与此次会议，共同讨论国际金融问题。印尼央行发
言人瑟卡拉·西格（Tirta Segara）表示，印尼央行和财政部已经制定了一项工作计划来推动此
轮峰会的准备工作，同时将考虑于节假日举办此次会议，以保证会议的顺利进行。

【印尼与欧盟】印尼外交部 11 月 29 日报道：印尼外长蕾特诺在布鲁塞尔举办的重新启
动印尼-欧盟议会友谊小组合作的论坛中指出：“印度尼西亚-欧盟议会友谊小组合作的重启是
印尼总统和欧洲议会主席 2016 年 4 月会议的重要成果之一。”目前，该小组成员包括 22 位
欧盟议员，预计未来将会增长。

2.印度尼西亚对外双边关系

【印尼与缅甸】《雅加达环球报》报道：12 月 2 号，在雅加达中部爆发了反对钟万学（Ahok）
的大规模群众集会，此次集会导致缅甸领导人昂山素季(Aung San Suu Kyi)推迟了访问印尼的
行程。印尼副总统尤素夫·卡拉(Jusuf Kalla)表示,这并不是缅甸当局单方面的决定，印尼政府
也请求昂山素季推迟访问。

《国际日报》12 月 30 日报道：印尼总统佐科声称，印尼已履行向缅甸罗兴亚族穆斯林提
供援助物资的人道主义义务，他在主持援助物资发放仪式上还表示，我们在不张扬和不引起
外交杂音的氛围中表达对罗兴亚族穆斯林的关心。

【印尼与印度】《雅加达邮报》12 月 12 日报道：印尼总统佐科于星期一在印度新德里开
始为期两天的访问之旅。他计划与印度总理纳伦德拉·莫迪（Narendra Modi）和总统普拉纳
布·慕克吉（Pranab Mukherjee）举行双边会晤。印度是印度尼西亚在南亚的最大贸易伙伴和
世界第四大合作伙伴，2015 年两国之间的贸易额为 144.5 亿美元。在访问期间，佐科计划与
几家印度公司的 CEO举行会议，并与印度尼西亚驻新德里大使馆的工作人员和印尼公民参加
一个午餐会议，然后在星期三前往德黑兰。佐科总统此次访问旨在探索印度尼西亚对印度的
更多样化的出口，并讨论加强两国对印度尼西亚原材料工业投资的努力。

http://www.cistudy.cn/do/search.php?type=title&keyword=%B9%AB%CB%B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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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加达邮报》12 月 13 日报道：印尼总统佐科在抵达印度首都新德里开启为期两天的国
事访问后不久，便开始向印度投资者推销印尼市场。佐科呼吁“印度增加在制药、信息技术
和汽车工业方面的对印尼投资，印尼也希望增加与印度的贸易”。印尼外长蕾特诺也表示：
“我们正在不断寻找贸易和投资的新机会。”

《雅加达环球报》报道：12 月 16 日，印度海上巡逻舰 Sumitra 抵达雅加达，进行为期三
天的访问，目的是加强印度和印度尼西亚之间的双边关系和海上安全合作。印度和印度尼西
亚的国防合作和海洋关系通过军舰、飞机和军事代表团的定期问等得到进一步加强。印度驻
印尼大使馆的一份声明表示，Sumitra 访问雅加达不仅有利于进一步加强两国双边关系，而且
有助于该地区的整体海上安全。

【印尼与澳大利亚】《雅加达邮报》12 月 26 日报道：印尼东努沙登加拉人要求总统取消
明年访问澳大利亚的安排。周一，帝汶海的负责人费尔迪（Ferdi Tanoni）说：“澳大利亚政
府对帝汶海的污染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为了印度尼西亚的尊严和主权，我们请求佐科
总统取消他的澳大利亚访问。”澳大利亚驻雅加达大使馆发言人对此回应道，澳大利亚政府
同印尼政府分享了漏油事件的所有相关信息，澳大利亚愿意为此次事件负责。

《雅加达环球报》报道：澳大利亚国防部长佩恩（Marise Payne）承认将印度尼西亚军方
认为具有攻击性的训练材料倾倒，是导致本周联合行动暂停的主要原因。但佩恩否认了任何
关于澳大利亚试图发展印度尼西亚高级军官为间谍的指控。

《雅加达邮报》1 月 7 日报道：印度尼西亚谴责周五在澳大利亚墨尔本举行的印度尼西
亚飞行表演中出现巴布亚晨星旗（Morning Star）的行为。晨星旗是巴布亚独立运动的象征。
印尼外交部发言人声称，印尼政府已向澳大利亚官方转达了抗议，并督促严惩犯罪者。

【印尼与日本】《雅加达邮报》12 月 19 日报道：在本周对东亚国家的正式访问中，印尼
要同日本商讨解决旗舰项目和马塞拉地区的油气问题。访问期间，海事统筹部长卢胡特·潘
查伊坦（Luhut Pandjaitan）将会见日本包括外交部长、国防部长、交通部长和首相参谋长在内
的高级官员。其他方面的海事合作，如建造售鱼市场、合作开发旅游项目等也在议事日程上。

《千岛日报》12 月 21 日报道：日本和印尼两国政府将于 21 日举行由相关部长级会议和
事务层面的部门会议组成的“日本•印尼海洋论坛”，届时将讨论海洋方面的相关合作。报道
称，日本将支援印尼捍卫在南海的海洋主权。印尼在东盟拥有很强的影响力，日本欲加强同
印尼合作，以多国联合形式来对抗中国。印尼海事统筹部长卢胡特近日即将访日，计划与日
本外相岸田文雄签署合作协议。日本对印尼的具体支援主要包括完善作为印尼国家战略的港
湾基础设施建设、开发离岛和提高海上警备能力等。

【印尼与苏里南】印尼外交部 12 月 8 日报道：12 月 7 日，印尼外长蕾特诺在巴厘岛会见
苏里南（Suriname）外长尼尔马拉（Niermala Badrising）,蕾特诺透露：“印尼和苏里南讨论了
明年二月份将要举办的印尼-苏里南联合委员会和政治协商的筹备工作。”苏里南外长表达了
向印尼学习的愿望，尤其是在培养年轻外交官这个方面。

【印尼与新加坡】《国际日报》12 月 13 日报道：海事统筹部长卢胡特 12 月 10 日在日惹
斯勒曼出席军校同学会时表示，希望明年底能够落实印尼和新加坡之间的各领域合作，卢胡
特透露，印尼要与新加坡携手合作的领域，包括旅游业、建天然气厂、制造资讯科技公园，
以及把海上废料加工成为电能等。此外，印尼和新加坡也将在丹绒贝诺亚（Tanjung Beno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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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厘、巨港、棉兰、三宝垄和中爪哇建造游艇站，用于吸引每年有 300 艘停靠在新加坡的游
艇会前来印尼观光。

【印尼与伊朗】《国际日报》12 月 15、16 日报道：12 月 14 日，伊朗总统鲁哈尼在萨德
阿巴德王宫前迎接到访的佐科总统。两国政府同意在油气和能源领域加强合作。12 月 15 日，
印尼能源与矿务部部长佐南同伊朗能源部签署合作谅解备忘录，旨在加强两国在平等、互利
和互惠的合作基础上，相关机构在电力和可再生能源技术的双边合作。备忘录包括：(一)发电
厂发展；(二)输电与配电；(三)发电厂维修中心经验交流；(四)可再生能源发展；(五)推动和提
高投资；（六）推动策略对话；(七)缔约方同意的其他项目。

【印尼与孟加拉】《雅加达环球报》12 月 20 日报道：印尼外长蕾特诺周二（12 月 20 日）
离开达卡，结束了对孟加拉国的访问。蕾特诺和孟加拉领导人除了讨论双方关系外，还着重
讨论了孟加拉和缅甸之间的关系。蕾特诺在一份声明中说：“良好的缅甸-孟加拉关系对处理
当前边境的难民危机至关重要。”

【印尼与以色列】《雅加达邮报》12 月 27 日报道：印度尼西亚要求以色列执行联合国安
理会关于在巴勒斯坦领土上非法建立以色列居民点的决议，以推动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之间的
和谈。在星期六发表的声明中，印尼表示，支持联合国安理会的决议，并呼吁美国不要行使
否决权，以支持该决定。

3.印度尼西亚对外多边关系

通过巴厘论坛，印尼积极协调民主、宗教和多元主义之间的关系。印尼外交部 12 月 8日
报道：印度尼西亚总统佐科出席在巴厘岛举办的民主论坛（BDF，Bali Democracy Forum）的
开幕式上强调：“今年巴厘民主论坛的主题是‘宗教、民主和宽容’，这与当今的宗教和全
球问题息息相关。”有 95 个国家和 6个国际组织出席了此次巴厘民主论坛。

印尼副外长强调相互学习以应对民主挑战的重要性。印尼外交部 12 月 9 日报道：印尼副
外长 12 月 9 日在巴厘岛出席巴厘民主论坛的闭幕式上表示，相互学习彼此的经验是推进民主
和应对挑战的重要举措。BDF公布的主席声明中强调了学习民主的重要性。此外，副部长还
强调了政府在保持宗教、民主和多元化之间协调作用的重要性。

佐科当选亚澳最佳领导人。《国际日报》1 月 3 日报道：佐科总统当选为亚澳地区 2016
年最优秀的领导人。根据彭博新闻社 2016 年 12 月 31 日的消息，佐科总统是亚洲和大洋洲唯
一拥有积极效绩的国家领导人，在他的领导下，印尼市场购买力提高了 2.41%；2016 年度经
济增长率达 5.02%；又获得 69%公众支持率。在治理国家方面，佐科总统所在的政党控制了
国会中三分之二的席位，并通过税收减免措施，筹措到大笔基础设施建设资金。与其他经济
发展更快及相等的国家比较，佐科总统所领导的印尼成绩更突出。据悉，同为东南亚国家的
马来西亚和菲律宾的市场购买力则分别下降了 4.26%及 5.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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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印尼-中国关系发展动态

1.印尼-中国经济关系动态

印尼官员称中国万达集团拟投资印尼旅游业。中国驻棉兰总领事馆经济商务处 12 月 1 日
报道：据印尼《美都电视台》11 月 30 日报道，印尼投资协调委员会主任托马斯日前在雅加达
表示，中国万达集团负责人在此前福布斯全球行政总裁会议期间表示有意投资印尼旅游业，
协助印尼吸引更多中国游客，初步考虑在著名旅游区建一较大规模的度假村，含主题公园、
时尚休闲和购物中心等，目前尚未确定投资额。

中国联泰丰公司：许多中小企业不敢进军中国庞大市场。《好报》12 月 3 日报道：中国
联泰丰有限公司创始人苏波拉多（Suprapto）于 12 月 1 日晚在北京指出，许多中小企业不敢
进军全球包括中国市场。相较于美国和欧洲，中国在地理上更接近印尼，但大多数印尼企业
家，特别是中小企业其实并不熟悉中国庞大的市场。

政府停止对进口自中国冷轧不锈钢反倾销调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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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浙江省与印度尼西亚的贸易和投资大有可为。中国新闻网 12 月 6 日报道：中国浙江
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程渭山 6 日出席此间举行的中国—印度尼西亚企业家峰会暨中国(浙江)
—印度尼西亚产业对接洽谈会上表示，浙江省与印尼的贸易和投资大有可为。程渭山说，浙
江是中国东部沿海发达省份，长期以来与“新丝绸之路经济带”和“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
家和地区经贸往来密切，在“一带一路”战略大框架下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浙江省已经
与印尼万丹、东爪哇两省建立了友好关系，近年来双方友好往来长足发展。

中国-印尼企业家峰会举办两国共寻新商机。中国-印尼经贸合作网 12 月 8 日报道：12 月
6 日，由中国贸促会、印尼工商会馆中国委员会、浙江省贸促会共同主办的中国―印度尼西
亚企业家峰会暨中国（浙江）―印度尼西亚产业对接洽谈会在印尼首都雅加达隆重举办。

印尼特种咖啡计划进军中国。《好报》12 月 9 日报道：印尼商人罗启丰（Stephen Lo）表
示，印尼一些出口企业继续瞄准中国咖啡市场，尤其是特种咖啡和包装礼盒咖啡的销售状况。
除了特种咖啡，印尼咖啡生产商和出口商也积极销售麝香猫咖啡，印尼咖啡出口商和工业协
会（AEKI）目前正在和贸易公司探讨合作洽谈。

中国日化企业领袖印尼交流会在雅举行。《国际日报》12 月 10 日报道：12 月 9 日上午
10 时，由中国-东盟商务理事会与印尼中华总商会（PERPIT）联合举办的“中国日化企业领
袖印尼交流会”在雅加达婆罗浮屠酒店成功举行。中国广东省日化商会主席黄家武带领该会
20 家龙头企业的 31 位企业家代表来到印尼举办交流会，冀望加强两国企业家之间的交流，促
进经贸投资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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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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 1-11 月中印尼贸易情况概述。中国-印尼经贸合作网 12 月 16 日报道：2016 年 1-11
月，中印尼非油气产品贸易额达 407.8 亿美元，同比增长 5.9%；其中印尼出口中国 132.3 亿美
元，同比增长 10.0%，占印尼对外出口总额的 11.1%，列印尼出口目的地第二位，仅次于美国；
印尼自中国进口 275.5 亿美元，同比增长 4.1%，占印尼进口总额的 26.0%，在印尼进口来源地
中居首。

中国大使：反对炒作个别中国公民在印尼种植辣椒事件。中国新闻网 12 月 16 日报道：
据中国驻印尼大使馆 16 日披露，中国驻印尼大使谢锋 15 日在会见印尼政治法律安全统筹部
长维兰托后接受印尼媒体采访。谢大使说，如果极个别中国公民涉嫌在印尼从事了违规或者
违法活动，我们尊重印尼政府部门基于事实、依法公正处理，同时有关中国公民的合法权益
应该得到切实保障。我们坚决反对把个人行为歪曲为国家行为，人为炒作，过度解读，毫无
事实根据地把它说成是“破坏一国经济的阴谋”、“摧毁印尼经济的生物武器”。

广东省政协外事侨务委员会代表团访印尼中华总商会。印尼《商报》12 月 20 日报道：12
月 20 日，中国广东省政协外事侨务委员会代表团一行 5人，在广东省政协外事侨务委员会主
任、广东公共外交协会副会长吴锐成的率领下拜访印尼中华总商会，受到商会常务副总主席
兼执行主席林文光，常务副总主席张锦雄，副总主席黄德新、陈伯年，监事长谢华安，副监
事长周伯达、林秀礼，资深常务顾问吴光楷、杨秉书等理事的热烈欢迎。

印尼家具工业联手中国提高生产效率。《好报》12 月 24 日报道：印尼家具和手工业协会
（HIMKI）属下家具工业业者联手中国木工机械协会，提高工业效率和生产率。印尼家具和
手工业协会人力资源和生产副总主席燕蒂鲁克马纳（Yanti Rukmana）周五在雅加达发表的一
份书面声明中指出，我们要学习中国如何掌握世界家具市场。合作谅解备忘录于今年 9月 28
日在雅加达马腰兰国际会展中心签署。燕蒂表示，协议的内容之一是中国、伦教木工机械协
会将帮助和支持国家家具和手工业技术转让。此外，还会提供最新的机器、实惠的价格，以
及他们的售后保修研究与发展（R＆D）方面的支持。

印尼警方介入调查网传中国劳动力涌入谣言。《雅加达邮报》12 月 26 日报道：印尼近来
盛传目前境内的中国劳工超过 1000 万，并指这些中国劳工抢走了印尼人的饭碗。佐科总统表
示，中国的工资水平相当于印尼的两三倍，中国公民到印尼工作的可能性是很低的。相反，
在海外工作的印尼人要多得多，单是在马来西亚就有 200 万人，在香港有 15.3 万人。

中国 11 月从印尼进口煤炭同比增加 160%。《千岛日报》12 月 28 日报道：据海关总署最
新数据显示，为满足国内煤炭需求，11 月份中国从印尼进口煤炭较去年同期涨 160%，而从
澳大利亚进口量下降 10%。数据显示，11 月，中国从印尼进口煤炭（不包括褐煤）515 万吨，
略低于澳大利亚进口量 560 万吨。

2.印尼-中国人文交流动态

万隆理工大学与中国重庆大学合作开办医学生物科技课程。《千岛日报》12 月 1 日报道：
日前，东盟南洋基金会与西爪印中友好协会成员黄秀玉、李惠珠、张添芳等陪伴万隆理工大
学的工理生物系的BAMBANG教授与系主任 SUPRIYANTO博士对中国重庆大学国际学院交
流中心进行访问，受到重庆大学黎静、杨力、王贵学、梁启慧、蔡超积等教授的热情接待。
访问期间，双方一连两天举行重要的合作会议，会议拟定了合作方案，并对照各教学系统等
签署了备忘录；双方决定以医学研究生开始，培养出优秀，具备高水准、高科技的优秀医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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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毕业生。
福建侨批档案展在印尼雅加达展出：见证“海丝”历史。中国新闻网 12 月 11 日报道：

一张印尼北苏门答腊省德里(Deli)中国学校的旧照中端坐着一位华人，那是 1930 年张阿辉的肖
像，他是印尼棉兰地区侨领商人。这些历史档案静静陈列在印尼国家档案馆内，直到近日，
来自这些华人故乡福建的一组侨批“来访”，与这些藏品一同重现了海上丝绸之路上，中印
尼架起的友谊桥梁。

2016“中华文化大乐园-印尼巴中营”圆满闭营。印尼《商报》12 月 21 日报道：12 月 13
日一 20 日，由中国海外交流协会主办，江苏省海外交流协会承办，印尼巴中三语学校协办为
期 8天的 2016“中华文化大乐园─印尼巴中营”系列文化活动，于 12 月 20 日在巴中学校礼
堂宣告圆满闭营。共有 454 名巴中三语学校学生，以及雅加达西区 Cengkareng 教育局辖区 15
所国民学校学生踊跃参与此次文化活动。

推动中印尼两国文化艺术交流 北京画院交流团访问巴厘省。中国-印尼经贸合作网 12 月
24 日报道：应中国驻登巴萨总领馆邀请，2016 年 12 月 14 日，全国政协常委、中国美术家协
会副主席、北京画院院长王明明率团前来印尼巴厘省进行访问交流。本次访问交流为期一周，
具体活动由印尼中国友好协会巴厘省分会承办，除举行会谈进行艺术交流外，北京画院交流
团还实地到访巴厘省野外进行采风写生，搜集鲜活资料，激发创作灵感。

广东侨办巡视员会见印尼全国华教联合秘书处访团。中国-印尼经贸合作网 12 月 30 日报
道：据广东省侨办消息，27 日上午，广东省侨办党组副书记、巡视员林琳会见了印尼全国华
教联合秘书处访问团一行。该团由印尼西加省、中爪哇省、苏北省、东爪哇省、廖群岛省华
文协调机构主席、副主席等人员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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