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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印度尼西亚政治动态

1. 印尼中央政府动态

国家警察局表示无需国会批准费用调整。《雅加达环球报》1月 10 日报道：印尼国家警

察局反驳指控，即他们无视“调整公共服务费用需与国会进行协商”的法律，认为该指控证

据不充分，因为在关于公共服务的第 96/2012 号政府法规中已将费用问题列入各机构的内部

条例里。调整办理驾驶执照，车辆登记和所有权证书的费用无需获得国会或地方立法委员会

的批准。

佐科告诫民众慎用社交媒体。印尼《国际日报》1月 16 日报道：佐科总统 1月 15 日在印

尼团结公正党（PKPI）成立 18 周年庆典致辞中，提醒民众在运用社交媒体时要提高警惕，因

为社交媒体中传播的谣言和虚假消息会威胁国家民族团结。印尼需要做好充分的准备，以应

对各种挑战。

佐科召开内阁会议呼吁加强民族性格教育。印尼《好报》1月 18 日报道：佐科总统召集

多名内阁部长开会讨论有关教育问题。宗教部长鲁克曼（Lukman Hakim Saifuddin）在新闻发

布会上称，佐科总统指示如何提高和关注公民身份与品德。印尼虽然是多元化民族，但也是

有虔诚信仰的民族，具有和谐共处、殊途同归的精神。印尼教育机构要提高和发扬殊途同归

精神。

佐科回应苏西洛没有必要去抱怨。印尼《雅加达邮报》1月 22 日报道：印尼前总统苏西

洛（Susilo Bambang Yudhoyono）最近在推特上表达对国家现状的看法：“为何国家变成了这

样？诽谤者和散布假消息者既掌权又到处横行、耀武扬威，软弱的人民到什么时候才能够胜

利？”佐科总统对此回应，他提倡传播积极乐观的精神，不必有太多的抱怨。印尼政府目前

正在打击散布假消息者和恶作剧者，并呼吁人们不要传播仇恨言论，社会民众应该树立一种

新的文化风尚，在社交媒体上发表言论时更要注意礼仪。

陆军召开今年首次领导层会议。《国际日报》1 月 24 日报道：陆军参谋长穆利约诺

（Mulyono）将军 1月 23 日在陆军总部主持召开了 2017 年首次陆军领导层会议，会中主要讨

论边境地区建设及主要军事装备补给等事项，以落实边境地区的军事基础设施及其他便利设

施建设。与会人员共计 151 人，包括高级将领及其助理、军事指挥官、省长、地方局长、陆

军中心执行机构主任及军区司令部官员等。

普选委审查候选人的竞选资金报告。《雅加达邮报》1 月 26 日报道：普选委（KPU）将

在公共会计部门的协助下，通过审查地方首长候选人的竞选资金报告来了解他们的筹资状况。

所有地方领导候选人必须要提交三份报告，他们分别在去年 10 月和 12 月提交了初步的竞选

资金报告和捐赠报告，还需在今年 2月 12 日提交决算表，以详细说明他们的收入和支出情况。

普选委还会在官网上公布各位候选人的资金报告，并鼓励公众揭发候选人竞选资金报告中的

违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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佐科将严惩走私犯及其同犯。《雅加达环球报》1月 26 日报道：佐科总统已经指示印尼

国家警察局总长狄托（Tito Karnavian）和总检察长普拉塞蒂欧（H.M. Prasetyo）对走私犯及其

同犯加以重罚。佐科表示，进入印尼市场的非法产品不仅会损害印尼国家财政，而且威胁到

印尼当地工业的发展前景。他要求打击走私犯的执法措施必须具体，并在容易进行走私的地

区建立预防系统。

2. 印尼民意代表机构动态

人协议长表示印尼最大的挑战是不平等。《雅加达环球报》1 月 1 日报道：印尼人协议

长祖尔基夫里•哈桑（Zulkifli Hasan）在新年致辞中认为，印尼当前面临的最大挑战是社会经

济不平等，如果印尼人更加相互团结，就可以克服不平等。他呼吁印尼人要以乐观的态度与

良好的精神面貌来迎接新一年的挑战与竞争，培养更加深厚的“兄弟情谊”，维护国家团结

统一。

国会议长支持成立国家网络机构。《雅加达环球报》1月 6 日报道：国会议长赛特亚·诺

凡多（Setya Novanto）支持成立国家网络机构，并指示国会第一委员会讨论此事。他认为，

印尼已经成为外国互联网攻击的目标，并在这方面输给了新加坡和马来西亚，该机构是维护

印尼国家网络安全的关键。国防部培训了 50 多名信息技术专家帮助建立该机构，这是当前印

尼政府高级安全中的优先事项之一。

3. 印尼政党动态

大印尼运动党可能会加入执政党联盟。《雅加达邮报》1 月 4 日报道：印尼最大反对党

大印尼运动党（Gerindra）声称，总统佐科给他们提供了四个内阁职位，分别是总统参谋长、

农业部长、国营企业部长和劳工部长，这加剧了可能会有内阁改组的谣言。但目前是否加入

执政党联盟的最终决定权掌握在大印尼运动党主席普拉博沃•苏比延托（Prabowo Subianto）手

中。

繁荣公正党反对政府提高能源价格。《雅加达环球报》1 月 5 日报道：印尼国会繁荣公

正党派系主席佳朱利（Jazuli Juwaini）呼吁政府重新评估关于提高燃料和电力价格的决定，因

为许多印尼民众目前正处于经济拮据时期，失业率高，购买力低。政府提高能源价格只会给

社会增加额外的经济负担。繁荣公正党派别希望总统取消或暂停燃料和电力价格的上涨的决

定，建议政府在提高能源价格之前，积极创造就业机会，大幅降低失业率，提高人民的购买

力。

梅加瓦蒂强调“潘查希拉”的重要性。《雅加达环球报》1月 10 日报道：印尼民主斗争

党主席梅加瓦蒂（Megawati Sukarnoputri）在雅加达会议中心举行的民主斗争党建党 44 周年庆

典讲话上强调印尼国家意识形态“潘查希拉”（Pancasila）的重要性，赞扬政府正式将每年的

6 月 1 日定为“潘查希拉”纪念日的决定，呼吁各宗教信徒之间应该相互包容、相互尊重，

不要丧失印尼人的身份与性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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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斗争党将捍卫佐科政府。《雅加达邮报》1月 10 日报道：印尼执政党印尼民主斗争

党总主席梅加瓦蒂在民主斗争党建党 44 周年庆典仪式上向威胁佐科政府的团体发出警告，民

主斗争党的党员干部已充分做好保护总统佐科与副总统卡拉的准备。虽然梅加瓦蒂没有表明

所指对象，但民主斗争党秘书长哈斯托（Hasto Kristiyanto）表示，该警告适用于那些利用宗

教扰乱并挑战佐科政府的团体以及企图叛国的人。民主斗争党的工作就是保护依照宪法当选

的总统佐科和副总统卡拉。

4. 印尼特殊部门消息

人权委请求肃贪委协查其新成员候选人的背景。《国际日报》1 月 4 日报道：印尼国家

人权委员会（人权委）即将招募 2017-2021 年届新成员。为此，人权委主席伊姆达屯（Imdadun

Rahmat）拜访肃贪委，请求协助评估新成员候选人的背景。并希望肃贪委协助进行内部系统

改革，以实现更加透明和可问责的人权委财务系统。人权委还将成立包含肃贪委人员的新成

员遴选委员会，以促使人权委新成员遴选过程更加透明与开放。

肃贪委逮捕涉贪宪法法院法官。《国际日报》1 月 27 日报道：肃贪委在 1 月 25 日至 26

日的现场抓捕行动中，逮捕了一位名叫阿克巴尔（Patrialis Akbar）的宪法法院法官。肃贪委

副主席巴萨利亚（Basaria Panjaitan）阐明，他们怀疑阿克巴尔曾接受贿款 21.5 亿卢比。宪法

法院为此向社会大众表示道歉，并要求佐科总统及时将涉及贪污的法官暂时撤职。

5. 钟万学事件专题

“亵渎宗教案”第四次庭审。《雅加达环球报》1月 3 日报道：在第三次庭审中，因法官

团认为钟万学提出的异议缺乏法律依据，而驳回了钟万学及其律师的申辩书并要求继续庭审

案件。钟万学亵渎宗教案第四次庭审3日上午9时 20分在雅加达南区的农业部大厦礼堂进行。

六位证人出庭庭审，他们将提交针对钟万学亵渎宗教的报告并为原告作证。庭审听证会向公

众开放，但禁止媒体进行现场直播。

“亵渎宗教案”第五次庭审。《国际日报》1 月 11 日报道：雅京北区地方法院 1 月 10

日继续进行钟万学“亵渎宗教案”第五次庭审。原告证人伊蕾娜（Irena Handono）此前以“世

界穆斯林”的名义向警方投诉钟万学在千岛群岛发表讲话时亵渎伊斯兰教。此次庭审，她指

证钟万学在千岛群岛使用了“选我”的字眼，进行隐蔽竞选（kampanye terselubung）。钟万学

在回应时坚决否认伊蕾娜的证词，认为伊蕾娜在作伪证。

钟万学亵渎宗教案审判不会影响其选举。《雅加达邮报》1月 13 日报道：雅加达普选委

主席苏玛尔诺（Sumarno）表示，虽然雅加达省长候选人钟万学正在接受亵渎宗教案件的审判，

但不会影响其候选人资格。钟万学是可以参加所有的选举阶段，包括 2月 15 日的投票日。只

有在法院作出最终具有法律约束力的裁决后，该案件才能影响到他的候选资格，而目前的被

告人身份并不能影响到其选举资格。

爱国律师团撤销对钟万学的民事诉讼。综合《雅加达环球报》、《印度尼西亚商报》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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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20 日报道：爱国律师团（ACTA）在北雅加达法院周四（19/01）的首次庭审时，撤销了针

对钟万学的民事诉讼。此前，爱国律师团的代表律师成员阿里（Ali Hakim Lubis）指控钟万学

在雅京北区千岛岛屿与民众对话时有亵渎宗教经文，并于 2016 年 12 月 8 日向雅京北区法院

起诉，要求钟万学在全国九个报刊整版刊登发表道歉声明并赔偿物质损失 4700 亿卢比。

钟万学“亵渎宗教案”庭审继续。《雅加达环球报》1月 24 日报道：雅加达省长钟万学

参加亵渎宗教案第七次庭审，庭审定于上午九点在雅加达南区农业部大厦的临时审判室进行，

钟万学的证人将出席庭审。钟万学声称自己在此次审判前除了研究了下警方的调查报告，就

没再特意准备任何东西。本次庭审法院将听取五名证人的证词，即两名被告方证人和三名检

察官的证词。

6. 雅加达地方首长选举竞选动态

普选委将惩罚无故缺席竞选辩论的候选人。《雅加达邮报》1 月 8 日报道：雅加达普选

委员会警告，将严厉惩罚任何一对故意缺席预定竞选辩论的正副省长候选人。绝不容忍任何

无故缺席者，除非候选人提交申请信，表明他们身体抱恙或有紧急议程需要申请缺席辩论。

否则，其中一项惩罚措施是他们将失去获得免费的或由国家资助的竞选设备的权利。目前，

官方分别组织 1月 13 日、1月 27 日和 2月 10 日这三场竞选辩论。

雅加达省长候选人首场辩论激烈。《雅加达环球报》1月 13 日报道：雅加达省长候选人

竞选辩论 13 日晚上在雅加达毕达咔拉酒店（Bidakara Hotel）如期举行，辩论主题为“城市的

社会经济发展”。三对省长-副省长候选人分别提出各自未来五年的城市规划，辩论激烈。全

国电视台转播官方辩论旨在测试雅加达未来领导人的诚信、治理城市的领导能力和承诺水平。

第二场辩论的问题将更加具体。《雅加达邮报》1月 17 日报道：雅加达普选委主席苏玛

尔诺（Sumarno）表示，拟于 1月 27 日进行的第二场省长候选人辩论问题将更加具体，所有

候选人通过这些问题能够更加全面地表达他们的想法。辩论主题仍然是关于城市问题，但仅

限于一两个问题。他承认在 1月 13 日的首场辩论中提出的问题太过笼统。雅加达普选委正在

考虑几个辩论的问题，其中包括官僚改革、公共服务、城市空间规划和妇女儿童保护。

梅加瓦蒂将为钟万学和查罗特助选。《雅加达环球报》1月 18 日报道：印尼民主斗争党

主席梅加瓦蒂将为参加雅加达省长选举的现任省长钟万学和副省长查罗特助选。梅加瓦蒂希

望通过参加活动发挥积极作用以帮助钟万学和查罗特取得成功，目前正在安排活动日程。梅

加瓦蒂从一开始就完全支持钟万学和查罗特，并且她有责任为其政党支持的候选人助选。

最新民调显示钟万学与查罗特的支持率领先。《雅加达环球报》1月 23 日报道：波普利

中心（Populi Center）关于雅加达省长选举最新调查结果显示：现任雅加达省长钟万学与副省

长查罗特的支持率领先，支持率为 36.7%。其次是阿尼斯（Anies Baswedan）及其搭档山迪阿

卡·乌诺（Sandiaga Uno），支持率为 28.5%。而候选人阿古斯（Agus Harimurti Yudhoyono）

—西尔维亚娜（Sylviana Murni）排名最后，相比较 2016 年 12 月 32.2%的支持率，此次 25%的

支持率是一个明显的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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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西洛可能不参加第二场竞选辩论。《雅加达邮报》1月 27 日报道：阿古斯竞选团队发

言人安迪（Andi Nurpati）表示，印尼前总统苏西洛的长子阿古斯目前正在竞选雅加达省长职

务，而苏西洛可能不会参加儿子的第二场官方竞选辩论。 因为辩论是阿古斯清楚表达自己想

法与计划的时刻，而且阿古斯从他父亲那里得到了足够的政治资本与政治经验。

钟万学与查罗特老练应对竞选辩论。《雅加达环球报》1月 28 日报道：雅加达省长候选

人竞选辩论赛周五（27/01）晚上在雅加达南部的毕达咔拉酒店（Bidakara Hotel）举行，三对

候选人的竞选团队成员纷纷从各地涌入首都，观看电视公开辩论赛。雅加达省长钟万学的竞

选团队称赞钟万学在辩论中战胜了两对竞争对手的激烈对质，镇定面对并有效回答问题，这

也引起了数百名另外两对竞选人支持者的关注。

7. 印尼其他消息

政府连串调整措施引发国会议员非议。《好报》1月 7 日报道：印尼国会国家使命党（PAN）

派系主席穆法利（Mulfachri Harahap）认为，佐科总统采取的提高燃油价格、撤销电费津贴以

及提高汽车牌照证（STNK）和机动车手册（BPKB）办理费之举将导致食品价格飙升。政府

理应以现实的目光来看人民面临的问题，不要仅将焦点放在建设基础设施上。他建议总统让

专家和部长们最大限度地工作，要求他们看到印尼的问题根源就是不平等、失业和通货膨胀

等方面的问题。

里捷·西合涉嫌侮辱“潘查希拉”西爪哇警方已立案侦查。《国际日报》1月 20 日报道：

西爪哇警方已对侮辱“潘查希拉”案的调查升级为立案侦查。此案始于有人向警方投诉伊斯

兰捍卫者阵线（FPI）头目里捷·西合（Rizieq Shihab）在西爪哇的演讲涉嫌侮辱“潘查希拉”。

警方已发出针对里捷·西合的侦查令，但他在此案中的身份现在还只是证人。调查人员需要

从证人和专家的证言中找到旁证，以总结成一个卷宗。只有在收集到足够的证据，才能将他

定为嫌疑犯。另据《雅加达环球报》1月 21 日报道，警方拟于 1月 23 日对里捷·西合进行审

讯，并届时将加强安保工作。

【编者评论】随着 2月 15 日投票日的临近，印尼全国地方首长选举逐渐进入人们的视线，其

中最受关注的是雅加达省长选举，而在三对候选人中阿古斯和钟万学两个阵营备受关注。一

号候选人阿古斯是印尼前总统苏西洛的长子，家世背景显赫，且搭档西尔维亚娜在获得女性

支持方面更具优越性。二号候选人钟万学与查罗特不仅获得印尼执政党民主斗争党的大力支

持，而且在其任期内政绩显著，深受众多雅加达市民的支持。尽管钟万学卷入亵渎宗教案的

审判中，但由于庭审仍在继续，审判结果尚未出来，目前并不影响他参加雅加达省长选举。

此外，钟万学在参加官方组织的两场竞选辩论会后，支持民众增加，并在最新民调中处于领

先地位。但最终选举结果还需等到下个月 15 号的投票结束后方能揭晓，因此有待持续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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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印度尼西亚经济动态

1. 印尼政府经济政策动态

2016 年印尼预算赤字占GDP的 2.46%。印尼《国际日报》1 月 4 日报道：财政部长丝丽

穆莉亚妮（Sri Mulyani Indrawati）1 月 3 日在雅加达财政部大厦召开的记者会上说，印尼 2016

年度国家收支预算修正案预算开支的落实价值共约 1859.5 万亿盾(中央开支落实价值约 1148.6

万亿盾，中央转拨给地方上的开支落实价值约为 710.9 万亿盾)，等于预算修正案所预定总额

的 89.3%;而去年全年度的国家收入总额约 1551.8 万亿盾（国家税收约为 1283.6 万亿盾，国家

非税收入约为 262.4 万亿盾，捐赠所得为 5.8 万亿盾)，等于 2016 年国家预算修正案预定全年

收入指标的 86.9%，因此造成的预算开支赤字为国内生产总值（GDP）的 2.46%。

印尼政府今年将继续其百万住房建设计划。《雅加达邮报》1 月 6 日报道：考虑到百万

住房建设计划的重大意义，政府今年将继续这项计划。印尼公共工程与住房部部长 Basuki

Hadimul jono 发表声明称：相较于 2015 年的 699770 套住房，16 年建成的住房多达 805169 套，

同比增长约 15%。然而，Basuki Hadimuljono 部长周五还做出如下说明：“我国国内的住房需

求依然很高，我们需要继续执行这项计划。”为了给人民提供负担得起的住房 他希望所有的

利益相关者都能够支持政府的这项计划。根据官方的说法，今年建成住房的组成依然不会变

化：700000 套住房面向低收入家庭，300 套住房面向高收入家庭。（注：去年的政府建房中，

569382 套住房面向低收入家庭，235787 套住房面向社会其他成员。）

印尼政府调升香烟增值税至 9.1%。印尼《国际日报》1月 7 日报道：自最高法院于 2016

年 12 月撤销有关 2015-2020 年烟草行业路线图的 2015 年第 63 号工业部长条例后，原已奄奄

一息的国内香烟产业如今须再面对更高的税率。根据 174/PMK 03/2016 号财长条例，政府将

烟草产品增值税从原来 8.7%调升成为 9.1%，该项由财长丝丽穆莉·亚妮（Sri Mulyani indrawati）

2016 年 12 月 28 日签署的条例于 2017 年 1月 1日正式生效，这坏消息令香烟厂商们甚感不安。

印尼纸烟厂商协会主席穆海敏牟弗迪周四（5/1）称，此次调高香烟增值税措施已偏离原先协

议，因为在政府同香烟厂商达成的协议中，香烟增值税从 8.7%增为 8.9%，在当时讨论中也一

直同意9.1%增值税是2018年才生效，不是2017年。不仅香烟增值税调高，2017年香烟的10.54%

平均捐税也令香烟厂商们头痛。

印尼交通部 16 年仅完成其预算支出目标的 82.6％。《雅加达邮报》1月 10 日报道：印尼

交通部秘书长苏吉哈佐（Sugihardjo）周二(10/1)发表声明称，由于铁路工程土地采购的失败，

交通部没能完成 16 年的预算支出目标。苏吉哈佐说，16 年交通部划拨预算 38.4 万亿印尼盾

（约合 28 亿美元），而实际支出只占预算支出的 82.6％，低于 85％的支出目标。问题出在一

些铁路工程的土地采购上，这使得铁路总局只能完成其预算支出的 60.6％，连带限制了交通

部 16 年的实际预算支出。

印尼矿业部长：将发布矿业新规。“中国-印尼经贸合作网”1月 12 日报道：印尼能源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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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业部长佐南（Ignasius Jonan）周二(1 月 10 日)晚些时候表示，将于本周发布矿业新规，新规

涵盖合同、许可、出口、税率、股权出让义务、国内加工要求等方面的问题。

为鼓励矿企在国内建立冶炼厂加工矿石，印尼于 2014 年宣布禁止原矿出口，但在遭遇业

内抗议后，政府对精矿生产企业作出了一些让步。今年 1月 12 日起，精矿出口禁令将生效。

佐南在内阁会议后对记者表示，目前正在起草的新规将允许在一定条件下继续出口精矿。佐

南部长认为，需要新规来厘清下游加工协议及其他相关问题（如总统佐科的指示以及 2009 年

出台的新矿业法对国内加工行业的要求等），同时，新规需要最大程度保障印尼自然资源的

回报，也要考虑财政收入及就业机会。佐南说：政府希望拓展新的就业领域，只要有可能，

海外投资者须出让 51%的股权。(注：印尼为铜、镍等金属的出产大国，市场一直密切关注其

矿业政策走向。若印尼放宽矿石出口禁令，将对镍价及镍冶炼商产生影响。）

国家能源委员会：35000 兆瓦电力工程将在 2021 年完成。《雅加达邮报》1月 23 日报道：

印尼国家能源委员会（DEN）估计，政府雄心勃勃的 35000 兆瓦发电站工程计划最早也要到

2021 年完成，比原计划的截止日期晚了 2 年。印尼能源与矿产资源部和印尼国电（PLN）预

计，根据当前的项目进展情况和国家经济增速，到截止日期的 2019 年，只能实现大约 20000

兆瓦到 22000 兆瓦的电力供应。（注：35000 兆瓦发电站工程计划是印尼佐科总统 2015 年 5

月 4 日在日惹班杜尔 PantaiSamas 推出的，旨在提升电力产能以刺激经济增长。）

印尼国会议长支持政府退出 TPP。《千岛日报》1 月 31 日报道：印尼国会议长斯迪亚•

诺凡多指出，政府打消加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PP）之意值得支持，况且美国已经退

出 TPP。斯迪亚•诺凡多 30 日说，印尼必须重视国家利益，首先要考虑如何保护国内经济。

按规定，TPP 其他成员国必须实行零关税政策，这的确为印尼提供增加出口的机会。但同时

TPP 其他成员国的产品纷纷输入印尼市场，印尼面临的威胁比出口增加的收益更大。他说：

“我们理应致力于加强国内市场和开发东盟区域的潜力。东盟市场我们尚未充分开发，只开

发 25%。”此外，印尼的各种弱点需要进行有针对性的改善，如投资氛围，法律确定性，政

治稳定和安全保障。议长也表态：“国会全力支持政府加强国内经济的措施。我们必须致力

于发掘支撑我国经济的人民经济。我们必须重新发展制造业，使之良好成长，因为能创造更

大的就业机会。”

去年投资落实达 612.8 万亿盾，同比增长 12.4% 。印尼《国际日报》1 月 27 日报道：根

据投资统筹机构的记录，2016 年度，印尼投资落实总值约达 612.8 万亿盾，比 2015 年的 545.4

万亿盾增加了 12.4%，而且也超出了 2016 年全年度原定的 594.8 万亿盾的投资落实指标。在

上述 2016 年全年度投资落实总值之中，国内投资落实价值为 216.2 万亿盾，同比增长 20.5%；

国外直接投资落实价值为 396.6 万亿盾，同比增长 8.4%。其中，爪哇岛外地区在 2016 年度的

投资落实价值为 284.1 万亿盾，约占全国投资楼市价值的 46.4%，这个价值比 2015 年的投资

落实增加了 14.2%。（注：2016 年印尼五大投资落实省区及其投资落实金额依次是：西爪省

105.3 万亿盾，东爪省 72.9 万亿盾，雅加达专区 58.8 万亿盾，万丹省 52.3 万亿盾，苏南省 46.8

万亿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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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印尼银行及金融业动态

OJK:印尼银行业明年将呈现两三位数的增长。《雅加达邮报》1 月 2 日报道：根据银行

业巨头们提交的商业计划，印尼金融服务管理局（OJK）预测，2017 年，印尼银行业将呈现

两三位数的增长。印尼金融服务管理局主席Muliaman Hadad 在周五的年终记者招待会上说，

2017 年印尼银行业总资产将增至 7350 万亿印尼盾（约合 5470.7 亿美元），同比增长 11.28%。

贷款总额将增至 4990 万亿印尼盾，或同比增长 13.25%，而第三方基金将增长 11.94%,增至 5300

万亿印尼盾。Muliaman 还补充说：“银行巨头们的商业计划也显示出了这种乐观倾向”。

世界银行预测：今年印尼经济增长能达 5.3% 。印尼《商报》1 月 17 日报道：世界银行

预计，2017 年印尼经济增长能达 5.3%，超过 2016 年预测的 5.1％，也比印尼政府在 2017 年国

家收支预算中定下的 5.1％指标更高。世界银行还预测，印尼的经济增长将由更多的私人投资

所支撑，因为去年政府实行了宽松的货币政策以及可持续的投资环境改革。世界银行驻印尼

代表罗德里戈·查韦斯（Rodrigo Chaves）说，正如世界其他国家一样，印尼仍须面对各种全

球性风险的加剧，比如不确定性的经济政策，金融动荡，直至在一些国家发生的地缘政治问

题。“这就是为什么印尼必须面对这些问题的原因，为能实现最大限度的经济增长，印尼必

须更加努力。“查韦斯周二（17/1）在世界银行一季报中阐述。根据世界银行的报告，随着

在 2017 年国家收支预算中设定的收入目标更加实际，印尼财政政策的可信度已开始好转。

印尼央行深信 2021 年本国通胀率会降至 2% 。印尼《商报》1月 27 日报道：印度尼西亚

银行深信，今年印尼的全国性通货膨胀仍将处于中央银行所规定的指标内，即 4%正负 1%。

印尼政府和央行一致认为，在未来的 2021 年，印尼的通胀率能降至 2%。央行行长阿古斯（Agus

Martowardojo）称，央行和政府一致同意，将 2018—2019 年的通货膨胀目标定为 3.5%正负 1%。

而将 2020-2021 的通货膨胀目标定为 3%正负 1%。日前，阿古斯在雅加达表示：“考虑到印尼

经济前景和竞争力在未来会有提高，因而规定了上述的低通货膨胀目标。”阿古斯认为，制

定这些目标也旨在继续驱动稳定和低水平的通货膨胀预期。

3. 印尼企业界动态

印尼金光集团拟将电力资产赴新加坡 IPO 。《千岛日报》1月 7 日报道：印尼著名家族

企业金光集团（Sinar Mas）正在将旗下电力资产推向市场，以筹集大笔资金。《华尔街日报》

近日报道称，金光集团即将赴新加坡进行首次公开募股（IPO），此举旨在利用电力资产融

资 6亿至 8亿美元。如果金光集团通过此次 IPO 成功融资 8亿美元，将成为新加坡自 2013 年

台湾宽频通讯（TBC）通过发行亚洲付费电视信托基金（Asia Pay Television Trust）融资 8.24

亿美元以来的最大一笔 IPO。（注：黄奕聪于 1962 年创立金光集团，曾被《福布斯》评为印

尼第一大财团，投资范围远及亚洲、北美、欧洲、澳洲等地，6大核心产业分别为制浆造纸、

农业及食品加工、金融服务、房地产、能源和电信。）

印尼国企部欲尽快收购自由港 51%股权。印尼《国际日报》1月 19 日报道：印尼国企部

将根据 2017 年第 1 号政府条例，尽快收购印尼自由港公司的 51%股权。自由港公司已提呈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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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业合同（KK）改成特别矿业许可证（IUPK）申请，不过该方案仍有许多条件要求。此前，

能源与矿务部已阐明 2010 年关于矿物和煤炭第 23 号政府条例，及经过第 4次修改为 2017 年

第 1 号政府条例中的数项要点，首先是延长 IUP/IUPK 申请时间必须最快在许可证到期之前

的 5年进行。第二，更改有关逐步脱售 51%股权决定，即尽可能由国企或乡村企业收购，以

设法实现国有化；第三，政府决定矿物和煤炭基准售价；第四，取消持有作业合同企业已进

行一段加工时间和定量且能进行交易的决定；第五，颁布部长条例安排有关提高金属矿物增

加值与销售的执行规范。

印尼国家印钞公司年内将印制 129 亿张盾币。《千岛日报》1 月 20 日报道：依照央行的

指令，印度尼西亚共和国印钞造币公司（Perum Peruri）今年将印制 129 亿张盾币。公司董事

长 Prasetio 18 日在西爪东加拉横的印钞厂说：“我们将印制 129 亿张纸币，以及铸造 25 亿枚

硬币。他还透露，根据有关印尼印钞造币公司的 2006 年第 32 号政府条例，公司还可印制印

花、材料、护照、证书、土地证书、邮票等安全文件。

印尼 XL Axiata 公司股价创 4个月以来的新高。《雅加达环球报》1月 26 日报道：XL Axiata

公司，印尼第二大手机运营商，在重返印尼股市基准指数 LQ45 以后，其股价于今日创新高。

其中，马来西亚Axiata 集团股价上涨 2.8％，以每股 2910 印尼盾收盘，创自去年 8月 30 号以

来的最高价。据报道，去年，XL Axiata 公司由于其 4G手机宽带网络扩充计划而蒙受巨大损

失，股票市值也由此一度缩水超过 1/3，并退出 LQ45 的公司行列。（注：LQ45 指数是追踪

反馈印尼最大的 45 家上市公司股票表现的综合指数，被投资者视为衡量印尼股市表现的主要

数据之一，LQ45 的 45 支股票并非固定不变，将根据印尼国内各上市公司的财务表现而半年

一换。）

4. 印尼进出口动态

汇丰银行:印尼出口贸易依然主要依赖于初级商品。《雅加达邮报》1 月 3 日报道：根据

汇丰银行（HSBC）上周五发布的一份贸易报告，直到 2020 年，印尼的出口贸易依然主要依

赖于初级商品，如农产品、矿物燃料以及原材料等。即使在更后期的 2021—2030 年，上述初

级产品依然会占到这个东南亚最大经济体出口的近 60%。报告还指出，随着当前经济形势的

变化，到 2030 年，中国和印度将会取代美国和日本成为印尼最主要的商品输出国。报告还特

别指出，在接下来的五年时间里，印度将对矿业以及原材料存在巨大的需求以满足其经济的

发展。

印尼下调了 2017 年出口增长目标。《雅加达邮报》1月 5 日报道：由于全球市场需求回

复缓慢，印尼政府将其 2017 年非油气产品出口目标从 11.9%下调到 5.6%。印尼贸易部长鲁基

达（Enggartiasto Lukita）周三晚表示：“鉴于当前的全球经济环境，我们设立了更加切合实际

的年出口 5.6%的目标，并将通过出口产品多样化和出口方向多元化来实现这一目标。”随着

年出口5.6%目标的设定，印尼政府希望2017年的出口创汇能达到1362亿美元，较16年的1290

亿美元增长 72 亿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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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大米产量达 7914 万吨 印尼实现大米自给自足。印尼《商报》1月 5 日报道：2016

年印尼大米产量达 7914 万吨，比 2015 年增长 11％，印尼已实现大米自给自足，无需再进口。

对此，佐科总统赞赏了农业部长的业绩。佐科总统周四（1 月 5 日）上午在雅加达 Bidakara

酒店 Birawa 厅主持 2017 年农业发展全国工作会议开幕仪式时说：“一般到了 9月 10 月期间，

内阁局部会议总是讨论有关如何解决大米存量短缺的问题与控制大米价格问题，以及必须进

口多少大米才能控制米价的问题。但这些问题现在不复存在了，因为我们的大米产量已足够。”

总统希望通过发展农业，使农民受益，共同福利。等生产提高了，政府将实行下游化政策，

使下游衍生产品能出口，以将过剩的农产品销售到其他国家。

印尼农业部将于 2017 年停止玉米进口。《千岛日报》1月 12 日报道：印尼农业部一位官

员称，印尼农业部计划今年停止进口玉米（玉米是印尼主要的饲料原料）。印尼农业部动物

饲料管理局官员 Triastuti Andajani 称，农业部已经把玉米播种面积提高 200 万公顷，鼓励养殖

户使用国产玉米。她指出，由于家禽数量增加，玉米需求也随之增加。据估计，2017 年印尼

的饲料玉米需求量将达到 1285 万吨，每月约为 110 万吨。2016 年 9 月份，印尼农业部和印尼

饲料加工商协会曾签订一份谅解协议，允许 33 个省的农业办公室和当地饲料加工商合作，旨

在确保饲料加工商收购当地产的玉米，参考价格基于 2016 年 11 月 21 日贸易部管理条例。印

尼农业部的数据显示，截至 12 月份，2016 年印尼玉米进口量降至 884679 吨，比过去五年的

平均进口量减少 68%。（注：2011 年至 2015 年，印尼玉米进口量分别为 300 万吨、150 万吨、

295 万吨、310 万吨和 274 万吨。）

2016 年印尼贸易顺差达 87.8 亿美元。“中国-印尼经贸合作网”1 月 19 日报道：印尼中

央统计局称，印尼 2016 年 12 月份贸易顺差达 9.9 亿美元，全年顺差 87.8 亿美元。中央统计局

主任苏哈里延托 1月 16 日表示，2016 年印尼全年出口额约 1444.3 亿美元，而进口额约 1356.5

亿美元，贸易顺差 87.8 亿美元。苏哈里延托称，“虽然我们的进出口还未完全复苏，但 2016

年所获得的贸易顺差为 87.8 亿美元，仍高于 2015 年全年顺差 76.7 亿美元”。

印尼棕榈原油出口参考价格及其出口关税将在二月份上涨。

《雅加达邮报》1月 27 日报道：印尼贸易部计划在今年 2月份，将棕榈原油（CPO）的出口

参考价格提升到 815.52 美元每吨，较 1月份的 788.26 美元每吨涨了 3.46％。棕榈原油出口参

考价格之所以上涨，原因在于财政部决定将棕榈原油出口关税提升六倍，从这个月 3美元每

吨提高到 18 美元每吨。( 注：印尼是世界上最大的棕榈原油出口国，2015 年，印尼生产的 1570

万吨棕榈原油中近乎一半出口到了国际市场。)

【编者评语】在 2017 年的头一个月，印尼经济总体表现是稳重向好的，其中，银行金融

业和企业界表现平稳，而政府经济政策和进出口贸易则是亮点所在。印尼国内经济政策亮点

主要表现在：第一、带有贸易保护色彩的国内经济调控政策（将颁布矿业新规和国会支持退

出 TPP 等)；第二、政府主导的大型民生工程（百万住房建设计划和 35000 兆瓦电力工程计划）。

印尼进出口贸易亮点主要表现在：第一、一些主要主要农作物摆脱对进口的依赖（大米的自

给自足、玉米的停止进口）；第二、带有贸易保护色彩的关税政策（前面提到的矿业新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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棕榈油出口关税提升）。

编者看来，实现经济较快发展的同时抑制通货膨胀是印尼政府的主要经济目标，实现贸

易顺差的同时寻求印尼出口的转型升级，即从目前的以初级商品出口为主转向以高附加值商

品出口为主是印尼政府的主要贸易目标。在全球经济仍不景气的情况下，印尼的政府经济政

策和进出口贸易政策都表现出了贸易保护的色彩，即减轻外部依赖，重视开发国内市场以及

东南亚市场的特点。而政府主导的一些大型民生工程令人印象深刻，这既反映了印尼政府和

国有企业在其经济发展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同时也体现了佐科总统重视民生的执政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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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印度尼西亚社会宗教文化动态

1. 印尼社会发展动态

（1）交通建设

西爪哇 Pangrango 国家公园将兴建世界上最长高空缆。《千岛日报》1月 3 日报道：西爪

哇 Pangrango 国家公园计划从 Cigombong 沿着 Bodogol 村，Watesjaya 村，展玉（Cianjur），一

直到茂物 Cibodas 区，连接Gede 山，兴建一组约 30 公里长的高空缆车。让人们搭乘高空缆

车直接上Gede 山山顶中充分感受大自然风光，并可以从容地欣赏 Pangrango 国家公园多样受

保护野生动物。Gede 火山 Pangrango 国家公园负责人 Suyatno Sukandar 表示，如果实现的话，

那么该高空缆车将是世界上最长的。Suyanto 补充说，高空缆车的开发研究和计划已经完成。

他说，有关部门一直在研究Gede 火山的土质、水源、树木和水平线。评估项目阶段以及测量

树木的高度非常重要，关系到人身安全，我们都做到了。目前准备招商投资，启动项目建设。

Cawang-Cibubur 轻轨计划于 2019 年 3 月建成。《雅加达邮报》1 月 9 日报道：印尼交通

部长布迪·卡利亚·苏玛迪（Budi Karya Sumadi）近日表示，位于雅加达东部连接查旺（Cawang）

和 Cibubur 的轻轨计划于 2019 年 3 月建成。布迪称，此次轻轨修建运用了预烧制（precast）

的高级技术——长达 30 米，这将使得印尼的轻轨比中国、香港、日本和新加坡的轻轨更高级、

更先进。除了服务于道路运输，轻轨内将有电话线与通信光纤。中央政府和国有承包人 Adhi

Karya 计划用轻轨连接 Bogor, Depok and Bekasi，而修建连接查旺和 Cibubur 的轻轨是第一步。

茂物启动UNCAL旅游大巴项目。《千岛日报》1月 9日报道：从 2017 年 1 月 7日开始，

西爪哇茂物市一辆明亮蓝色的旅游大巴已经接受官方测试，正式成为运载游客环市观光的设

施。旅游大巴测试的路线以茂物市政厅为起点，经 Sudirman 街，Ahmad Yani 街，然后转回到

Sudirman 街，经 Jalak Harupat 街，Ceremai Ujung 街，Papandayan 街，Salak 街，Pajajaran 街和

Kujang 纪念碑区。之后，驶往Otto Iskandardinata 街，Juanda 街，然后折返到茂物市政厅。

蓝色大巴运载量为 25 名乘客，车身没有封闭，乘客可以直接呼吸到雨城之称的洁净、没

有污染的新鲜空气。车上导游将为游客解说一路上经过的景点，如市政府大楼、文物、园林、

美食景点等。茂物市长 Sugiarto 说：“UNCAL 大巴测试绕市三周。计划每周星期六和星期天

运营，每次绕市三到五趟，全程免费。预测使用这种观光巴士的国内外游客将非常多，今年，

市政府将在企业社会的资助下，再添加 4辆大巴。”

（2）社会治理

跨年夜首都警长骑摩托巡视节庆现场。《千岛日报》1 月 3 日报道：2016 年 12 月 31 日

晚，雅加达区警长Mochamad Iriawan 骑摩托车前往首都多个节庆现场，进行安全巡视。身穿

机动警察制服、头戴黑色头盔，在数名警员护送下，警长骑摩托车从警察总部出发，前往谭

林大街、摩纳斯、老城区、安卒等几个中心地点巡视节庆现场。他表示，雅加达跨年夜局势

安全稳定，民众可以尽享跨年节庆，并向民众恭贺新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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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指是去年雅城恐袭黑手印尼神权游击队被美列为恐怖组织。《联合早报》1月 12 日报

道：美国将印度尼西亚境内支持伊斯兰国组织的神权游击队（Jamaah Ansharut Daulah）列为

恐怖组织，当局相信该组织是去年雅加达致命恐袭的幕后黑手。同时，美国宣布制裁四名武

装分子，以阻止伊国组织涉足国际金融体系。美国国务院周二说，神权游击队是“一个成立

于 2015 年、总部设在印尼的恐怖组织，由 20 多个支持伊国组织的印尼极端主义团队组成”。

美国官员称，神权游击队成员去年 1月得到叙利亚一名伊国组织武装分子的财力支援，持枪

在雅加达发动自杀式袭击，造成四名平民和四名枪手丧命。这是伊国组织宣称在东南亚发动

的首起恐袭。此后，神权游击队在印尼发动和策划了一系列恐袭，包括在一座教堂外投掷汽

油弹，导致一名幼儿丧命。去年圣诞节，该组织也企图策划发动自杀式炸弹袭击，但被警方

挫败。

威兰多：政府不希望示威成为施压工具。《千岛日报》1月 18 日报道：政法安统筹部长

威兰多呼吁民众别动辄示威向人施压和逼他人至墙角。威兰多 16 日在国民军总部对记者说：

“出现问题，可以进行沟通，不需要示威。若沟通行不通，示威才是最后的方式。”别利用

示威施压、为难、丑化他人，丑化政府、逼政府至墙角，在民主国家里，我们不希望看到这

种情况。言论自由受到宪法保障，但并不是说可无视既有法规而自由发表言论。今后，自由

发表言论是可以的，但有制约和条件，若违反规定，就得面对治安机构。民众别动辄示威，

因为将消耗我们的精力。理应进行对话，没必要聚众表达诉求，只要派 5到 10 人来见我，我

一定接见。”

十二社会组织联合成立民族论坛。《千岛日报》1 月 23 日报道：印尼 12 个社会组织——

安梭青年团地方委员会、印尼全国大学生运动（GMNI）、印尼伊斯兰大学安梭青年团地方

委员会（PMII）、印尼基督教大学生运动（GMKI）、印尼穆斯林文艺工作者机构（LESBUMI）、

班渣西拉大学生组织（MAPANCAS）、关心印尼斗士运动（GPPRI）和反假信息社区，联合

成立民族论坛（Forum Kebangsaan），主要目标是唤醒社会各界严防以宗教名义散播的任何挑

唆性言论，坚决挫败旨在分裂印尼民族的任何企图。民族论坛主席团主席鲁迪（Rudi Trianahid）

22 日在泗水向媒体表示：民族论坛的成立，体现出这 12 个社会组织对最近出现的企图分裂国

家和民族的不良迹象的忧戚和极度关切。鲁迪指出，大家都很清楚，最近国内不断出现相互

谩骂、相互诋毁污蔑，甚至侮辱国旗等国家象征的极端主义和无政府主义行动。民族论坛为

此呼吁社会各方克制情绪，严防披着宗教外衣的任何挑唆性言论，以国家和民族利益为重，

加强民族主义理念，推崇高尚民族道德价值观，坚决拥护执法当局挫败分裂民族企图。鲁迪

表示，民族论坛将聚焦于配合政府有关当局，严厉取缔一切形式的无政府主义暴力行为，揭

发通过社交媒体蓄意散播假信息以及诬蔑诽谤等网络罪行

（3）网络治理：新闻打假

印尼政府关闭了 80 万家网站。《雅加达邮报》1 月 7 日报道：印尼政府在 2016 年 12 月

关闭了 80 万家网站，这些网站大部分包含了色情内容或者部分为赌博网站。根据信息与通讯

部官员称：政府已经出台了支持关闭此类网站的相关法律规定，信息与通讯部业已建立了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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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督查组，审查公众对于网站的反馈。此外该官员否认政府采取严格手段对网络世界进行监

视，被关闭的网站若接受相关条约的规定还可以重新开放。

媒体人士希望政府有效抵制虚假新闻传播。《雅加达邮报》1月 12 日报道：新闻发展研

究机构（Press and Development Study Institute）创始人 Ignatius Haryanto 建议，政府应该通过

提供对事实有效的描述和澄清更加努力地制止虚假新闻的传播势头，并努力遏制个人、团体

为了推动个人和机构的发展而去传播虚假新闻和误导性信息。他表示，对于虚假新闻的猖獗

传播以及人们倾向于选择支持自己假象信息的状况，政府的努力十分必要。

大选当前信息与通讯部长鼓励民众参与反虚假消息运动。《雅加达邮报》1月 13 日报道：

在虚假消息猖獗传播的背景之下，信息与通讯部长鲁迪安塔拉（Rudiantara）鼓励公众更多地

参与到反虚假消息的行动之中，尤其是大选当前，抵制为了政治目故意传播假消息的行为。

鲁迪安塔拉表示，由于大选临近，网络世界被各种虚假新闻淹没，抵制假新闻的泛滥十分困

难，他表示公众都可以参与到抵制假消息的运动中来。向凡虚假信息网（turnbackhoax.id）举

报任何不准确和误导性的消息，该网站专门用于集中各种被举报的虚假消息和新闻。

为抵制虚假信息猖獗扩散印尼政府将约谈 Facebook。《雅加达邮报》1月 12 日报道，为

了阻止恶作剧和假新闻在网络空间的猖獗传播，印尼政府决定约谈社交媒体巨头 Facebook。1

月 12 日，印尼信息与通讯部长鲁迪安塔拉在首都雅加达表示，印尼政府将于本月晚些时候约

谈 Facebook，共同讨论如何净化网络空间。印尼总统府幕僚长德登（Teten Masduki）也曾在

周二表示，政府正在起草一项规定，以便允许印尼当局可以对没有在 24 小时内撤回恶作剧或

者假新闻的网络内容运营商比如 Facebook，进行罚款。对此，鲁迪安塔拉表示，跟 Facebook

的代表直接会谈是重要的一步，这将决定政府是进一步加强监管还是修改相应的草案。

（4）环境保护

东雅加达快速的矿物开发带来环境威胁。《雅加达邮报》1月 11 日报道：雅加达东部由

于过度采矿对当地环境造成了严重的威胁，因为在这一地区进行开发的公司忽视他们必须遵

守的操作标准，争相开采金、铁、锰等物质，导致开发面积急剧增长，与 2012 年的 86904 公

顷相比，去年开采面积增长了 6倍，达 551649 公顷。根据印尼能源与矿物部门 2012 年发布的

信息，东雅加达地区黄金储量为 280 万吨、锰储量 1.435 亿吨、矿物沙 7.356 亿吨。

特伦加莱（Trenggalek）和巴纽旺宜（Banyuwangi）两个省是黄金储量最多的地方，但是

开采速度很快，当地政府允许开发面积占该省面积的四分之一。东爪哇印尼环境论坛认为，

当地政府松散的监管导致了如此大规模的开发。

印尼早早开始防火工作。《雅加达邮报》1月 21 日报道：虽然还是一月份，廖内省两个

地区——罗干乌鲁区（Rokan Hulu regency）和杜麦市（Dumaicity）已经宣布进入紧急警报状

态，防止任何潜在的林火出现，以避免发生无法控制的火势。之所以宣布进入紧急状态，是

为了让中央政府尽快对这两个地区进行援助。之前由于不能尽早控制林火，印尼防治林火之

路十分艰难且损失惨重。

尽快解决林火问题总统训令。《国际日报》1月 24 日报道：佐科总统在政法安统筹部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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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兰多、生态环境和林业部长茜蒂的陪同下，在国家宫主持有关控制林火统筹大会。他呼吁

各方共同合作彻底解决林火的问题。佐科总统说，2015 年林火给国家带来巨大的经济损失。

根据经济家的统计，由于林火导致许多航空班机被取消，民众不能上班，经济活动受阻，至

少让国家蒙受 220 万亿盾的损失，这是非常庞大的数目。不仅如此，由于林火导致的呼吸道

感染症及其他疾病也影响了 504 人的健康，很多儿童感染到呼吸道症。佐科说：“另外，我

们许多动物栖息地消失了，这不是能以经济数字来统计的损失。估计损毁的森林面积有 160

万公顷，加上学校宣布放假，其损失数额也不能估计。”因此，佐科总统希望能尽快解决林

火问题。此次控制林火全国统筹大会的与会者计有地方政府代表及内阁部长官员。

2. 印尼宗教事务动态

钟万学拜访雅京东区习经院。《国际日报》1月 9 日报道：钟万学 1 月 9 日到东雅加达普

罗加东区 Soko Tunggal 习经院进行联谊拜访。该习经院领导人古斯·努尔（Gus Nur）表示，

我将努力为雅京省长候选人钟万学争取作为一名印尼公民应有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我们可

以从每一个公民应有的权利如何得到尊重看出印尼和印尼伊斯兰教的真面目。

钟万学表示，这是第一次与古斯·努尔见面，古斯·努尔对九个伊斯兰教圣徒的历史以

至对未来世界的认识令人印象深刻。钟万学还就他的案件引起的争议再一次表示道歉，但他

也体会到这件事带来的益处，就是让穆斯林更加团结。他希望获得祈祷，以面对 1月 10 日的

庭审。钟万学还说，我的命运在上帝手中，当然也在法官、公诉检察官和辩护律师手中。我

和查洛特为雅加达奋斗的目标尚未完成，半途而废可惜了，因此希望支持我们当选，以完成

奋斗目标。

观察家批评 Rizieq 是无包容心伊斯兰教徒。《千岛日报》1月 26 日报道：政治观察员Boni

Hargens 24 日在雅加达中区芝敬宜指出，捍卫伊斯兰阵线（FPI）大伊玛目Habib Rizieq Shihab

不是伊斯兰教徒。他不像参与建国的穆斯林那样，把差异作为国家财富。Boni 说：“为建国

作出贡献的穆斯林，也致力于缔造民族的灵魂，怀有包容心，并将差异作为我们民族财富的

穆斯林。而 Rizieq 却排斥差异，并且反对伊斯兰的包容原则，所以我说他不是真正的伊斯兰

教徒。”Boni 也强调，围绕在Habib Rizieq 周围的群体分为两派，即伊斯兰派和强硬派。“所

以问题不是伊斯兰的问题，而是强硬派的问题。我们的敌人是强硬派而不是伊斯兰，不要把

伊斯兰和强硬派混为一谈。”

西爪警区长：Habib Rizieq 大有可能被控为嫌犯。《千岛日报》1月 27 日报道：西爪哇省

警区长 Anton Charliyan 称，近期内，捍卫伊斯兰阵线大伊玛目Habib Rizieq Shihab 被控为嫌犯

的可能性大。他被指控涉及侮辱班渣西拉。Anton Charliyan25 日于雅加达警察高等学院（PTIK）

对记者说：“Habib Rizieq 99%可能被控为嫌犯，就差 1%。现在有待于将有力证据关联起来。

警方仍在收集所有的证据，而且侦查员也计划将对他的案子重新调查。”众所周知，苏克玛

娃蒂（Sukmawati Soekarnoputri）以 Habib Rizieq 于万隆市 Gasibu 广场演讲的视频作为证物，

就Habib Rizieq 侮辱班渣西拉和朋加诺向警方报案。但Habib Rizieq 否认已经侮辱班渣西拉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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朋加诺，而且对作为物证的视频的可靠性表示怀疑。

宗教部长：迎新弃旧应摒弃狂欢。《国际日报》12 月 30 日报道：宗教部长鲁克曼呼吁公

众不要以狂欢的方式庆祝新年。鲁克曼 12 月 30 日在宗教部监察机构年终反思会上致辞后表

明，在岁末年初时刻，应该用于自我反省。鲁克曼呼吁所有宗教信徒，在迎新弃旧时摒弃狂

欢，通过自我反省，可望能使在印尼的社会生活变得更好。鲁克曼说，回顾过去的一年中，

我们所思所想的和所作所为的，是否已创造出更多积极的事情，或适得其反。

宗教部长祝贺春节。《千岛日报》1月 31 日报道：宗教部长鲁克曼 28 日向全国庆祝农历

新年的华族祝贺。“我作为印尼共和国宗教部长，向全国庆祝 2568 农历新年的孔教教徒及庆

祝这个日子的民众表示祝贺。我祈祷，孔子教徒在火鸡年幸福、长寿、生活愉快、身心健康。

但愿至高无上的真主为我们赐福，让我们继续为宗教、民族及祖国作出贡献。”宗教部长指

出，庆祝新年是为了检讨过去，展望未来。

3. 印尼旅游业动态

印尼以春节为契机吸引中国游客。《千岛日报》1 月 4 日报道：印尼旅游部副部长伊•格

德•皮塔纳近日表示，印尼将以中国春节为契机，采取多项旅游优惠措施，吸引中国游客。皮

塔纳在接受新华社记者专访时说，早在 2016 年 10 月，印尼就启动了中国春节“备战计划”，

在中国多个城市进行路演宣传，开通更多中国与印尼之间的直飞航班，加强同中国在线旅行

社、电子银行和旅游信息库的合作。近期，印尼旅游部将会加大旅游推广力度，举办春节旋

律音乐会，推出家庭旅行优惠套餐等。

皮塔纳说，随着中国游客数量呈爆炸式增长，印尼中文导游的匮乏日益成为印尼旅游业

进一步发展的瓶颈之一。为解决这一问题，印尼旅游部 2017 年将继续和中国方面加强合作，

培养一批合格的持证上岗中文导游。此外，旅游部将同印尼高校合作，利用在印尼的中国留

学生来缓解旅游旺季中文导游供不应求的局面。旅游业是印尼五大优先发展的支柱产业之一。

近年来中国已成为印尼最重要客源地之一。

澳虎航航班被砍 数百游客滞留峇厘岛。《联合早报》1 月 12 日报道：在廉价航空澳洲

虎航（Tigerair Australia）据称违反印尼规定之后，印度尼西亚当局决定取消该公司航班，导

致数百名旅客滞留在峇厘岛。但印尼交通部说，当局采行此举是因为虎航违反行政规定。交

通部表示，虎航不应在印尼境内销售包机票券，只有它的母公司维珍澳洲航空才有权销售。

交通部发言人阿果耶斯在声明中说：“所有外国航空公司都应遵照我们的规范。”他还说，

在虎航符合规定之前，所有航班都会被取消。虎航指出，维珍澳洲航空正派遣两架客机，赴

峇厘岛载运滞留乘客。

4. 印尼教育界动态

佐科命令教育部长让社会福利覆盖所有孤儿。《雅加达环球报》1 月 5 日报道：佐科总

统命令教育部长穆哈迪吉日·恩凡迪（Muhadjir Effendy）让更多市民有机会享受到政府的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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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项目。在部长级会议期间，佐科总统表示，他希望印尼智能卡和健康卡能够分配到给全印

尼每一个孤儿手中，并敦促教育部长尽快地、有效地完成这项工作。佐科总统强调，这只是

促进社会公平的手段之一，提高国民文化素质的重要性不容忽视。他呼吁民众铭记潘查希拉

五项原则（Pancasila），这能有助于阻止恐怖主义、极端主义的侵袭。

认为“精灵”侵蚀价值观 印尼家长鼓励孩子玩传统游戏。《联合早报》1月 8 日报道：

近来印度尼西亚有越来越多的人对精灵宝可梦Go 等电子游戏产生抗拒，认为这类游戏侵蚀

价值观，因而一再鼓励孩子们多玩一些传统游戏，像是木制陀螺和竹风车等。许多家长和教

师担心，儿童玩电子游戏会导致他们过于沉迷虚拟世界，而忽略了人与人之间的交流。一些

家长则眷恋他们童年时期所玩过的游戏，希望能够将这些游戏的乐趣也介绍给自己的孩子。

日前就有数以百计的家长和孩子出席了西雅加达一所学校所主办的传统游戏节。小朋友

们聚集在一块复制足球场的木板前，尝试将弹珠射入由橡皮圈制作的球门，其他的小朋友则

试着旋转木制陀螺。主办传统游戏节的学校校长阿古斯蒂努斯表示，未来该校将继续主办更

多类似的活动，让小朋友能够接触更多的传统游戏。“我们希望能够展现印尼的特色，让人

们知道印尼拥有丰富的文化。”

其实并不是只有阿古斯蒂努斯的学校希望鼓励孩子们多接触传统游戏，就连印尼当局也

希望那么做。印尼教育部一名官员核马利萨表示，当局希望在全国各地通过传统游戏来向年

轻一代灌输一些传统价值观。据当地媒体报道，西爪哇省茂物市市长前不久翻新了当地一个

公园，装置了木制高跷和其他传统玩具，希望能够“帮助儿童们远离精灵宝可梦Go”等电子

游戏。

西苏发现最穷学校 白天是学校夜晚成了牲畜棚。《千岛日报》1 月 20 日报道：西苏拉

威西省Mamasa 县 Pana 镇 Awo 村一间很简陋的 Tallang Bulawan 国立小学，白天村里孩子在此

念书学习，晚上则用来关牲畜。与其称之为学校，倒不如说是牲畜栏。整个学校只靠竹子和

柱子支持着，教室是用竹墙隔开，每间教室大约是 1.5 米*4 米。白天，村里的孩子在此上课

学习，晚上村民将豢养的牲畜关进这里。

该间学校是当地村民在 6 年前合资搭建的。6 年来从未得到当地政府的资助，目前共有

59 名学生，第一批小学生已经毕业。学校没有特别的设施，老师和校长的办公室亦是学生上

课的教室，没有图书馆，更不用说电脑。学校有 6个班和 6名班主任老师，虽然学校的设备

非常简陋，但也严格遵循中小学教材的国家标准，学生上学时间如同一般学校从早上至中午。

学校距村民住房仅数米之遥，老师和学生经常抱怨，村民的日常活动或说话声影响到了教学

活动，甚至村民还可以自由进出学校。在校的师生都希望拥有一所正规的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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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印度尼西亚对外关系动态

1. 印尼对外双边关系动态

【印尼与澳大利亚】《雅加达环球报》报道：澳大利亚国防部长佩恩（Marise Payne）承

诺将印度尼西亚军方认为具有攻击性的训练材料销毁，导致本周的联合行动暂停。佩恩还否

认任何关于澳大利亚试图招募印度尼西亚高级军官作为间谍的指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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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亚飞行任务中飞越巴布亚晨星旗（Moring Star）的行为。晨星旗是巴布亚人独立的象征。印尼

外交部发言人声称，印尼政府向澳大利亚官方转达了抗议，并督促对肇事者进行严厉惩处。

《雅加达邮报》1月 13 日报道：周四，印尼国防部长表示，印度尼西亚和澳大利亚之间

关于军事和意识形态的争执不应该再继续。部长说，他曾与澳大利亚国防部长通信，认为两

国应该停止争议，在未来要相互尊重。同时他也表示，两国要训诫下属，同样的问题以后不

能再重演。

【印尼与日本】《雅加达邮报》1月 11 日报道：1月 15 日日本首相安倍晋三（Shinzo Abo）

将要出访印尼，访问期间将与印尼总统进行会谈。外长蕾特诺在吹风会上表示，日本代表团

带来了 30 家大公司的 CEO，总统佐科与安倍会面后会约见他们。预计这次会晤将会使两国

贸易和投资关系迈上新的台阶。

印尼外交部 1月 16 日报道：日本首相安倍晋三表示，日本同意与印度尼西亚这个穆斯林

人口最多的国家合作来打击恐怖主义，建立一个年轻人充满希望的社会。印尼总统佐科在双

边会晤结束时说：“除此之外，我们同意加强在安全和国防领域的合作。”

【印尼与叙利亚】《雅加达邮报》1 月 11 日报道：印度尼西亚驻叙利亚大马士革大使馆

欢迎七名来自阿勒颇的被战争蹂躏的印尼移民工人。这七人主要由一位在大使馆工作的律师

提供协助。自 2012 年以来，印度尼西亚驻大马士革大使馆已从叙利亚遣返了 12576 名印度尼

西亚人。

【印尼与新加坡】《国际日报》1月 12 日报道：2016 年是印度尼西亚与新加坡正式建交

50 周年。在过去的半个世纪中，两国领导人频繁互访，并建立了紧密的经济合作关系。新加

坡一直是印尼最大的外资来源国和排名第四的外贸进口国；此外两国也在科技、医疗、国防、

旅游和环保领域以及亚细安的建设方面展开了多维度、深层次的合作。日前，《时代财智》

专访了印尼驻新加坡大使伍拉-苏瓦查（NgurahSwajaya）阁下，他表示印新两国不仅是好邻居、

好朋友，更是亲人，双边关系在未来 50 年将进一步加强和升华！

【印尼与韩国】印尼外交部 1月 13 日报道：印尼总统佐科强调，从贸易和投资方面来看，

韩国是印度尼西亚最重要的合作伙伴。外交部长蕾特诺在陪同总统会见韩国代表团后对记者

说：“除了经济、贸易和投资合作，印尼与韩国在其他领域的合作将会增强。”韩国国民议

会会长丁世均（Chung Sye-Kyun）认为，印度尼西亚是韩国非常重要的伙伴。他表示：“对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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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来说，印度尼西亚是一个大国，是东盟的一个主要角色，并且为全球公共问题的解决作

出了重要的贡献。”

【印尼与缅甸】印尼外交部 1 月 22 日报道：印度尼西亚外长蕾特诺在印尼人道主义援

助若开帮地区的官方活动中表示，印度尼西亚已经选择采取建设性的方式，帮助缅甸若开帮

地区创造和平、稳定和发展。蕾特诺强调，通过东盟，印尼郑重承诺协助缅甸进行包容式的

发展。她还表示，希望援助可以达到若开帮的所有社区，特别是穆斯林社区。

【印尼与美国】《雅加达邮报》1月 25 日报道：印度尼西亚副总统尤素夫·卡拉（Jusuf K

alla）会见了美国驻印尼大使约瑟夫·多诺万（Joseph.R.Donovan），讨论美国总统唐纳德·特

朗普（Donald Trump）的经济政策。副总统的助理表示，卡拉和多诺万主要围绕经济问题展

开会谈，因为很多人担心特朗普的保护主义政策可能对印度尼西亚的经济产生负面影响。

印尼外交部 1月 31 日报道：印尼总统佐科明确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禁止来自七个伊斯

兰国的移民进入本国的新移民政策不会影响印度尼西亚。佐科宣称，必须为正义与平等而战。

1月 27 日，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了一项行政命令，禁止来自七个穆斯林国家的移民进入美利

坚合众国。佐科认为：“我们不受政策的影响。原则上，我们的宪法明确表示平等需要争取。”

印尼外交部 2月 3 日报道：印拟外长蕾特诺针对美国政府“保护国家免受外国恐怖主义

分子进入美国”的行政命令发表声明如下：

第一，我们继续奉行美国政府的新政策，包括“保护国家免受外国恐怖分子进入美国”

的新的行政命令。

第二，虽然承认这项行政命令的颁布是美国政府作为一个主权国家的权力，但是印度尼

西亚对该行政命令的发布深表遗憾，因为我们认为这将对打击全球恐怖主义和处理难民问题

产生负面影响。

第三，将激进主义和恐怖主义问题同特定的宗教联系起来是错误的。

第四，必须通过促进国际合作和打击恐怖主义的根源来解决恐怖主义问题。

《雅加达邮报》2月 4日报道：印度尼西亚亿万富翁哈里（Hary Tanoesoedibjo）正在建设

由特朗普集团管理的豪华度假酒店，他与美国总统一直专注于业务，哈里说：“如果需要，

他可以帮助促进两个国家之间的关系。”51 岁的哈里是MNC集团的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

在印尼有人猜测，上个月在华盛顿参加特朗普就职典礼的哈里可以成为印尼这个世界上最大

的穆斯林国家和美国之间的桥梁。

【印尼与马来西亚】《雅加达邮报》2月 1 日报道：马来西亚警方逮捕了三名男子，其

中一名印度尼西亚国民被指控为伊斯兰国武装集团的支持者。一个地方反恐组织在 1月 27 日

的一次突袭中逮捕了这些人。该反恐组织还检获了一批与恐怖主义有关的书籍。

2. 印尼对外多边关系动态

印度尼西亚关于反恐问题的外交政策。《雅加达邮报》1月 11 日报道：印尼外长蕾特诺

表示，反恐将会是 2017 年印尼外交事务的重点。蕾特诺说：“印度尼西亚在全球事务中的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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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地位将继续，其中包括在全球反恐中为拘留和重返社会工作提供支持。”

佐科总统接受八国大使递交国书。《国际日报》1月 12 日报道：佐科总统在外交部长蕾

特诺的陪同下，在独立宫接受了八个国家的特命全权大使所递交的国书。这八个国家分别是

法国、葡萄牙、摩洛哥、美国、孟加拉、毛里求斯、卢旺达和马绍尔群岛共和国。

印尼重新考虑 TPP 计划，聚焦双边交易。《雅加达环球报》1月 25 日报道：一位印度尼

西亚官员称，印度尼西亚有兴趣与美国这个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建立一个双边经济伙伴关系，

重新考虑加入 TPP 的计划。副总统助理告诉路透社：“作为东南亚最大的经济体，印尼将重

新考虑加入 TPP 问题。我们今后的重点将更多地放在印度尼西亚和美国之间的双边经济合作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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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印尼-中国关系动态

1. 印尼-中国经济关系动态

中国投资产业园助推印尼经济发展。《千岛日报》1月 4日报道：作为“一带一路”倡

议落地印尼的重点项目，2013 年 10 月中国与印尼签署协议，携手建设青山工业园区。3年多

来，青山工业园区助推印尼经济发展，为当地民众带来了看得见、摸得着的实惠。中印尼合

作青山工业园区中方代表、上海鼎信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黄卫峰表示，截至 2016 年

10 月，青山工业园区已投入资金 24.5 亿美元，创造约 1万个就业岗位。园区所在的莫罗瓦利

县县长安瓦尔表示，青山工业园区不仅为当地创造大量就业机会，而且通过税收等途径为当

地创造了财富。同时，园区积极履行社会责任，通过一些惠民项目带动了当地商业的繁荣。

上海市侨办代表团访印尼中华总商会。《国际日报》1月 17 日报道：1月 16 日下午四时，

印尼中华总商会副总主席薛天增等多位理事在会所迎接到访的以计宁处长为团长的上海市侨

办代表团一行五人，宾主双方进行了亲切友好的交流。薛天增致辞表示，印尼中华总商会是

团结华商，造福社会，在印尼具有代表性和影响力的华商商会。欢迎上海市侨办代表团的到

访，并希望今后加强与上海的交流合作。

中国五洲集团公司投资 1.5 亿美元开发 Jakarta Living Star。中国-印尼经贸网 1月 19 日报

道：北京五洲投资集团旗下的新得利印尼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在雅加达东区 Pasar Rebo 投资

1.5 亿美元开发 Jakarta Living Star 工程。新得利总裁吴畏称，该工程占地面积 4.8 公顷，将兴

建 6栋公寓和商业区，具备儿童园地、健身公园、多用途会议厅、公车站、诊疗所和 666 米

长的慢跑道等。

中国企业拓展在印尼投资领域 注重履行社会责任。新华网 1月 19 日报道:近年来，中国

企业在印尼的投资领域不断拓展和深化，并注重履行社会责任。印尼中国商会总会秘书长刘

城在吹风会上介绍了中国企业在印尼发展及履行社会责任的情况。刘城称，中国企业来印尼

投资，不仅带来资金、技术，还直接促进了当地的就业，并切实把落实企业社会责任作为一

项重要工作来做。他说，有的中资企业长期为项目周边的村庄提供医疗服务、援建清真寺、

给贫困家庭慈善捐赠，有的企业长期为本地学校提供奖学金，有的企业投入大笔资金兴建公

共设施改善当地的基础设施落后的现状，有的企业与当地技术学校合作培训技术工人、中国

商会总会多次为贫困儿童学校慈恩学校组织捐赠等。

中国银行与 SimasJiwa 保险公司签订合作备忘录。《国际日报》1月 21 日报道：20 日下

午，中国银行雅加达分行行长助理杜其奇和Asuransi Simas Jiwa 总经理 I. J. Soegeng Wibowo 分

别代表己方签字合作备忘录（MOU），授权中国银行雅加达分行销售Asuransi Simas Jiwa 公司

的保险产品。

中国内地去年跃升成为印尼第三大投资来源地。《好报》1月 27 日报道：投资统筹机构

25 日公布的数据显示，中国内地 2016 年全年对印尼直接投资 26.65 亿美元，投资额在全球 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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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国家和地区中名列第三，较 2015 年全年增长 324%。其中，冶炼是中国对印尼最大的投资

领域，其次为火电站。中国内地去年第四季度对印尼落实投资 10.76 亿美元，仅次于新加坡。

2. 印尼-中国人文交流动态

2016 年中国成为印尼外国游客最多来源地。《雅加达邮报》1月 3 日报道：根据印尼中

央统计局 1月 3 日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2016 年 1-11 月份，在来印尼旅游的外国游客中，中

国游客居人数首位。 印尼中央统计局主任苏哈里延托（Kecuk Suhariyanto）表示，2016 年 11

月，中国游客占印尼入境游客总数的 13%，是 1月以来的最高值。

印尼以春节为契机吸引中国游客。中国-印尼经贸合作网 2017 年 1 月 3日报道：印度尼西

亚旅游部副部长伊·格德·皮塔纳表示，印尼将以中国春节为契机，采取多项旅游优惠措施，

吸引中国游客。皮塔纳在接受新华社记者专访时说，早在 2016 年 10 月，印尼就启动了中国

春节“备战计划”，在中国多个城市进行路演宣传，开通更多中国与印尼之间的直飞航班，

加强同中国在线旅行社、电子银行和旅游信息库的合作。印尼旅游部将会加大旅游推广力度，

举办春节旋律音乐会，推出家庭旅行优惠套餐等。

昆明至万鸦老包机首航。《好报》1月 11 日报道：10 日凌晨 2时许，174 名游客乘坐QG7715

航班从云南昆明长水国际机场起飞前往印尼万鸦老。这是昆明首次包机直飞印尼万鸦老。以

往游客从云南到万鸦老，需要从新加坡转机，加上中转时间，至少需要 10 个小时。此次昆明

直飞万鸦老包机由印尼鹰航旗下 Citilink 航空执飞，只需 5个半小时便可抵达，从 2017 年 1

月 9 日首航至 2月 18 日结束，总共飞行 9个架次。

印尼启动“郑和下西洋之路”线吸引中国游客来印尼观光。《好报》1月 12 日报道：由

旅游部主办的“郑和下西洋之路”旅游线启动仪式日前在亚齐省首府万达亚齐举行，以吸引

更多中国游客。 旅游部长阿里夫在启动仪式上说，中国伟大的航海家郑和在 600 年前下西洋

途中５次驻足印尼的亚齐、巨港、井里汶、三宝垄、锦石、泗水、峇里岛等 10 个地区，留下

了两国人民友好交往的历史足迹。他表示，本次启动的旅游线路旨在通过吸引印尼和中国游

客游览郑和文化遗迹来重温两国友好历史往来，加强两国人员的了解，增进两国人民之间的

情谊。

胡银全总领事出席中印尼院校合作框架协议签约仪式。中国驻登巴萨总领事馆 1月 26 日

消息：1月 26 日，驻登巴萨总领事胡银全应邀出席中国漯河职业技术学院和印尼巴厘努沙杜

瓦旅游学院合作框架协议签约仪式。签约仪式在巴厘岛Harris Sunset 酒店举行。在胡总领事

的见证下，漯河职业技术学院副院长王变奇与巴厘努沙杜瓦旅游学院院长德瓦共同签署了《中

国漯河职业技术学院与印尼巴厘旅游学院合作框架协议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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