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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印度尼西亚政治动态

1. 印尼中央政府动态

佐科签发 2月 15 日为全国公假日的决定书。印尼《国际日报》2月 11 日报道：2017 年 2
月 15 日全国有 7个省、76 个县和 18 个市同时举行地方首长选举，为了使广大选民有充分的
时间行使自己的选举权去投票，佐科总统于 2月 10 日签发了 2017 年第 3 号总统决定书，将 2
月 15 日定为全国公假日。

佐科称民主“走过头”加强取缔反建国原则的团体。综合新加坡《联合早报》、印尼《雅
加达环球报》2月 24、 25 日报道：印尼总统佐科称，近来发生的一系列大规模示威等事件显
示印尼的民主已经“走过头”，开始朝极端民粹主义的方向发展。他认为阻止极端民粹主义
的关键是强化法治，并指示执法部门严厉打击滥用民主的行为，加强取缔反建国五大原则
（Pancasila）的团体。印尼人权活动人士虽然同意当局有必要加强执法，但也担心佐科的“民
主过头”论可能引起不同解读，导致言论自由受到限制。不过民主斗争党政客对此表示，总
统关于印尼民主“走过头”的评论是基于一些事实基础上的评论，是完全有道理的，佐科只
是希望根除不良现象并非反民主。

农业部长将开除涉足肉类进口卡特尔的官员。《雅加达环球报》2月 25 日报道：农业部
长阿姆兰•苏莱曼（Amran Sulaiman）在雅加达与肃贪委（KPK）成员会面后称，他将开除涉
足肉类进口卡特尔的农业部官员。肃贪委正在调查涉及前宪法法院法官阿克巴（Patrialis
Akbar）的第 41/2014 号畜禽养殖与防疫法的司法审查有关的贿赂案件。调查人员在调查过程
中发现了几十个关于肉类进口组织机构印章的印记，其中一个是农业部畜禽养殖与防疫局局
长的官方印记，肃贪委正在对案件作进一步的调查。

2. 印尼特殊部门消息

肃贪委搜查巴布亚省长办公室及基础设施部门。《雅加达环球报》2月 2 日报道：印尼国
家反腐机构在调查有关基础设施工程贪污案件中，对巴布亚省长卢卡斯（Lukas Enembe）的
办公室采购部门进行了搜查。此次行动主要是调查自2015年来的道路建设工程中的违规行为。
此前，反腐调查人员对巴布亚省基础设施部门及某基础设施公司展开了八个小时的搜查，并
查获了许多文件信息。

肃贪委正在推动通过资产追回法案。《雅加达环球报》2月 10 日报道：肃贪委和财务交
易报告与分析中心（PPATK）正在推动几项反腐败法案通过成为法律，其中一项是资产追回
法案。肃贪委成员劳德•夏立夫（Laode Syarief）对此表示，资产追回法案对于打击腐败犯罪者
至关重要，他们希望有权能扣押和接管涉嫌腐败和洗钱犯罪中的资产。然而，目前印尼没有
任何有关资产追回的法律，而国会既没有开始审议该法案，也没有将其列入年度立法方案中。

肃贪委希望与大学合作开设反腐课程。《雅加达环球报》2月 28 日报道：肃贪委副主席
巴萨尔瓦·帕尼亚坦（Basaria Panjaitan）在日惹（Yogyakarta）阿塔玛亚雅大学的一个研讨会
上表示，国家反腐机构希望教育机构开设反腐课程或课外活动。此次研讨会旨在通过教育加
强肃贪委的反腐力度，提倡大学既要培养学生的反腐意识又要与校园里学生入学、预算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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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职员任命和考试中的腐败现象作斗争，发挥大学在消除腐败方面的战略作用。

3. 印尼地方首长选举动态

候选人必须在 2 月 12 日前提交竞选资金报告。印尼《雅加达邮报》2月 9 日报道：雅加
达普选委（KPU）委员达利娅（Dahlia Umar）表示由于普选委 2月 13 日会将所有的竞选资金
报告提交给审计员，因此所有省长候选人团队必须在 2月 12 日下午 6点前提交报告，否则，
普选委将免去他们候选人的身份资格。审计员在 2 月 14 日至 28 日评估报告，核查候选人银
行账户的有效性及其捐助者的数据和费用报告。随后，普选委将于 3月 1 日至 3日在其官方
网站上公布审计结果。

普选委让公众耐心等待官方结果。综合《雅加达环球报》、《国际日报》2月 15、16 日
报道：普选委主席树里（Juri Ardiantoro）建议公众耐心等待地方首长选举的官方结果，因为
快速计票只能初步概述选举结果。在 101 位地方首长选举中，雅加达省长选举是竞争最激烈
的选举。截至 2 月 15 日下午 4 点 30 分，根据“印尼政治风向标”调查机构的速算结果，雅
加达省长-副省长 2 号候选人钟万学-查罗特（Basuki -Djarot）以 42.8%选票赢得这次选举，3
号候选人阿尼斯-山迪阿卡•乌诺（Anies -Sandiaga Uno）获得 39.84%选票，1 号候选人阿古斯-
西尔维亚娜（Agus -Sylviana）仅得 17.36%。其他数个调查机构公布的数据也相差无几，然而
没有一组候选人获得超过 50%的票数，这意味着还要举行第二轮选举。

普拉博沃支持阿尼斯第二轮竞选活动。《雅加达邮报》2 月 17 日报道：大印尼运动党
（Gerindra）总主席普拉博沃（Prabowo Subianto）继第一轮雅加达省长选举前成功增加候选
人阿尼斯的支持率后，表示要在第二轮选举前继续为阿尼斯赢得更多的支持者。此外，他还
会晤了其他政党领导人，希望他们共同支持阿尼斯。阿尼斯和钟万学在第一轮都获得 40％左
右的投票，因此他们接下来的竞争将非常激烈。

民主党尚未决定支持钟万学还是阿尼斯。《雅加达邮报》2月 17 日报道：民主党在决定
支持钟万学-查罗特还是阿尼斯-山迪阿卡·乌诺问题上尚处于观望态度。民主党顾问委员会主
席曼甘达（EE Mangindaan）表示，民主党提名的候选人阿古斯与西尔维亚娜在第一轮失利后，
党主席苏西洛尚未决定在即将举行的第二轮选举中支持谁。

国家使命党倾向于支持阿尼斯阵营。《雅加达邮报》2月 17 日报道：尽管国家使命党（PAN）
尚未作出正式的决定，但已表示将在第二轮雅加达省长选举中支持阿尼斯和山迪阿卡·乌诺。
此前国家使命党加入民主党领导的联盟支持阿古斯和西尔维亚娜，但阿古斯组合落选。国家
使命党副秘书长迪波（Dipo Ilham）表示，国家使命党与阿尼斯组合有着同样的愿景，并且他
们组合有着更加现实的方案，同时称钟万学的性格和态度不符合国家使命党理想候选人的要
求。他承认国家使命党与阿尼斯的竞选团队进行了沟通，并将很快宣布支持阿尼斯阵营。

中爪巴迪水灾居民乘舢板到投票站。《千岛日报》2月 17 日报道：2月 15 日，中爪哇省
巴迪(Pati)县几处地点因水灾被淹，居民只得乘舢板前往投票站。巴迪县Gabus 镇 Mintobasuki
村就是其中一个受灾地，该村登记有 354 固定选民。选民情绪高昂，仍涉水来到投票站。
Mintobasuki 村 2 号投票站筹委会主席 Siman 表示，水灾持续两周，地方首长选举的准备工作
也是通过乘舢板进行的。Siman 还说，村民们相互帮助和接送选民参与投票，他们已习以为常。
据悉，巴迪县只有一组候选组合，即由 8个政党推举的Haryanto 和 Syaiful Arifin。村民可选择
这一候选组合，或选空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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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三号候选人将激烈争夺雅加达省长职位。《好报》2月 18 日报道：雅加达二号候选
人钟万学和查罗特以及三号候选人阿尼斯和山迪阿卡·乌诺晋级第二轮选举，由于两组在第
一轮选举中的获票差距不大，第二轮竞争将极其激烈。阿尼斯组合助选团队称，尽管在拥有
大量选民的投票站中得票输给了钟万学组合，但是他们在更多的投票站中的得票比钟万学的
多。阿尼斯组合将争取钟万学支持者以及在第一轮中淘汰的一号候选人支持者手中的票。钟
万学助选团队表示，他们目前准备制定好策略，将采取的第一步就是分析刚刚结束的选举数
据，以了解获胜地区、灰色地区以及阿古斯控制地区的分布状况。此外，他们也将与阿古斯
阵营的政党展开政治沟通。

钟万学将通过福利计划吸引女性选民。《雅加达邮报》2月 22 日报道：雅加达正副省长
候选人钟万学-查罗特的竞选团队正准备通过突出福利计划以期在4月份的第二轮竞选中吸引
更多的女性选民。竞选团队发言人拉贾（Raja Juli Antoni）表示，钟万学与查罗特将在竞选期
间，将通过目前城市管理部门正在进行的福利计划来吸引选民。他们将把竞选运动集中在人
们真正受益的计划上，比如为穷人提供教育基金的雅加达智能卡（KJP）计划。

宪法法院 5月份将对地方选举的争议作出裁决。《雅加达环球报》2月 27 日报道：宪法
法院院长阿里耶夫（Arief Hidayat）表示，将于 5月 10 日至 19 日就 2月 15 日的全国地方选举
结果的公诉作出裁决。阿里耶夫称，法院已收到关于 2 月 15 日地方选举的诉讼 12 起，并将
于 3月 13 日开始处理这些诉讼，在 5月份相继公布所有的诉讼裁决。

4. 钟万学重回原职专题

钟万学休假结束后将重回原职。综合《好报》、《雅加达环球报》2月 7、10 日报道：内
政部长扎赫约·库莫罗（Tjahjo Kumolo）将按照有关规定在钟万学竞选休假期结束后，恢复
其雅加达省长职务。内政部地方自治局局长苏马尔梭诺（Sumarsono）随后证实钟万学将于 2
月 11 日重回省长职位。尽管钟万学背负着亵渎宗教案被告罪名，但由于检控官对他求刑不超
过五年，且法院尚未结束审判，根据地方选举法规定，钟万学可以重回省长职位。

国会几个政党派系要求暂停钟万学职务。《雅加达环球报》2月 13 日报道：国会几个政
党派系的议员呼吁国会发起一项问卷调查以质疑内政部长扎赫约·库莫罗的决定，即不暂停
正在接受亵渎案审判的钟万学的职务。国会副议长阿古斯·赫尔曼多（Agus Hermanto）是民
主党派系的成员，他表示如果内政部长不暂停雅加达省长钟万学的职务，那么民主党将提出
调查权，并与繁荣公正党（PKS）提出具体实施方案。内政部长对此回应，被起诉的刑期不
超过 5 年的地方首长，除非是被执法人员关押，否则在最终判决出来前是不会被停职的。他
表示会向最高法院咨询钟万学的案件，并寻求最高法院的指令，以让案件更加公正与明确。

钟万学亵渎宗教案昨日续审。《好报》2月 14 日报道，雅加达北区地方法院第十次开庭
审理雅加达省长钟万学亵渎伊斯兰教案，议程是听取检控官传唤的 4名专家证人的证词。上
午 9时，庭审在雅加达南区农业部大楼礼堂开始进行，并在下午 3时 30 分左右结束。当天提
供证词的是宗教专家阿敏（Muhammad Amin Suma）和语言专家玛尤尼（Mahyuni），而刑事
专家穆扎基尔（Mudzakir）和阿卜杜尔（Abdul Chair Ramadhan）缺席。来自伊斯兰教士理事
会（MUI）的宗教专家阿敏在庭上作证时与法官展开了漫长辩论。

警方将为 2·21 示威行动部署一万名警力。综合《雅加达环球报》、《国际日报》2 月
20 日报道：印尼穆斯林论坛（FUI）已经发出通知，预计有 1万名抗议者参加“2•21”集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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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暂停正在接受“亵渎宗教案”审判的钟万学的省长职务。警方在收到通知书后了解到群
众将在晨祷后的早上 7点出发前往国会大厦前示威表态，要求将钟万学定罪。为确保示威行
动安全有序进行，雅加达警方将部署一万名警力沿途护送游行队伍。针对该示威计划，警方
要求群众在示威表态中遵守法律并维持秩序，并按照 1998 年第 9 号法令，在下午 6点之前结
束示威行动。

钟万学是否该被停职取决于审判结果。《雅加达环球报》2月 21 日报道，内政部长扎赫
约·库莫罗表示，任何要求暂停雅加达现任省长钟万学职务的决定都将取决于亵渎案的审判
结果。根据印尼 2014 年地方政府法令第 83 条规定，如果一个在职的地方首长被求刑超过五
年，那么可以被暂停职务，然而，目前对钟万学的求刑不超过五年。同时，由于钟万学的案
件正在审判中，最高法院并没有就是否应该暂停钟万学职务作出裁决。

【编者评论】本月焦点动态主要是印尼各界一直关注的地方政府首长同步选举，101 个地方

首长选举都和平有序顺利进行。其中，最受瞩目的是雅加达省长选举，然而此次选举未能一

轮定局，钟万学和阿尼斯两个组合成功晋级第二轮选举。此前支持落选的阿古斯的选民手中

的选票自然成为双方在第二轮竞选中争夺的主要目标，然而，原本支持阿古斯政党中的民主

党更有支持阿尼斯组合的倾向。尽管钟万学在第一轮选举中票数领先，但双方差距不大，最

终谁能获胜仍有很大悬念。此外，休假中参选的雅加达省长钟万学能否在竞选活动后重回原

职也是一个热点议题，由于钟万学案件涉及的证人较多，法院无法快速结案，钟万学的犯罪

嫌疑人身份让一些原本就反对钟万学的势力对其重回原职表示质疑与不满，甚至组织发动游

行示威，要求暂停钟万学的职务并将其定罪。尽管如此，钟万学是否应该被停职还将取决于

法院对案件的审判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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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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印尼财长呼吁企业界人士支持政府的税制改革。《雅加达邮报》2 月 3 日报道：印尼财
长 Sri Mulyani Indrawati 周五（2月 3 日）在雅加达的印尼企业家协会（Apindo）聚会上呼吁，
印尼的企业界人士应该与政府一道，为创造一个更加值得信赖的税收体制而努力。印尼企业
家协会的这次聚会于 1 月 31 日开始，目的是为了庆祝该协会诞生 65 周年，协会主席、副主
席和首席经济顾问都参加了这次聚会。印尼财长在会上强调了政府与企业界人士合作的重要
性。（注：印尼政府最近成立了一个税收改革小组，目的在于从政府税收特赦计划中提取建
立纳税人数据库并进行分析，以帮助实现今年的国家税收目标。所谓印尼政府税收特赦计划，
是一项旨在吸引存放在海外的资本回国，以增加税收，填补基础设施建设的资金缺口的政府
计划，于 2016 年 7 月 18 日正式启动，至 2017 年 3 月 31 日结束）

印尼政府强化实施 ISPO证书来改善种植业标准。印尼《商报》2月 5 日报道：政府将颁
布总统条例及相关证书以强化印尼棕榈油可持续发展计划（ISPO），目的在于改善种植业领
域尤其是油棕种植业的标准。印尼经济统筹部长达尔敏（Darmin Nasution）2 日在雅加达说：
“政府将调整油棕种植业和其他作物种植业的结构，致力于提高该领域的标准，我们已有框
架。”总统将在近期内签署上述条例，并立即生效来提高国内产品尤其是油棕商品的标准水
平。政府希望强化 ISPO 证书之后，将使印尼油棕产品不再受到负面宣传的影响。政府宣布
有关强化 ISPO 证书的总统条例生效后，印尼在未来一两年内有望发展成可持续棕榈油生产
国和出口国。（注：印尼棕榈油的主要出口市场有：印度、中国、巴基斯坦和中东国家）

政府称今年经济增长可达 5.4%。印尼《国际日报》2 月 9 日报道：经济统筹部长达尔敏
（Darmin Nasution）宣称，虽然 2017 年印尼国家收支预算案预定的全年度经济平均增长率指
标为 5.1%，但因政府准备在本年度实施多项经济措施，因此今年经济增长应可达到 5.2%至
5.4%的水平。政府措施包括在多个地区继续建设基础设施，各项工业的下游产品生产作业，
以及提高人力资源教育和各项培训活动等。达尔敏 2月 8 日在雅加达费尔蒙酒店举办的 2017
年万自立投资论坛上表示：“通过推动经济更快发展的多项措施，我们希望今年的经济增长
率可超出预定的指标，或者达到 5.2%至 5.4%，甚至达到 5.6%的水平。” 达尔敏同时也表示：
“发展基础设施建设和推动下游工业的发展固然重要，然而我们还要提高人力资源的质量，
提高劳工的竞争能力。”

印尼政府增加 44 项战略工程。《千岛日报》2月 14 日报道：印尼政府不断推进其基础设
施建设，并在今年的国家战略工程名单中新增列 44 项，价值达 1098 万亿盾。据旧条例，共
有 225 项国家战略工程，包括高速公路、铁路、机场、港口、100 万民房、炼油厂、气管、饮
水、水坝、过境站、科技公园、工业区、经济特区、旅游、加工厂等。至于新增的 44 项工程，
政府尚未详细说明。这些工程多半由公共工程与人民房屋部和交通部管辖。据记者收悉，44
项工程当中有雅加达-泗水铁路、Patimban 港口、雅加达西-东地铁、日惹-Kulonprogo 铁路、
Tebing Tinggi-Pematang Siantar-Parapat-Tarutung-Sibolga 高速公路。公共工程与人民房屋部长峇
苏基•哈迪穆利约诺（Basuki Hadimuljono）称，列入国家战略工程名单的工程将作为优先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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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办理有关准证以及征地等方面得到优惠。
比通成为北苏经济特区。印尼《国际日报》2月 16 日报道：佐科总统 2月 14 日在雅加达

总统办事处主持内阁局部会议时表示，比通港口应能建设成为重要的港口，以实现印尼成为
全球海事轴心的目标。他说：“我希望比通港口能发展成为经济特区，以期尽快成为重要的
港口，同时成为印尼北部最重要的门户。”此外，佐科总统希望诸官员加速建设北苏省交通
基础设施，以期支撑当地旅游业方面的外国游客人数。当然，总统也支持北苏省开发海洋旅
游的潜能，认为旅游胜地也可以是北苏省的另一种选择，毕竟当地普纳根（Bunaken）海洋公
园已闻名于世。

政府邀请世界银行帮忙评估 Benoa 湾改造计划。《雅加达环球报》2月 23 日报道：印尼
海事事务协调部部长卢胡特（Luhut Binsar Pandjaitan）周四（23/02）在由经济学家组织的世
界海洋副业峰会上表示，政府已经邀请世界银行的独立调查人员帮忙参与评估处于争议中的
Benoa 湾改造计划。Benoa 湾改造计划起始于 2012 年，由企业家郭说锋（Tommy Winata）承
建，旨在在 Benoa 湾打造一个旅游圣地和环形赛道，但这项工程日益引起巴厘岛居民的反对。
在 2013 年，由巴厘岛当地学术机构牵头做的一项调查研究显示，由于生态问题，Benoa 湾工
程应该废止。部长指出，这次由世界银行独立调查人员参与调查的研究小组将会对 Benoa 湾
工程进行更加全面综合的评估。

印尼计划两年内实现村村通电。《经济日报》2月 24 日报道：据印尼能源矿产部消息，
印尼政府计划于 2018 年前实现“村村通电”目标。印尼能源矿产部部长佐南(Ignasius Jonan)
近日表示，印尼全国范围内仍有 2500 多个村子缺乏电力保障，因此印尼政府将依据地区资源
禀赋，并与私营部门合力积极探索多元化供电方式。他说:“火电和水电将继续发挥主力军作
用，天然气或地热发电、家庭太阳能等新型供电方式也将在未来两年内逐步普及。”（注：
“Ignasius Jonan”原《经济日报》译做“乔南”，本中心取“佐南”以与曾经文章一致，特
此说明。）

印尼投资机构推介享有建筑直接投资便利 18 工业区。《千岛日报》2月 24 日报道：近日，
投资统筹机构推介第二期享有建筑直接投资便利的 18 个工业区项目，希望能有助于提高印尼
的国家竞争力。2月 21 日，投资统筹机构主任托马斯·伦邦（Thomas Lembong）在峇厘峇塘
县主持该 18 工业区启用仪式。他说，建筑直接投资便利极为重要，它将有助于提高我国竞争
力，赶上邻国和其他竞争对手。此前于 2016 年 2 月，政府推介第一期享有建筑直接投资便利
的 14 个工业区项目，面积达 1126 公顷，共涉 83 项工程，投资额为 120 万亿盾。加上第二期
的 18 个工业区，印尼现有分布在 10 个省 16 个县市享有建筑直接投资便利的 32 个工业区，
总面积达 13,516 公顷。伦邦说，菲律宾现有 200 个同类工业区，其出口创汇占该国总创汇的
70%。所以通过该项目有望改善印尼的投资环境。

2. 印尼银行及金融业动态

IMF：印尼今年通胀或高达 4.5%。印尼《国际日报》2 月 6 日报道：印尼央行不久前曾
提醒说，2017 年因国内市场某些商品和服务价格上涨，特别是政府将取消 900 伏安级电力客
户的电力津贴，因此今年的市场通胀率将会比较高。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2 月 4 日更是
通过书面方式表示，根据其研究所预测，印尼直至今年底的全年平均通胀率将高达 4.5%，而
在印尼 2017 年国家预算案中，全年平均通胀率预定为 4%，并有各 1%上下限指标的上限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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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F 的预测报告说，虽然印尼今年的通胀率比较高，但由于印尼持续进行各方面的改革，而
且推行慎重发展宏观经济的策略，因此其他的经济发展指示器仍有显著的改善。IMF 认为，
印尼今年经济增长率可达到 5.1%，主要的因素是国际市场的贸易活动开始转好，许多商品价
格也上升，推动了更活跃的出口套汇，而且私营企业的投资活动也越来越好。另一方面，印
尼政府采取了有效的经济措施，努力降低银行业贷款利息，激活了实业经济，也协助推动了
整体经济的发展。

印尼 2016 年收支预算顺差 120 亿美元。印尼《商报》2月 9 日报道：印度尼西亚银行(央
行/BI)记载，2016 年印尼收支预算(NPI)出现顺差 120 亿美元。该数字远高于 2015 年的收支预
算。央行行长阿古斯(Agus Martowardojo)日前于雅加达称，“2015 年我们的收支预算逆差 10
亿美元。现在 2016 年处于顺差 120 亿美元范围。”数据显示，2016 年第四季度的经常帐赤字
(CAD)为 0.8%，如此就可以得出，2016 全年的经常帐赤字为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 1.8%，
阿古斯预计，今年的经常帐赤字将扩大至 2.4%。虽然如此，但他深信，上述数字仍在安全极
限，“仍在占国内生产总值的 2.5%以下。”（注：1.印尼收支预算是记录某特定时期，印尼
人口与非人口之间的经济交易统计数字，其预算交易包括经常帐，资本交易，和金融交易。2.
经常帐，Current Account,为一国收支表上的主要项目，内容记载一个国家与外国包括因为商
品、劳务进出口、投资所得、其他商品与劳务所得以及片面转移等因素所产生的资金流出与
流入的状况。——百度百科“经常帐”。）

穆迪提升印尼主权信用评级，助力盾币升值。《千岛日报》2 月 10 日报道：2月 9 日，
雅加达银行间即期汇率 1美元兑 13300 盾，比原先的 13327 盾升 27 点。经济学家称，国际评
级机构穆迪提升印尼评级促使盾币升值。据悉，2 月 8 日穆迪上调印尼主权信用评级的展望
由“稳定”调整至“积极”，同时确认印尼的 Baa3 级（投资级）。另一方面，亚洲地区若干
货币兑美元的升值也为国内货币带来正面影响。

确保金融系统和经济宏观的稳定性，印尼央行基准利率按兵不动 4.75% 。印尼《商报》
2月 18 日报道：印度尼西亚银行(央行/BI)作出决定，重新保持其基准利率不变。现行央行 7
天逆回购利率依然在 4.75%数字。日前，央行行长阿古斯(Agus Martowardojo)在雅加达央行总
部的新闻发布会上称：“央行行长委员会会议决定，维持央行 7 天逆回购利率不变，仍旧是
4.75%。”而定期存款利息依然是 4%，和贷款利率仍维持 5.50%。阿古斯解释说：“这一决
定是一致的，央行致力于确保金融系统和经济宏观的稳定性，以国内经济复苏为优先。且与
全球经济好转并行的。”至于货币宽松政策是否还有可能继续进行，阿古斯回答说，“我们
在维持政策的同时还要继续观察货币的流动性，我们的立场与上个月一样保持不变。”

印尼政府要求各大银行提交其危机应对预案。《雅加达环球报》2月 22 日报道：印尼金
融服务管理局（OJK）主席穆利亚曼·哈达德（Muliaman Hadad）在今天（22/02）的一场国
会听证会上说，为了应对潜在的银行破产危机，印尼所有“具有系统重要性的银行”（systemically
important banks）都必须在年末向OJK 提交一份破产危机应对以及复苏预案，且提交的预案
中不得包括政府的援助。听证会上，哈达德主席拒绝提供“具有系统重要性的银行”的银行
名单。去年，印尼国会通过了一项严格而又程序分明的法案，详细规定了政府在面临财政危
机时的所因采取的应对措施。尽管该法案授权总统在金融危机时有权做出是否救助银行的决
定，但法案明令禁止将国家预算作为援助问题银行的潜在手段。截止到去年 12 月，印尼银行
业的平均资本充足率（capital adequacy ratio）为 22.7%，处在一个合理的资本水平上。（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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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充足率，又叫资本风险资产率，指一个银行的资本总额对其风险加权资产的比率。——
百度百科“资本充足率”。2.在 1997/98 年的亚洲金融危机期间及之后，印尼政府接管了大量
破产银行，其中大多数最终倒闭，其余的通过合并等方式存活了下来。据统计，截止到 2016
年年末，印尼有 116 家银行，而在 1996 年的 12 月，印尼则有 239 家商业银行。）

印尼外债达 3170 亿美元。“中国-印尼经贸合作网”2 月 22 日报道：根据印尼央行统计
报告，截至 2016 年底，印尼外债总额约达 3170 亿美元，较 2015 年底增长了 2.02%，负债率
（占GDP 比重）为 34%，低于 2015 年底负债率（36.1%）。按债务期限分类，长期外债约达
2749 亿美元，占比 86.7%；短期外债为 421 亿美元，占比 13.3% 。

印尼央行下调今年首季经济增长预期。印尼《商报》2 月 24 日报道：印尼央行（BI）下
调此前估计的 5.05%的 2017 年首季度经济增长预期。周四（23/02)，央行行长阿古斯（Agus
Martowardojo）在雅加达东区推出非现金粮食援助后称，“2017 年首季度经济增长将低于此前
预期的 5.05%。”阿古斯说，在促进国内生产总值上，政府开支的贡献极其显著。然而，在
2017 年首季度，政府开支未能得到很好的落实。据悉，虽然央行下调 2017 年首季经济增长预
期，但对 2017 年首季度的出口看好。主要原因是因为印尼出口优势的大宗商品价格复苏。根
据央行的预测，在 2016 年大宗商品价格低迷和打击出口的贡献后，2017 年的八种商品价格将
平均上涨 10.2%。央行预计印尼 2017 年的经济增长率将在 5-5.4%这个区间。

3. 印尼企业界动态

印尼移动电信 Gra PARI 正式启用。印尼《国际日报》2 月 3 日报道：印尼移动电信
（Telkomsel）营销部经理Mas’ud Khamid (右)在 Telkomsel 西爪雅茂德丹勿（Jabotabek）地
区副执行总裁 Yetty Kusumawati (右 2)和茂物市通信、信息、统计与编码局主任 Asep Zaenal
Rahmat (左)陪同下，周二（31/1）在茂物 Telkomsel GraPARI 正式启用时进行 TCASH Tap 数
字支付服务活动。

Waskita Karya 公司 2016 年利润净增 63%。《雅加达环球报》2 月 20 日报道：印尼国有
建筑公司 Waskita Karya 2016 年实现净利润增长 63%。根据该公司周四（16/02）向印尼证券
交易所（IDX）提交的合并财务报表，Waskita 公司去年的净收益达 1.7 万亿盾，较 2015 年的
1.04 万亿盾同比增长了 63%。公司的总收入也从 2015 年的 14.15 万亿盾增长到 2016 年的 23.78
万亿盾，同比增长了 68%。据报道，Waskita Karya 公司 2016 年收入剧增要归因于其建筑业的
高速发展，公司的建筑业收入从 2015 年的 12.04 万亿盾增长到 2016 年的 22.37 万亿盾，同比
增长了 85.8%，而在 2016 年，建筑业的收入占了公司总收入的 94.07%。

卡塔尔国企 17 万亿盾购入 Paiton 能源。《千岛日报》2 月 21 日报道：卡塔尔国营企业
NP（Nebras Power）公司已完成对印尼 Paiton 能源公司价值 13 亿美元（约合 17 万亿盾）的
35%股权收购事宜。印尼驻卡塔尔大使巴斯利（Muhammad Basri Sidehabi）与 NP 公司总经理
卡利特（Khalid Mohammed Jolo）和业务发展经理法伊萨尔（Faisal Obaid Al-Siddiqi）的会晤透
露了这一消息。据悉，Paiton 能源公司是印尼最大发电厂，其发电量达 2045 兆瓦。Paiton 能
源公司长期将电力售予国营电火公司。NP公司对 Paiton 能源公司的收购是该公司在印尼的首
次投资，以实现公司成为国际级发电企业的愿景。此外，NP公司还同印尼国营电火公司子公
司爪哇峇厘发电公司探讨兴建发电厂合作事宜。按计划，该使用天然气为原料的发电厂将在
北苏门答腊省 Belawan 区附近兴建，发电量为 2x250 兆瓦，其投资额为 7亿美元。该厂建成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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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P 公司将继续在其他地区发展。
达尔敏部长：自由港案对矿产出口影响属暂时性。《千岛日报》2月 23 日报道：经济统

筹部长达尔敏·纳苏迪安（Darmin Nasution）2 月 21 日在雅加达称，自由港印尼公司与我国
政府的纠纷必将影响我国矿业出口。虽然能源与矿务部已根据自由港的出口申请书发出出口
许可证推荐书，但贸易部尚未处理此事，因为自由港公司仍不同意遵守我国当前的规定。因
没有得到贸易部的出口许可证，自由港自 1 月 11 日出口许可证到期至今仍未能出口。（注：
自由港印尼公司不愿意在工作合同（KK）改为矿业特别许可证（IUPK）后遵守当前的法律
和税务规定，而照样按照工作合同的税务规定，至合同到期缴付固定的税率。自由港方面认
为稳定或不易变的条规是对投资者和经营者的保障。2月 17 日，自由港公司向能源与矿务部
发出抗议书，希望双方能在未来 120 天内寻求解决方法。否则，自由港印尼公司隶属公司—
美国自由港麦克莫兰公司(Freeport-McMoRan Inc.)会把案件起诉到外国法庭或国际仲裁上。）

4. 印尼进出口动态

2017 年 1 月中印尼贸易情况概述。“中国-印尼经贸合作网”2月 21 日报道：印尼中央统
计局 2 月 16 日发布贸易报告，2017 年 1 月，印尼对外贸易 253.7 亿美元，同比增长 21.1%，
其中出口 133.8 亿美元，同比增长 27.7%，进口 119.9 亿美元，同比增长 14.5%，累计贸易顺差
13.9 亿美元。2017 年 1 月，中印尼非油气产品贸易额 44.7 亿美元，同比增长 32.9%；其中印
尼出口中国 15.5 亿美元，同比增长 74.8%，占印尼对外出口总额的 11.5%，列印尼出口目的地
第二位，仅次于美国；印尼自中国进口 29.2 亿美元，同比增长 17.9%，占印尼进口总额的 28.7%，
在印尼进口来源地中居首。

印尼希望通过韩国-东盟中心促进对韩出口。《雅加达邮报》2 月 24 日报道：在 2月 16～
17 号的韩国首尔第九次韩国-东盟中心（AKC）理事会会议上，印尼贸易部承诺将通过该中心
促进对韩出口，以助力政府实现 2020 年 2000 亿美元的贸易总目标。印尼贸易部国家出口促
进理事会秘书长 Ari Satria 在周五（24/02）一场新闻发布会上说：“我们希望搭上AKC合作
发展的顺风车以助力印尼的发展，尤其是促进我们的贸易出口”。韩国-东盟中心（ASEAN
Korea Center ,AKC）是一个旨在促进韩国与东盟国家人员往来与合作的政府间组织。据统计，
在 2016 年的 1 月到 11 月间，通过这一组织，印尼实现了对韩出口 2.538 亿美元的贸易顺差，
相较于 2015 年同时期的 6.6942 亿美元的贸易逆差，出口增长十分明显。（注：自 1989 年韩
国、东盟开始合作以来，韩国已经成为东盟的第五大贸易伙伴，而根据韩国的部门数据，东
盟已经发展成为韩国的第二大贸易伙伴。）

佐科访澳达成若干成果，引进 39 万亿盾投资。《千岛日报》2月 28 日报道：近日，印尼
佐科总统到访澳大利亚，不但在贸易方面达成若干成果，还成功引进该国达 39 万亿盾的投资。
贸易部长鲁吉达（Enggartiasto Lukita）2 月 25 日在悉尼与外交部长勒特诺•马尔苏迪（Retno
Lestari Priansari Marsudi）和投资统筹机构主任托马斯·伦邦（Thomas Lembong）召开新闻发
布会称，澳大利亚同意将印尼农药和除草剂的进口税降为 0，由此扩大印尼该两个商品在澳
大利亚的销量。作为回应，印尼将降低澳大利亚原糖进口税，税率与印尼对东盟国家的税率
一样。在投资方面，投资统筹机构主任伦邦（Thomas Lembong）说：“我统计，我们引来的
投资额约 39 万亿盾。这是未来 3-5 年的投资。”澳大利亚的投资投入各领域，包括矿业、旅
游业、基础设施以及数字经济。至于印尼-澳大利亚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IA-CEPA），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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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于 2017 年年底完成。IA-CEPA 是两国为促进投资而采取的措施。2005 年，两国签署全面伙
伴关系联合宣言。澳大利亚是我国第 12 大合作伙伴。2015 年，澳大利亚是我国第 12 最大投
资来源国。

5. 印尼其他经济动态

印尼市场：互联网用户一年暴增至 1.327 亿。“中国-印尼经贸合作网”2月 7 日报道：2017
年 1 月，研究调查公司WeAreSocial 再次发布其互联网使用最新调研报告。报告显示，印尼在
过去的 2016 年中，成为全球互联网用户增长速度最快的国家，从 2016 年年初的约 8810 万互
联网用户增长到 2017 年的 1.327 亿用户，增长了 51%。其中，69%的互联网用户通过移动设
备访问。根据印尼电商数据：2017 年互联网活跃用户同比增长 51%，增长用户 4500 万。社交
媒体活跃用户同比增长 34%,增长用户 2700 万。手机用户同比增长 14%；社交活跃用户同比增
长 39%。Top 社交媒体平台分别是：Youtube 49%，FB 48%，Instagram 39%，Twitter 38%，Whatsapp
38%，Google+36%，FB Messenger 31%，LINE 30%，Linkedin 28%，Pinterest 22%，微信 21% 。

研究显示：假冒伪劣产品在印尼造成 65.1 万亿盾的经济损失。《雅加达邮报》2月 21 日
报道：印尼反假冒伪劣协会（MIAP）的一项研究显示，印尼国内市场的假冒伪劣产品仍然猖
獗，对国家经济造成 65.1 万亿盾（48.2 美元）的损失。同时，根据反假冒伪劣协会和印尼大
学经济学院的一项联合研究，由于假冒软件的销售，印尼政府损失了 4240 亿盾的税收收入。
研究显示，在印尼市场上，假冒伪劣产品分布最广的四类产品分别是：打印机墨水（49.4%），
服装（38.9%），皮革制品（37.2%）和软件（33.5%）。（注：百分比指的是假冒伪劣产品数
占总产品数的比例。）

研究显示：贫富差距扩大，印尼最富有四人总资产高于最贫穷 1亿人。新加坡《联合早
报》2月 27 日报道：国际慈善组织乐施会（Oxfam）的研究发现，印度尼西亚最富有四个人
的总资产比全国最贫穷的 1 亿人还要多，印尼的经济繁荣虽然使得生活极端贫困的人口减少
了，但在过去 20 年里，贫富差距扩大的速度却比东南亚任何国家都快。不过，印尼经济统筹
部长达尔敏批评乐施会的数据过于极端，不能真正反映国内的贫富差距。他承认用来衡量收
入不均情况的基尼系数（Gini coefficient）仍有很大差距，然而，去年 9 月的财富分配指数却
稍微改善。他说，根据中央统计局的报告，2015 年的全国基尼比例（Gini ratio，也称基尼系
数）是 0.4，2016 年 3 月降至 0.3，同年 9月为 0.394。基尼系数越低表示贫富差距越小。而且
政府已在制定政策来缩小贫富差距。今年 1月，印尼政府发起了一个解决不平等问题的重大
计划，包括旨在帮助贫困农民和渔民，改善税收制度和和提供更多职业培训机会的措施。

乐施会研究显示，自 1997 年亚洲金融危机以来，印尼的财富不平等现象不断加剧。金融
危机后落实的更多自由市场政策使得顶层的人能够获得多年强劲增长的最大利益。城市内部
以及城乡之间的不平等现象日益严重。在 2016 年印尼 2亿 5500 万人口中最富有的四个人（全
为男性）的财富总值为 250 亿美元（约 355 亿新元），比 1 亿个最贫穷人口的总财富还多。
乐施会呼吁印尼政府紧急增加公共服务开支，要公司和富人缴纳更多的税。据乐施会分析，
印尼的税收制度未能在重新分配财富方面发挥作用，因为它没有征收到它应有的收入，而资
金不足的教育制度阻碍了许多人获得更好的工作。【注：根据《福布斯》公布的富豪榜，最
富有的印尼人前三名为三个烟草大亨，即黄惠祥与黄惠忠兄弟（Michael and Budi Hartono），
以及蔡道平（Susilo Wonowidjoj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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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评语】第一，“税制改革”、“增加 44 项战略工程”、“经济特区”、“村村通

电”、“18 工业区”等，这些对中国人而言并不陌生的词汇，也都是 2017 年 2 月印尼政府

经济政策的关键词。在编者看来，佐科政府这些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改善投资环境的经济举

措，十分鲜明的借鉴了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第二，就 2月份的印尼银行及金融业而言，居高

不下的通胀率可谓是个老大难的问题，加强基础投资的同时控制通胀率是印尼央行的一个重

要任务之所在。而要求各大银行提交其危机应对预案，则体现了印尼政府对金融泡沫、银行

坏账等问题的担忧和戒备。第三，就 2 月份的印尼企业界而言，美国自由港公司可谓出尽风

头，以一家公司对抗一国政府，在印尼闹得沸沸扬扬。在编者看来，“自由港”事件既是一

个历史遗留问题，也是一个政治博弈问题。“自由港”事件来龙去脉十分复杂，有兴趣者可

以参考微信公众号“老杜在印尼”中的相关文章。第四，就 2月份的印尼进出口而言，亮点

在于“韩国-东盟中心（AKC）”、“佐科访澳”。第五，就印尼 2月份的其他经济动态而言，

乐施会的研究报告尤为引人注目，贫富差距、收入分配问题关乎一个国家、社会的繁荣与安

定，而印尼社会的贫富差距十分悬殊，这在一个快速发展的经济体中就显得尤为严峻，如果

印尼政府不能有效遏制这种差距扩大化的趋势的话，那么印尼经济的发展将早晚难以持续，

社会也会面临严重的分裂危机。“税制改革”表明印尼政府已经意识到并开始着手处理这一

问题了，编者也将会持续关注印尼的“税制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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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印度尼西亚社会宗教动态

1. 印尼社会扶贫项目

佐科计划提供多项社会救助项目。泗水之声网报道：佐科总统重申未来 10 至 30 年是竞
争时代，因此，政府正不懈努力提高人力资源的素质，以应对国与国之间的竞争，而不再是
地区间或城市间的竞争。政府努力之一就是提供多项援助，如社会救助计划。总统 8日访问
马鲁古省时，在安汶市Rumah Tiga乡正式启动提供补充食物计划（PMT）、希望家庭计划（PKH）
和印尼健康卡（KIS）。总统说：“我希望我们的孩子将来都健康聪明，因为未来 30 年竞争
将更激烈，不再是城市间竞争，而是国与国之间竞争。聪明的孩子将能赢得竞争。这就是向
孕妇、婴幼儿和学生提供补充食物的目的。”当启动提供补充食物计划时，总统向学生、孕
妇和婴幼儿分发了 1007 包饼干。总统还说明吃饼干的规则：“学生每天吃 6块；6到 11 个月
大婴儿每天可吃 8块，12 个月大到 5岁每天可吃 12 块；怀孕 1到 3 个月的孕妇每天可吃 2块，
怀孕 4 到 9 个月的孕妇每天可吃 3 块。”此外，有 350 人参加希望家庭计划，他们还获得 1
年 200 万盾储蓄救助。总统对 347 名获印尼健康卡者说，生病者可凭健康卡到社会保健中心
看病。“伤风感冒别急着去医院，先去社会保健中心。如果社会保健中心介绍转医院，医院
方面必须好好护理。若有医院不好好护理，可向卫生部长或我报告。”

德波贫困户将每月领取优惠券。《雅加达邮报》2月 17 日报道：西爪哇德波（Depok）
地区 36400 户低收入家庭今后每个月将得到 110000 印尼盾（8.25 美元）的优惠券，用此券可
以在政府的 e-Warong 电子商店购买米、糖等主要食品。周四，德波经济秘书处主任Dwi Rahma
称，市政府会与出资方合作，每月为贫困家庭充值优惠券。社会事务部在去年启动了这个通
过电子系统分配社会资助物的项目，e-Warong 是一个官方的电子杂货商店，专门为社会援助
受益对象服务，该电子商店中的商品将由印尼国家物流代理机构提供。

总统为贫困家庭启动“非现金食物援助项目”。《雅加达环球报》2月 24 日报道：佐科
总统启动了一项完整的“非现金食物援助项目”，目的是在今年实现对来自 44 个地区的 128
万贫困家庭的援助。新的“富强家庭卡”（Prosperous Family Card）包含了政府的“希望家庭”
项目，“希望家庭”是指社会每年为受助家庭提供 189 万印尼盾（141 美元）的资助，分四次
拨付援助款。“富强家庭卡”还可以被用做日常储蓄账户，类似于很多银行提供的电子货币
服务。不过“希望家庭”援助款只能用于在指定的 15878 个机构购买食品，“富强家庭”社
会援助项目由国有银行电子交易通道提供支持。佐科总统对民众说，这些援助希望被用于儿
童营养和教育方面，而非烟草和电话卡。

2. 印尼社会治理动态

印尼今年或面临旱灾，廖内成立林火应急队。《联合早报》2 月 4 日报道：由于印度尼
西亚今年可能面临干旱，廖内省政府成立了一支林火应急队，来应对可能发生的森林火灾。
据《雅加达邮报》报道，这支林火应急队由数以千计来自印尼军方、警队、国家减灾署、环
境与林业部、平民志愿人士和私人消防队的人员组成。廖内省省长安迪在为林火应急队成员
举行的仪式上指出，成立这支团队是为了提醒廖内省所有公共和私营企业，在开垦耕地时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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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不要使用烧芭方式。
政府与企业推动鼓励措施，印尼更多农民弃烧芭防林火。印尼当局近年来加强执法力度，

推动企业与地方政府合作，鼓励人们放弃省钱的烧芭辟地法。这些计划已经初见成效。廖内
省珀拉拉万县（Pelalawan）朗甘村是参与“农村无火患计划”（Fire-Free Village Program）的
村子之一。31 岁防火队长伊赫桑对《雅加达环球报》说，2015 年烧林垦荒造成的浓重烟雾笼
罩了他所在的村子，他家中多人患上严重的呼吸道疾病。纸浆制造商亚太资源国际公司（Asia
Pacific Resources International）2014 年试行“农村无火患计划”，2016 年正式推出，成效显著。
2014 年至 2015 年参与农村中被火烧毁的土地减少了 90%，参与村落从最初的 9个增至 20 个，
今年料会有更多村子加入。

廖省 Panipahan 一校长对学生施暴被拘。《千岛日报》2月 6 日报道：日前，廖省 Rokan Hilir
县 Panipahan 警局逮捕了一名卡尔蒂妮（Kartini）基金会初中学校的校长兼教师，他被指控对
46 名学生施暴。此前，该初中学校的学生 JA 的父母向警局举报称，2月 2 日上午 8时，校长
进入教室直接对包括 JA 在内的数名学生施暴，理由是他们 2月 1日没有来上课。若干学生脸
颊和耳朵有淤伤和破皮现象。警局接到报案后，立刻前往学校，将校长拘扣，并带往警局接
受调查。同时，警方还向目击者取证并统计受害者。受害者将前往社会保健中心进行伤情验
证。警方还与 Rokan Hilir 警局妇女与儿童保护部门取得联系，并将提供 Panipahan 社会保健中
心的验伤报告。

大学生在苏西洛私邸前示威，总统幕僚长称前任总统有权获保护。《千岛日报》2 月 8
日报道：前总统苏西洛·班邦·尤多约诺（印度尼西亚第六任总统）发推文，说他在古宁安
的住家受到上百人的“围攻”，他质问“是不是国家变了？因为律法不允许在私人住家前示
威”。总统幕僚长 Teten Masduki6 日回应称，前任总统也享有受政府保护的权利。Teten 还否
认了总统府有人在4日至6日在Cibubur举行的印尼大学生露营活动上煽动群众对苏西洛的示
威。治安与法律统筹部长威兰多也说，如果苏西洛认为安全受到威胁，可以报警，警察会强
制驱散这些示威者。但露营活动委员会主席 Septian Prasetyo 6 日接受电话采访时说，举行示威
的是来自全国各院校参加露营活动的上百名大学生，示威不仅在苏西洛住宅前举行，在国会
大厦前也有类似示威活动。

印尼监狱腐败惊人，罪犯通过贿赂守卫过上奢华生活。印尼媒体近日爆料称，一些犯人
通过贿赂守卫在监狱过着奢华的生活，甚至还有犯人在服刑期间去海外看球赛。消息传出，
印尼舆论一片哗然。印尼政府 9日向民众承诺，一定要严惩收受贿赂的狱警，捣毁监狱中的
“特殊房间”。

英国广播公司 9 日说，通过贿赂狱警换取奢华生活在印尼早就是公开的秘密。印尼杂志
《速度》曝光道，2010 年，一名应该在服刑的诈骗犯竟然出现在峇厘岛观看国际网球大赛。
而这并不是他在服刑期间的首次外出。印尼媒体说，这名犯人经常用假护照穿梭于多个国家
和地区，比如新加坡、中国澳门、马来西亚等。知情者透露，用钱收买狱警在印尼监狱司空
见惯，包括谋杀一名法官被判入狱 15 年的印尼前总统之子汤米•苏哈托、女商人舒雅，以及
制造巴厘岛夜总会恐怖袭击案并致 200 多人死亡的凶手阿里均通过贿赂狱警逍遥法外。

日惹数千的士司机反对网约的士。《千岛日报》2月 18 日报道：网约的士使传统的士司
机亏本。在日惹北部中央草坪，数千名传统的士司机示威拒绝网约的士。他们抬着上面写有
“企业家良心已亡”的抬尸架。高举写着“拒绝非法网约的士”、“支持省长将我们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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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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到中央”等内容的横幅。示威筹划者 Sutiman 表示：“自从有了网约的士，我们的收入降
低 90%。情况十分危急，因为我们的权益被剥夺了。”按法规，黑牌汽车是不可当的士的。
目前，日惹特区有 1200 多辆合法的士，但自从有了网约的士，合法的士的收入急剧下降。

坦格朗根治麻风病面临困境。《雅加达邮报》2月 19 日报道：印尼万丹省的坦格朗卫生
机构（Tangerang Health Agency）近日称，该地区面临难以根治麻风病的困境，原因是患者自
身常常逃避医务人员的救助。据坦格朗东部一个社区医疗中心的医务人员称，他们已获得多
位市民得病的消息，但是这些患者会拿出各种理由拒绝与医务人员见面、治疗，患者的家人
则会选择隐瞒病情。虽然麻风病传染率不高，但是十分受人歧视，因此坦格朗地区一直努力
遏制麻风病的蔓延。

万隆爆炸案嫌疑人是 IS 同情者。《联合早报》2 月 27 日报道：印度尼西亚警方说，27
日上午在万隆发生的爆炸攻击案中遭警方击毙的袭击者，可能是极端组织伊斯兰国的同情分
子。警方指出，该名袭击者骑摩托车来到西爪哇省首府万隆一栋政府建筑物，把一个用压力
锅和铁钉制成的炸弹放在庭院的角落，随后将炸弹引爆，并跑进大楼与警方对峙，还纵火焚
烧建筑物。后来，袭击者被印尼全国警察反恐特遣部队（Densus 88）击毙。警方猜测，这名
袭击者可能与支持伊斯兰国的武装团体神权游击队（JAD）有关。神权游击队名列美国国务
院恐怖组织名单当中。

3. 虚假新闻与新闻自由

记者受暴虐案提高 100%，新闻自由受压制。《千岛日报》2 月 10 日报道：印尼记者协
会（AJI）主席 Suwarjono 日前称，2015 年发生对记者施暴案件共 42 宗，2016 年则上升至 78
宗，对新闻工作者施暴案提高近 100%。在 78 宗施暴案中，有 3 宗最引人注目，引发公众哗
然：一是在棉兰市发生的空军人员围殴记者案；二是对采访玛琅飞机失事事件的记者施暴案；
三是在茉莉芬报道社会组织游行活动的记者受到陆军人员的粗暴对待。他认为，过去的一年，
印尼新闻记者处境愈加危险；新闻自由受到压制，治安当局经常对现场执行任务的媒体记者
实加多种暴力和压力。他认为，“使用治安手段是新秩序时期的解决方法，必须受到批评。
对记者施暴案大幅上升，是因为没有严格依法处置，致使暴虐案反复发生，施暴者从未受到
法律惩处，包括军警人员，他们仿佛拥有法外权。”

总统出席新闻日活动，强调抵制假新闻。《千岛日报》2月 10 日报道：佐科总统 9 日出
席在马鲁古省安汶市马鲁古警区广场举行的全国新闻日纪念活动时致辞说：“我深信假新闻
泛滥将使我们更成熟，将使我们更经得起考验。我们看到社交媒体传播的新闻没必要抱怨，
这是所有国家都存在的现象。”但总统要求各方尤其是主流媒体必须停止传播假新闻。总统
说：“主流媒体应该正视听，纠正社交媒体的错误，停止传播假新闻、分裂性新闻和诬蔑性
新闻。总统对新闻委员会为审核印刷媒体和电子媒体所作的努力表示赞赏。总统希望在安汶
市举行的全国新闻日纪念活动能推动大家坚守共同的承诺，共建设和谐印尼。

警察总局成立新部门应对社会媒介的发展。《雅加达邮报》2月 22 日报道：印尼国家警
察总局正式成立了一个新部门“多媒体部”，作为警局与公众对话交流的渠道之一。该部门
的成立是为了应对社会媒介被越来越广泛的运用的趋势，并且希望成为防止虚假消息泛滥的
有效手段。警局发言人表示，警察局不能仅仅依靠传统的交流渠道，而需要增加与大众的双
向沟通方式；在反虚假消息传播方面，警局要对公众所质疑的报道进行评估，从而避免其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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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大众。新部门的领导者Halimansyah 也表示，这个新职位对他而言是一个新的挑战。

4. 印度尼西亚宗教事务

伊斯兰捍卫者阵线（Islamic Defenders Front，伊斯兰捍阵）事件专题。伊斯兰捍阵成立于
1998 年，是印尼民主转型时期的产物。一些专家相信，军方（时任三军总司令维兰托）和警
方（时任雅加达警察首长努格罗）当时都参与了该组织的创建，以便在那个动荡不安的时期，
可以利用它来对付敌人。过去，在许多伊斯兰捍阵针对宗教问题展开的突击行动中，如在斋
戒月禁止卖酒、迫使当局取消美国流行乐歌手“Lady Gaga”演唱会及抗议世界选美赛在国内
举办等，都可以看到有警方参与或在场驻守，但却没有对它采取任何行动。也有一些精英分
子据称雇用该组织，替他们进行幕后交易。与印尼最大伊斯兰组织伊斯兰教士联合会
（Nahdlatul Ulama）及第二大伊斯兰组织穆罕默德迪亚（Muhammadiyah）相比，伊斯兰捍卫
者阵线只是一个小分支，专家估计最多只有 20 万人。

伊斯兰捍阵领导人哈比·利奇（Habib Rizieq）涉嫌诽谤印尼国父苏加诺以及质疑建国原
则，被警方正式列为嫌犯。有分析员认为，印尼当局采取行动旨在遏止强硬派穆斯林日渐扩
大的影响力。早在 2014 年，哈比就发出诽谤印尼开国总统苏加诺的言论，并质疑印尼“建国
五原则”（Pancasila）的合法性。根据印尼司法制度，当局若将某人列为嫌犯，即表示已搜集
足够证据可起诉此人。哈比目前未被逮捕，他最终如果被定罪，面对的最高刑罚是长达四年
九个月的监禁。对此指控，伊斯兰捍阵发言人斯拉梅誓言要抗争到底，并称当局的指控意在
“迫使要求伸张正义的穆斯林噤声”。伊斯兰捍阵去年年底多次在雅加达发起反钟万学大集
会，指钟万学亵渎可兰经，要警方将其逮捕。原本只属边缘组织的伊斯兰捍阵经过一次次大
闹之后，在全国知名度上扬。对此，印尼国家警察总长狄托（Tito Karnavian）警告，伊斯兰
极端主义正逐渐渗入印尼。

针对哈比的指控，有专家认为，当局欲对付这个与统治精英包括军警建立复杂关系的组
织谈何容易。雅加达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分析员托比亚斯告诉法新社，警方此时调查哈
比于 2014 年发表被指涉嫌诽谤苏加诺的言论，显然是获得总统佐科及政府的支持及默许，这
意味着当局已开始把枪口对准从边缘走向政治中心的伊斯兰捍阵。他指出，过去政府因担心
被指攻击伊斯兰，都避免采取行动压制伊斯兰捍阵，但现任佐科政府却决定对日益抬头的强
硬派势力“表达立场”。不过，开明派的穆斯林分子，同时也是钟万学竞选团队成员的昆托
表示，要对付伊斯兰捍阵并不容易，主要是因为这个组织有不少成员与一些政治人物及警方
关系匪浅。“一些在官僚内部的人及政治投机分子喜欢这个组织，因为他们可以利用它作为
（攻击政敌的）武器，还打着伊斯兰的名号（实施伊斯兰法）。”分析指出，当局现在对该
组织采取的行动有些“姗姗来迟”，而这可能无法彻底清除它的影响力；加上它错综复杂的
人脉，政府是否会解散它也令人怀疑。分析员认为，当局对付哈比，主要是防止他在即将举
行的雅加达特区首长选举及钟万学的“亵渎可兰经案”审讯期间生事。一旦风口浪尖的时刻
过了，相信该组织很可能又会恢复常态。

巴厘岛的数千名抗议者要求解散伊斯兰捍阵。《雅加达环球报》2月 7 日报道，数千位民
众参加巴厘岛登巴萨（Denpasar）的和平集会，要求解散强硬派伊斯兰捍卫者阵线（FPI），
因为该组织多次被指控煽动针对其他种族和宗教团体的暴力行动。参加集会的组织超过 15
个，他们认为伊斯兰捍卫者阵线是一个缺乏包容性的团体，甚至可能实际上代表“外国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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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是自称是伊斯兰的捍卫者，但所做的却是指责他人是异教徒。所有的印尼人都应该捍卫国
家不受到来自像伊斯兰捍卫者阵线这样缺乏包容性团体的威胁。

万鸦老大学生请求解散伊斯兰捍阵。《雅加达环球报》2月 12 日报道，北苏拉威西省（North
Sulawesi）的大学生在省会首府万鸦老（Manado）的民主党总部前面示威要求解散伊斯兰捍卫
者阵线（FPI）。这些示威的学生们对国家日益增多的激进主义表示抗议，并希望政府解散伊
斯兰捍卫者阵线以及其他激进组织。他们还呼吁民主党主席苏西洛停止不容忍的种族主义的
行为，呼吁印尼人要欣然接受官方国家意识形态“潘查希拉”的最初价值观。万鸦老大学生
表示，“潘查希拉”可以帮助人们过滤掉可能导致其误入歧途的信息和意识形态。印尼是绝
不容忍激进组织的，印尼是一个爱好和平的国家，印尼人一直坚持多元化的价值观。

印尼穆斯林学生示威抗议情人节。《联合早报》2月 13 日报道：印度尼西亚一所穆斯林
学校的学生 13 日在东爪哇省泗水举行示威，对情人节表示抗议，指责这是一个“鼓励人们随
意性交”的西方节庆。法新社报道，这群年龄介于 13 岁到 15 岁的学生高喊“对情人节说不”，
当中还包括多名穿戴头巾的女生。示威主办者潘杜说，电视节目“经常把情人节与随意的性
行为挂钩”，这“让我们感到害怕”。举办此次示威是为了对此表示抗议。此外，印尼各地
也有多个城市禁止人们庆祝情人节。

2017 年伊斯兰国家广播监管当局合作论坛闭幕。《千岛日报》2月 25 日报道：23 日，伊
斯兰国家广播监管当局合作论坛通过《万隆宣言》，就媒体在倡导宽容忍耐，铲除恐怖主义、
极端主义和对伊斯兰的恐惧心理方面所发挥的作用，达成多项共识。 论坛主席 Yuliandre
Darwis 表示：“（宣言内容涉及）反对任何形式的恐怖主义，加强文明对话和合作，提高广
播机构对自由发表言论的责任感，尊重伊斯兰教及其他一神论宗教，发挥广播弘扬价值观的
作用，反对恐怖主义和恐惧伊斯兰心理。”此外，宣言也包括对媒体从业者开展专业培训，
提高媒体应对恐怖主义和各种威胁的责任意识。会议还关注西方媒体夸大对伊斯兰的恐惧心
理，塑造伊斯兰负面形象的问题。对此，Darwis 表示：“伊斯兰恐惧症之所以有市场，是因
为社会民众的认知有限。对此，不能放任不管，各国要出台相关管理规定。”他还表示，各
国广播事业的发展不能总落后于信息技术的更新，否则会弱化监管力度。Darwis 认为召开论
坛最重要的作用就是为广播界所面临的问题寻找解决方法，他说：“好的管理就是重在实施
的管理，我们不能只停留在形式上的交谈层面。”

宗教人物涉及多个案件。《国际日报》2月 23 日报道：为了回应 2·21 示威群众对警方
把罪名强加给伊斯兰学者和大学生的指责，总警长迪托将军 2月 22 日在国会大厦与国会第三
委员会举行工作会议时表示，如果接到投诉，警方当然要跟进调查或进一步侦查。

迪托还说明了一些宗教人物包括 FPI 头目里捷西合（Rizieq Shihab）涉及的多个案件的进
展。其一是由西爪警方处理的涉嫌侮辱班渣西拉案，警方已审问 25 名证人，目前正在听取专
家的说明，并将与公诉检察官协调办案。其二是指控新钞票有镰刀和锤子标志的案件，对此
案的调查还在传唤证人阶段。其三是印尼天主教大学生协会投诉的涉嫌亵渎宗教案，此案将
尽快起诉。其四是里捷西合涉嫌在演讲中侮辱民防单位（Kesatuan Hansip）案，此案还在听取
证人的供词和专家的意见。其五是反政府嫌犯 Firza Husein 涉及的色情案。迪托说，总共有
12 个案件，警方还在调查过程中。对于 2·21 示威群众要求警方停止调查里捷西合涉及的案
件，总警长说，上述案件有的在调查阶段，有的在侦查阶段，警方将视案情的发展，看看是
否可以通过“修复性司法”来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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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印度尼西亚对外关系动态

1. 印尼与国际组织关系

【印尼与G20】 印尼外交部 2月 17 日报道：2月 16 日，印度尼西亚外交部长蕾特诺出
席在德国波恩举行的G20 部长会议，在主题为“改变我们的世界：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
的议会中表示：“我们的国家元首同意 2030 年的可持续发展议程，为全球提供更美好的未来，
这就是为什么国际合作是充分实现 2030 年议程的关键原因。”蕾特诺向二十国集团的成员承
诺，将一如既往地推进互利国际合作。印尼外长还号召，为确保全球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
的成功，二十国集团必须帮助发展中国家，给它们提供足够的资金和技术支持。

【印尼与MIKTA】 印尼外交部 2月 17 日报道：印尼外长蕾特诺出席在德国波恩举行的
G20 外长会议期间，参加了MIKTA（中等强国合作体）部长会议。会上，蕾特诺表示：“MIKTA
必须成为克服各种共同困难后成功地展开多边合作的榜样”。作为主要发言人，蕾特诺外长
介绍了缅甸若开邦最近的事态发展，认为若开邦地区面临着各种挑战，国际社会需要帮助缅
甸。此外，蕾特诺表示，印尼选择与缅甸进行建设性的接触，并提出了改善若开邦地区局势
采取的各种步骤。这些方案得到了MIKTA 外交部长的高度赞扬。

【印尼与欧盟】 印尼外交部 2月 23 日报道：印度尼西亚和欧盟成立了第一个关于环境和
气候变化的工作组。该工作组的成立，开启了印尼和欧盟合作的另一个重要的里程碑。会上
双方讨论了一系列关于环境和气候变化的问题，包括保护生物多样性、发展循环经济等。

2. 印尼与区域性组织关系

【印尼与 IORA】 印尼《好报》3 月 3 日报道：印尼外交部发布消息称，环印度洋区域
合作联盟（IORA,简称环印联盟，The Indian Ocean Rim-Association for Regional Cooperation）首
脑会议将于 3 月 7日在雅加达举行，目前已有 16 名国家领导人确定出席，其中包括 5名总统、
4名副总统、4名总理和 3名副总理。此次环印联盟会议的主题为“为印度洋地区的和平、稳
定和繁荣而加强海事合作”。

【印尼与东盟】 印尼外交部 2 月 20 日报道：印度尼西亚外交部长蕾特诺出席了在菲律
宾长滩岛（Boracay）举行的东盟外长会议。这也是菲律宾成为主席国后举行的第一次部长级
会议。作为 2017 年的东盟主席国，菲律宾将会议主题确定为“改变合作，参与世界”。会议
期间，东盟各国外交部长将讨论一系列重大问题，印尼特别强调东盟给其区域内人民提供明
确目标的重要性；在面对各种挑战中，东盟要继续加强其团结性和指向性作用。

印尼外交部 3 月 3 日报道：印尼代表团大使在 3月 1 日至 2 日于文莱斯里巴加湾市举办
的第 32 届东盟-日本论坛会议上表示，为解决本区域日益多样化的挑战，东盟国家和对话伙
伴必须着重考虑其道德和法律义务，以维护亚太地区的和平、安全和稳定。关于东盟-日本，
印尼高度赞扬了日本对一些机制运行的支持，如东盟-日本反恐对话（AJCTD）和东盟-日本网
络犯罪对话（AJCCD）。

3. 印尼对外双边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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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尼与埃及】印尼外交部 2 月 5 日报道：印尼外长蕾特诺在开罗同埃及外交部官员会
面时表示：“当前的全球动态和挑战要求我们通过双边或国际论坛加强国家间合作。”会议
讨论了全球和区域发展问题，探讨了东南亚和中东地区情势。蕾特诺外长借此机会强调，埃
及和印度尼西亚继续为区域和全球和平与稳定做出建设性贡献的重要性。埃及也赞赏印度尼
西亚在维持东南亚稳定与和平方面采取的各种步骤，包括帮助维护缅甸若开邦的局势。

【印尼与韩国】印尼外交部 2月 6 日报道：印度尼西亚外交副部长与韩国外交副部长于
2 月 6 日在雅加达联合主持了印度尼西亚和大韩民国第一次高级别战略对话会议，以加强双
边关系。会议讨论了双边合作的几个项目，包括国防合作、贸易和投资经济合作、海事合作、
社会和文化合作等。两位副部长也就共同关心的区域和全球战略问题交换了意见。

【印尼与南非】印尼外交部 2 月 7 日报道：2月 6 日，印度尼西亚外长蕾特诺作为总统佐
科的特使于南非当地时间晚上对南非总统雅各布·祖马（Jacob Zuma）在开普敦的住所进行
了礼节性的拜访。印尼外长蕾特诺表示，印度尼西亚的外交优先事务之一是加强与非洲国家
的经济关系。非洲是个很有潜力的地区，因此印尼要继续加强和扩大与该地区的合作，特别
是与南非的合作。南非总统祖马赞赏印度尼西亚优先考虑非洲地区。此外祖马还强调了两国
政府鼓励商人利用各种机会的重要性。

【印尼与新加坡】印尼外交部 2月 10 日报道：印尼外长蕾特诺与新加坡外长维文·布拉
克瑞施楠（Vivian Balakrishnan）于 2 月 10 日在新加坡举行双边会谈。蕾特诺表示：“我来新
加坡并不仅仅是为了庆祝印尼-新加坡建交 50 周年，也是为了交换印尼-新加坡关于东新加坡
海峡划定领海的批准书。”随着批准书的交换，印度尼西亚和新加坡现在只有一小部分海上
边界尚未划定。两位部长一致认为，印尼和新加坡的关系处于良好状态，这不仅从密切的经
济关系中可以看出，也体现在两国友好的交流中。

【印尼与美国】《雅加达邮报》2月 13 日报道：尽管美国总统特朗普出台了严厉的移民
政策，美国在棉兰（Medan）和孟加锡（Makassar）的代表仍开始着手解决罗兴亚穆斯林难民
问题。

【印尼与斯里兰卡】印尼外交部 2月 14 日报道：印度尼西亚总统佐科在向斯里兰卡
（Sri Lanka）赠送 5000 吨大米的人道主义救援捐赠仪式上表示：“只有印度尼西亚这个友好
而又伟大的国家愿意同斯里兰卡一起面对当前的种种困境。”人道主义外交是印度尼西亚为
促进全球和平与繁荣所做的外交努力的一部分，印尼将继续开展积极的人道主义外交，帮助
更多友好的国家。

【印尼与澳大利亚】《雅加达邮报》2 月 25 日报道：印度尼西亚总统佐科周六开始为期
两天的悉尼之行，并于当天中午与澳大利亚跨国公司的一些 CEO会面。佐科表示，尽管国内
国外充满挑战，印尼仍保证会为投资者创造更加有利的投资环境。2015 年澳大利亚在印度尼
西亚的投资达到 1.68 亿美元，其中大部分进入了矿业和旅游业。

【印尼与法国】印尼外交部 2月 28 日报道：印尼外长蕾特诺今日在外交部的潘查希拉
（Pancasila）大厦与法国外长让·马克·艾罗（Jean Marc Ayrault）举行双边会谈。双方签署了
关于外交培训和空间合作的两项谅解备忘录（MoU）。蕾特诺表示：“两种形式的合作将不
断加强印尼与法国之间的关系。”双方举行外长会议，旨在为 2017 年 3 月法国总统奥朗德
（Francois Hollande）访问印尼做准备。

http://www.cistudy.cn/do/search.php?type=title&keyword=%B9%AB%CB%B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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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印尼-中国关系动态

1. 印尼-中国经贸合作

中国罕王将恢复印尼镍矿石项目采矿生产。中国-印尼经贸合作网 2月 6 日报道：中国罕
王宣布，公司即将在 3年停产维护后恢复印尼红土镍矿项目的生产，并将很快实现红土镍矿
的销售收益和现金流。就恢复印尼镍矿石项目采矿生产，公司已委聘 PT. Maha Bhakti Abadi
（MBA）管理镍矿开采、生产及买卖来自镍矿项目附属公司 PT. Konutara Sejati（KS）部分镍
矿采区的镍矿产品，MBA须与KS 分享销售镍矿产生的溢利，合作协议将于 2018 年 3 月前持
续生效。MBA 将于开采期内开采及销售至少 150 万湿公吨镍含量 1.9%或以上的镍矿石。另
外，KS与一家独立第 3方买方订立买卖协议，据此KS将向买方出售 10 万公吨镍矿石，总代
价为 100 万美元(如买方要求使用 KS 联属公司所拥有的码头以运送镍矿石)；或 90 万美元(如
买方并无要求使用该码头以运送镍矿石)。

印尼游戏公司获中国公司投资，目标是全球市场。中国-印尼经贸合作网 2 月 8 日报道:
据 dealstreetasia 报道，印尼本土独立游戏开发商 Toge Productions 对外宣布，已获得Discovery
Nusantara Capital（DNC）的战略投资，具体金额尚未透露。该公司的 CEO，Kris Antoni 在一
篇新闻报道中提到，DNC不仅仅给予资金，还提供非常重要的战略资源，其中包括海外游戏
市场的合作渠道等。DNC的这笔投资，将用于研发更多的游戏产品以及发行到全球市场。

中国成印尼非油气产品最大贸易伙伴。《好报》2 月 9 日报道：2016 年印尼与中国贸易
总额 457.83 亿美元，同比增长 7.79%；其中对中国出口 150.97 亿美元，同比增长 13.85%，占
印尼非油气类产品出口总额的 11.49%。中央统计局 2017 年 1 月 16 日公布的数据显示，2016
年，中国继续成为印尼非油气产品第一大贸易伙伴，日本和美国分居第二和第三位。按出口
额计算，中国为印尼第二大出口国，美国和日本分居第一和第三位。2016 年印尼与中国贸易
总额 457.83 亿美元，同比增长 7.79%，其中对中国出口 150.97 亿美元，同比增长 13.85%，占
印尼非油气类产品出口总额的 11.49%；自中国进口 306.86 亿美元，同比增长 5.0%，占印尼非
油气产品进口总额 26.24%。

印尼出口主要市场占有率开始从美国转移到中国。《好报》2月 17 日报道：中央统计局
数据显示，今年正月份贸易顺差达到 14 亿美元，其中出口总值达 133 亿 8000 万美元，进口
总值达 119 亿 9000 万美元。中央统计局局长苏哈利延托（Suhariyanto）透露，非油气出口市
场占有率己经开始从美国转移到中国。根据官方统计数据，出口到中国的非油气总值达到 15
亿美元，或占出口总值的 12.80%。与此同时，通常是排在首位的美国，出口至反而仅达到 14
亿 3000 万美元，或占总出口值的 11.77%。

中国银行成印尼最大人民币现钞的供应商。《好报》2 月 17 日报道：作为最早进入印尼
的中资企业，中国银行雅加达分行再添新网点。16 日，中国银行雅加达 PIK 支行开业，该行
在雅加达的分支机构由此增加至 7家。在印尼央行根据"CAMEL 评级法" 评级中，中行雅加
达分行多年一直保持驻印尼外资银行中的最好级别，并连续多年荣获印尼主流媒体《BISNIS
INDONESIA》评选的"印尼最佳效率银行" 称号。

中印尼金融合作又结硕果 建行印尼隆重揭牌。中国新闻网 2 月 25 日报道：中国建设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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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印度尼西亚)股份有限公司揭牌仪式，24 日晚在印尼首都雅加达隆重举行。据建行印尼总
裁李国夫介绍，建行印尼由印尼温杜银行（PT Bank WinduKentjana International Tbk）与安达
银行（PT Bank Antardaerah）合并而成。2016 年 9 月，中国建设银行完成对温杜银行 60%股份
的收购。经中国和印尼监管机构的批准，印尼温杜银行正式更名为中国建设银行印度尼西亚
股份有限公司（PT Bank China Construction Bank Indonesia Tbk）。截至 2016 年末，建行印尼
在印尼国内 15 个省份拥有 112 家分支机构，通过多元化渠道为客户提供范围广泛的产品和服
务。

小米开始在印尼生产智能机年。《好报》2月 13 日报道：中国知名手机制造商小米公司
宣布，小米已开始在印尼本土生产手机，该工厂年产量可达 100 万台，产品主要供应印尼市
场。从 2017 年起小米在印尼销售的手机将实现 100%本土化。报道称，小米的本土生产工厂
设在峇谭岛（Batam），该岛是印尼-马来西亚-新加坡经济三角地区的一部分，以工业城市与
交通枢纽闻名。

印尼中国商会首次媒体吹风会在雅加达举行。中国-印尼经贸合作网 2月 8 日报道：2017
年 1 月 18 日,印尼中国商会在印尼雅加达举行首次媒体吹风会，介绍中资企业在印尼投资经营
以及履行社会责任总体情况。印尼安塔拉通讯社、罗盘报、雅加达邮报等当地主流媒体及部
分国内媒体近 40 名记者应邀出席活动。 印尼中国商会介绍称，近年来随着中印尼经贸合作
进一步加强，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前来印尼投资兴业。中国企业来印尼投资，不仅带来资金、
技术，还直接促进了当地就业，通过落实企业社会责任造福于当地人民。

2. 印尼-中国政治关系

印尼外长蕾特诺会见中国外长王毅。《雅加达环球报》2月 17 日报道：2月 17 日，在德
国波恩二十国集团外长会上，外长蕾特诺和中国外长王毅进行了会面。双方均表示，尽管两
国目前经济合作成果显著，但仍有发展的空间，双方就进一步扩大和深化经济合作达成共识。

谢锋大使会见印尼穆联总主席纳西尔。中国驻印尼大使馆 2月 21 日报道：2月 20 日，谢
锋大使会见印尼第二大穆斯林团体—穆罕默迪亚（穆联）总主席海达尔·纳西尔，双方就中
印尼关系、两国宗教、经贸、旅游等领域交流合作等进行了积极、富有成效的交流。纳西尔
总主席表示，谢大使的介绍加深了他对中印尼关系、两国经贸合作和中国民族宗教政策的了
解。穆联愿意加强与中国在教育、卫生、青年等领域的交流与合作，增进中印尼两国穆斯林
及两国人民之间的了解与友谊。

3. 印尼-中国人文交流

2017 年“文化中国·四海同春”印尼首演在棉兰开场。《千岛日报》2月 6 日报道：4
日晚，能容纳 3000 多名观众的印尼棉兰弥勒慈光佛院航空大礼堂座无虚席，棉兰华人与各界
嘉宾一道共同享受了一场来自中国顶尖文艺团体的新春盛宴。作为 2017 年“文化中国.四海同
春”在印尼的首演地，棉兰各界表现出了极大的热情，印尼苏北省省长东姑•艾利•努拉迪先
生出席了演出开幕式并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表达了加强与中国各地多领域合作的愿望。

中国驻登巴萨总领馆与峇厘省政府联办春节庆祝活动。《千岛日报》2月 10 日报道：2
月 8 日晚，中国驻登巴萨总领馆与巴厘省政府在登巴萨市峇厘艺术中心联合举办 2017 年春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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庆祝活动。中国驻登巴萨总领事胡银全及夫人、巴厘省省长夫妇、巴厘省文化局局长、巴厘
省旅游局局长、巴厘省议长代表、警区长代表、军区司令代表等当地军警政要员及美国、日
本、澳大利亚等国驻登巴萨领事官员和华人社团、中资机构代表、中国教师志愿者及当地民
众等近 1000 人欢聚一堂，共庆新春佳节。

中国驻印尼泗水总领馆举办 2017 年春节招待会。中国侨网 2月 11 日报道：9日晚，中国
驻印尼泗水总领馆举办春节招待会，领区内中国教师、留学生、中资企业代表及部分当地杰
出华教人士等近 300 名嘉宾出席，共同庆祝 2017 年春节。中国驻印尼泗水总领事顾景奇为大
家送上诚挚的新春祝福，并回顾 2016 年中国政治、经济、社会等方面取得的巨大成就。活动
现场张灯结彩，洋溢着欢乐祥和的节日气氛，中国教师与留学生自编自导自演的文艺节目赢
得阵阵掌声，总领馆也为大家献上《相亲相爱的一家人》合唱表演。招待会在《难忘今宵》
的乐曲声中落下帷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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