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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印度尼西亚政治动态

1. 印尼中央政府

佐科表示印尼是温和伊斯兰的典范。《雅加达环球报》7 月 3 日报道：周一总统佐科周

一表示相信，印尼仍然是一个温和的伊斯兰教的典范，反对批评人士指出的激进穆斯林团体

组织的大规模集会，以及前雅加达省长钟万学因亵渎罪被监禁是其声誉正在崩溃的证据的说

法。 多元主义一直是印尼DNA的一部分，尽管面临许多挑战，但印尼的伊斯兰教一直是一

股温和的力量。印尼的“潘查希拉”国家意识形态包括国家统一、社会正义和民主，以及信

仰上帝，并将宗教多样性纳入世俗的政府体系。

印尼准备迁都，但新址尚在论证之中。《雅加达邮报》7 月 4 日报道：政府正在考虑将

首都从雅加达迁至另一地区，但尚未对可能的地点作出任何最终决定。土地与空间规划部部

长索菲安（Sofyan Djalil）表示，佐科总统命令国家发展规划机构为首都城市的重新安置工作

进行技术研究。国家发展规划部长班邦•布洛佐尼格罗（Bambang Brodjonegoro）宣布，他的

部门与公共工程和住房部门将努力在今年完成这项研究，这样就可以在明年开发基础设施。

政府迁都的焦点问题是选址、城市空间规划和资金。但在《雅加达邮报》7月 15 日却报道，

总统佐科透露，国家发展规划机构已将三个省作为新首都的备选选址，然而佐科拒绝透露是

哪三个省份，以防止投机者购买土地从首都搬迁中获益。据悉，国家发展规划机构领导的研

究小组正在对这些省的各个方面（经济、社会、政治、基础设施以及灾害弹性等）进行评估。

总统将出台国家反贪战略。《千岛日报》7 月 8 日报道：政府正制定国家反贪战略，并

为此颁布总统条例。总统幕僚长德登（Teten Masduki）表示，调查权是国会的权力范围，政

府不能干预。但总统一贯支持肃贪委加强肃贪努力，其中一个步骤就是出台国家反贪战略总

统条例。“预防”成为这项总统条例的重点，旨在推动信息公开，包括国家和地方的财务信

息。佐科总统之前回应国会调查权作时明确表示，调查权是国会的权力，但也不要试图削弱

肃贪委。

佐科签署法规解散伊斯兰解放阵线。《雅加达邮报》7月 11 日报道：佐科总统已经签署

了一项法规取缔印尼伊斯兰教解放阵线（HTI）组织，该组织寻求建立一个全球伊斯兰哈里

发国家。政治法律和安全统筹部长维兰托（Wiranto)将在周三宣布这一决定。印尼最大的穆斯

林组织伊斯兰教士联合会（Nahdlatul Ulama）主席沙依特•阿吉尔（Said Aqil Siraj）周二会见佐

科，也证实佐科已经决定解散HTI。政治分析家西德尼·琼斯（Sidney Jones）却认为，解散

HTI 不仅是政治无能的表现，而且可能会刺激更多的印尼宗教组织的极端化。她警告这个决

定可能会困扰佐科政府。

2. 印尼民意代表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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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协商会议主席表示迁都将给国家预算带来负担。《雅加达邮报》7 月 6 日报道：印

尼人协建议总统佐科推迟迁都计划，因为这会给国家预算带来负担。 人协主席兼国家使命党

（PAN）主席祖尔基夫利·哈桑（Zulkifli Hasan）表示，爪哇和苏门答腊的道路建设还没有完

成，更不用说其他的基础设施项目；而国家预算非常有限，我们必须把重点放在这些项目上。

此前，公共工程和住房部长巴苏基（Basuki Hadimuljono）也表达了忧虑，他说，新首都需要

政府公共建筑、公共交通系统、排水系统和住房等基础设施。中央政府公务员的数量达到 90

万，他们也需要房子。言外之意，这将是一项耗费巨大的系统工程。

国会议长未能出席电子身份证采购贪污案的审问。《雅加达邮报》7 月 7 日报道：由于

健康原因，国会议长塞特亚·诺凡多（Setya Novanto）已通知肃贪委调查人员，周五，他作

为电子身份证采购贪污案的嫌疑人将不能出现在肃贪委（KPK）办公室。电子身份证采购贪

污案涉案人员众多，塞特亚·诺凡多于去年 12 月 13 日和今年 1月 10 日已经受到肃贪委调查

人员两次讯问，据信，他与涉案的两位前内政部官员伊尔曼（Irman）和苏吉哈托（Sugiharto）

有关联。

国会调查小组将召唤肃贪委现任和前任领导人。《雅加达邮报》7月 12 日报道：国会肃

贪委调查小组将召唤肃贪委现任和前任领导人，以了解肃贪委的工作。调查小组副主席陶菲

克（Taufiqulhadi）表示，调查小组需要从肃贪委前领导人那里了解详细的信息和证据。成立

调查小组已经受到了各方的尖锐批评，他们认为这是国会削弱肃贪委的一个策略。但调查小

组声称已经发现了肃贪委涉嫌的大量违规行为。陶菲克称确信，这些违规行为持续的时间涵

盖现任肃贪委主席阿古斯（Agus Rahardjo）的任期和前任主席鲁吉（Taufiequrachman Ruki）的

任期。

国会议员集体出席全体会议。《雅加达邮报》7月 20 日报道：几乎所有的国会成员在周

四出席了全体会议，准备对选举法案五个有争议的条款进行投票，该选举法案将决定 2019 年

大选。 之前的全体会议一般只有不到一半的国会成员出席，然而，周四的会议记录显示，560

名议员中至少 534 人出席，出勤率达到 95.4%。据悉，新的选举法案关涉大多数党派利益，所

以它们指令本党成员参加全体会议。

国会表决通过选举法案。《国际日报》7月 22 日报道：国会全体会议 7月 21 日凌晨终于

批准通过选举法草案，包括对选举法中的 5个争议问题作出决定。这 5个问题是：选举制度，

总统候选人提名门槛，议会门槛，选票转换成议席方式，以及每个选区的席位分配。国会大

多数派系赞同采用总统候选人门槛保持为 20~25%的 A配套方案。在选举法草案未通过之前，

国会各派系分别就A、B、C三套方案展开将近 8个小时的游说和辩论，最终有 6 个政党选择

了A方案，这六个政党是民主斗争党、专业集团党、建设团结党、民族觉醒党、民主国民党

和民心党。而大印尼运动党、繁荣公正党和民主党则选择总统候选人门槛为 0%的 B方案。只

有国家使命党独树一帜，选择总统候选人门槛为 10~15%的 C方案。

3. 印尼政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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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斗争党希望国家使命党离开政府联盟。《千岛日报》7 月 15 日报道：民主斗争党

（PDI-P）秘书长哈斯托（Hasto Kristiyanto）表示，希望将多次提出异议的国家使命党（PAN）

从支持政府的联盟政党中排除。对于在雅加达地方首长选举中，与联盟中的其他政党支持的

候选组合相左一事，国家使命党回应称这是正常现象。国家使命党中央领导委员会主席延德

利（Yandri Susanto）还表示，在选举法案的讨论中国家使命党提出异议，是因为每个政党都

要考虑在未来的地方首长选举中所处的命运。如果上述两点成为斗争民主党考虑将国家使命

党从联盟中除去的理由，国家使命党表示反对。延德利还表示国家使命党将等待总统的决定。

主席被指定为嫌疑人后，专业集团党准备下一步行动。《雅加达邮报》7 月 18 日报道：

在专业集团党（Golkar）主席、国会议长塞特亚·诺凡多被肃贪委指定为电子身份证贪污案

的嫌疑人后，专业集团党正准备下一步的行动。专业集团党秘书长伊德利斯（Idrus Marham）

表示，专业集团党已经委派国会的专业集团党派立刻研究肃贪委指控塞特亚·诺凡多为嫌疑

人的决定。专业集团党执行主席努尔丁·哈利德（Nurdin Halid）表示，专业集团党已成立了

专门团队，通过法律途径维护本集团的利益。

民主斗争党希望选举法案尽快审议通过。《国际日报》7月 21 日报道：国会民主斗争党

（PDI-P）派系议员阿里亚（Aria Bima）7 月 20 日在国会全体会议上表明，民主斗争党要求全

体会议直接通过投票来完成选举法草案的立法程序。阿里亚表示，选举法草案的实质内容已

由普选特别委员会讨论过，而且许多事项已作出决定，因此，国会全体会议只需要对普选特

别委员会的决定投票作出决策，免于陷入冗长繁琐的过程，而冗长的决策过程将阻碍印尼的

民主化进程。

繁荣公正党将推举德迪－阿迈德为西爪哇正副省长候选人。《千岛日报》7月 25 日报道：

繁荣公正党（PKS）总主席梭希布尔·伊曼（Sohibul Iman）23 日在万隆出席万隆市繁荣公正

党干部动员及联谊会后透露，繁荣公正党和大印尼运动党（Gerindra）确定将推举德迪－阿迈

德（Deddy Mizwar- Ahmad Syaiku）为 2018 年西爪哇正副省长候选人。繁荣公正党经过内部筛

选，确信阿迈德搭档德迪的可能性达 95%。梭希布尔相信，阿迈德在立法、行政及地方议会

的工作经验丰富，所以他很有可能被推举。

普拉博沃欲拜会苏西洛。《千岛日报》7 月 27 日报道：大印尼运动党总主席普拉博沃

（Prabowo Subianto）欲拜会民主党（PDI）总主席苏西洛（Susilo Bambang Yudhoyono）。民

主党对此表示欢迎，称会见对结盟至关重要。民主党辅导委员会副主席阿古斯（Agus

Hermanto）7 月 26 日在国会大厦表示，两人在两个或三个方面存在协调的可能性。因为大印

尼运动党和民主党同意的总统候选人提名门槛都不到 20%。在宪法法院对总统门槛作出裁决

之前，民主党必须寻找结盟，从现在起必须建立沟通。

专业集团党表示全力支持佐科竞选连任。《国际日报》7月 31 日报道：专业集团党副秘

书长哈桑（Ace Hasan Syadzily）明确表示，专业集团党在 2019 年大选中将继续全力支持佐科

竞选连任。他于 7月 30 日在雅加达出席一个研讨会时阐明，2016 年专业集团党全国领导人大

会一致决定继续支持佐科总统。全国领导人大会作出的决定不能随意更改，如果要改变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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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重新举行大会，撤销 2016 年大会的决定。哈桑表示，民族民主党和罗马胡尔阵营

（Romahurmuziy）的团结建设党（PPP）也已签约支持佐科竞选连任。他坚信民族复兴党（PKB）

也将支持佐科。他认为，虽然大选的政治较量距今还有两年时间，但政治动态还有可能出现

变局。

4. 印尼特殊部门

国会肃贪委特别委员会委员探监贪污囚犯。《印度尼西亚商报》7 月 7 日报道：肃贪委

特别调查委员会的一举一动已成为社会舆论的焦点，民众甚至严厉批评特委会的举动。周四

（7 月 6 日）肃贪委特别委员会委员前去万隆苏卡密斯金（Sukamiskin）监狱探望服刑的贪污

囚犯，据说是为了调查肃贪委在反腐中是否存有违法行为。肃贪委特别委员会还计划到雅加

达东区邦多（Pondok Bambu）监狱取证。肃贪委特别委员会主席阿坤（Agun Sudarsa Gunandjar）

希望民众对特别委员会委员探访服刑囚犯一事不要有负面的解读。阿坤称，特别委员会的目

在于建立一个公平的道义。

肃贪委指定塞特亚·诺凡多为电子身份证贪污案嫌疑人。《雅加达邮报》7月 17 日报道，

肃贪委已指定国会议长塞特亚·诺凡多为电子身份证贪污案件的嫌疑人。据报道，该案件致

使国家损失 2.3 万亿卢比。肃贪委主席阿古斯此前曾暗示，肃贪委指控该案件新的嫌疑人 SN，

于 2009—2014 年是国会议员。阿古斯表示，SN和 AA在为项目规划和采购物品过程中起关键

作用，其中 SN是指塞特亚·诺凡多，而 AA即指商人安迪（Andy Agustinus），后者是肃贪

委早期指定的嫌疑人。

5. 印尼地方政府

雅加达政府将要削减不上班公务员的津贴。《雅加达邮报》7 月 2 日报道：雅加达政府

宣布，除非正式休假，否则所有公务员都必须在周一返回工作岗位，否则他们的津贴将被削

减。雅加达就业机构负责人阿古斯（Agus Suradika）表示，采取严厉的措施，是为了确保所有

的公务员在 10 天的开斋节假期结束后返回工作岗位。按照计划，削减津贴会有所不同，从一

个月到三个月不等。过去，城市行政部门的公务员因在开斋节后缺席工作而臭名昭著，而且

往往不去上班。但在 2012 年，时任雅加达省长的佐科和他的副手钟万学提出了严格的执行规

则和基于精英的工作道德，才逐渐改变了这一坏习惯。

雅加达将改组官僚机构以加快工作进度。《雅加达邮报》7 月 5 日报道：雅加达政府将

重组其机构，以加快落实政府的计划和项目。雅加达省长查罗特（Djarot Saiful Hidayat）表示，

他的目标是在 10 月任期结束前完成政府正在进行的计划。这一重组过程还需要填补退休官员

留下的空缺职位，重新安排所有官员，包括高级官员。一旦最终决定，他将在执行计划之前

向内政部咨询相关问题。 在过去几年里，雅加达经历了几次人事变动，包括今年早些时候，

前代理省长苏马索诺（Sumarsono）变更了 5038 名市政官员的职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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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罗特警告，反“潘查希拉”的公务员必须辞职。《雅加达邮报》7月 24 日报道：雅加

达省长查罗特警告他的职员，如果他们觉得“潘查希拉”意识形态是无关紧要的，就必须辞

职。查罗特说，所有的公务员都发誓要保护和遵守“潘查希拉”意识形态；那些反对“潘查

希拉”的人应该离开这个国家，去找其他适应他们意识形态的国家。查罗特紧跟着中央政府

维护“潘查希拉”的尝试，对威胁“潘查希拉”意识形态的组织的镇压发表了这一意见。内

政部长扎赫约·库莫罗（Tjahjo Kumolo）曾敦促所有参与任何违反“潘查希拉”原则活动的

公务员自愿辞职。

查罗特同意上调津贴。《千岛日报》7月 28 日报道：雅加达政府支持上调雅加达地方议

会领导和议员们的津贴。雅加达省长查罗特 7 月 26 日在雅加达地方议会大厦举行的会议中，

对雅加达地方议会领导层和议员们财权和行政权方面发表看法。他表示，依据有关地方议会

领导及议员的财权和行政权的 2017 年第 18 号政府条例，（雅加达地方）政府原则上支持上

调雅加达地方议会领导和议员们的津贴，促进其工作业绩。查罗特的此番表态博得全场议员

们的热烈掌声。

【编者评论】

在政治上，印尼本月有两件重要事件值得关注：一是新选举法的通过及对 2019 年总统选

举的预热；二是肃贪委针对电子身份证采购贪污案的调查及国会对肃贪委违规行动的特别调

查。两件事都牵动了印尼各政治势力的神经，也为全国普通民众所关注。

新选举法几经讨论，终获通过，预示了新一轮的总统选举进入了预热阶段。在佐科总统

治理国家方面和外交事务上有声有色的工作获得印尼民众普遍看好的背景下，专业集团党联

合其他一些政党率先表态，支持佐科总统连任，以为本党在下一届政府中谋取更大利益，不

失为先见之明。

国会成立了肃贪委特别调查委员会，称已经发现了肃贪委在其反腐工作中涉嫌大量违规

行为。肃贪委诞生于 2002年，其主要任务提高肃清贪污刑事罪行的能力和效果，以弥补警察

和检察机构在反腐方面的软弱无力。但实践表明，印尼贪腐严重，贪污不只是存在于权力中

心，也蔓延到地方机构，甚至各地各个角落。国家机构，无论是行政机构，立法机构，或是

司法机构，都未能幸免于贪污。在这种情况下，肃贪委的工作确实量大任重，落得个两头不

讨好：一是反腐得罪了权势阶层，肃贪委成为它们的眼中钉肉中刺；二是反腐成效于民众的

期待还有相当大的差距，民众希望加大肃贪委的独立性及反贪力度。在这样的背景下，国会

一意孤行地对肃贪委行使调查权，令肃贪委处于被动尴尬的境地。

在对肃贪委的调查方面，除了总统佐科坚定支持肃贪委外，普通民众也对国会肃贪委特

别调查委员会的法律地位和政治代表性存有疑问。肃贪委是为了实现公正和繁荣的社会，依

据潘查希拉和 1945年宪法成立的。它是印尼宪政体制的主要组成部分。宪法法院认为，肃贪

委需要独立性和自主性。强调肃贪委的独立性，和在执行任务和行使职权中，不受任何权力

的干扰，恰恰是重要的，避免肃贪委的官员处事犹疑不决。而国会是民意代表机构，国会议

员是人民的代表，本应该受到人民的支持，代表人民的意见，应该把打击贪污腐败作为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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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职责，而不是阻碍肃清贪污工作的进程。现在国会调查肃贪委，恰逢肃贪委指控国会议长

和一些现任及前任国会议员贪腐嫌疑之际，大有伺机报复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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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印度尼西亚经济动态

1. 印尼政府经济政策

政府针对廉价公寓提出先租后买方案。《雅加达邮报》7 月 1 日报道：印尼公共事物与

住房部拟推出一项法规以精细化廉价公寓的所有权转让程序，尤其是那些国家支持建造的公

寓。该法规将推行先租后买的方案，即将租户每月付款的房租视为购买房屋的按月分期付款，

这样，当租户完成按月分期付款时，公寓所有权也将归为租户所有。

财政部长:国家财政赤字可能增长至 2.60％。《雅加达邮报》7 月 3 日报道：财政部长斯

莉﹒穆尔亚妮﹒英德拉瓦迪（Sri Mulyani Indrawati）称，由于财政支出和税收的双重改变，国

家财政赤字可能会从年初的 2.41％增至 2.60％。部长解释说，此番赤字上涨，主要是由于紧

急支出的上涨造成的。为了控制赤字，政府将在寻求增加财政收入的同时，提高财政支出使

用效率。斯莉同时也强调，虽然国家债务上涨，但不足国家GDP 的 30％，依然处于安全水

平。

11 个经济特区投资额突破 221 万亿盾。《千岛日报》7 月 8 日报道：政府定下指标，印

尼 25 个经济特区的建设逐步进行至 2019 年，将吸引 669 万亿盾的投资和 625583 名员工。据

加快优先基础设施建设委员会统计，至 2017 年 6 月底，印尼 11 个经济特区已吸引 221 万亿

盾的投资。印尼政府为经济特区投资者提供包括税务和非税务的各种优惠，如免除进口税，

提供海关准证便利等。

印尼渔业政策效果卓著，贸易平衡列东南亚第一。印尼《好报》7月 11 日报道：海事和

渔业部长苏茜（Susi Pudjiastuti）证实，在清除非法捕捞政策成为苏茜部长的工作重心之后，

海事渔业部颁布的系列政策取得了良好效果，并为渔民们所切身感受。渔民交换价值（NTN）

增加 5到 7%，渔业交换价值增加了 20%，而且印尼贸易平衡首次名列东南亚第一。

印尼政府将再增加 12 万亿盾征地资金。印尼《国际日报》7 月 19 日报道：国家资产管

理机构主任拉哈尤（Rahayu Puspasari）近日在雅加达表示，政府将通过国家资产管理机构再

增加用于基础设施项目的征地预算开支，从原先的 20 万亿盾增为 32 万亿盾，这笔资金是用

来赔偿建设高速路、铁路、海港港口和水库等基础设施所被征用土地。

财长称，印尼人均收入升至 4796 万盾。印尼《商报》7月 20 日报道：财政部长斯莉在雅

加达宣布，2016 年印尼经济增长达 5.02%，比 2015 年的 4.8%更高。而印尼人均年收入达 4796

万盾，也高于 2015 年的 4514 万盾。

INDEF 揭示印尼稻谷生产成本高的原因。印尼《好报》7月 28 日报道：经济与金融发

展研究机构（INDEF）执行总监 Enny Sri Hartati 对世界银行关于印尼稻谷生产成本高的研究

结果进行了说明。他说，由于只有 40%农民使用津贴化肥，加上津贴种子常常不能及时送到

农民手上，因此，印尼稻谷生产成本比越南贵两倍。印尼稻谷生产成本每公斤 4.079 盾，远高

于越南稻谷每公斤 1.679 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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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印尼银行及金融业

印尼中央统计局：6月份通胀率 0.69%。印尼《国际日报》7月 4 日报道：中央统计局发

布最新报告说，今年 6 月份因包含了圣斋月和解禁节，致使月度市场通胀率上升为 0.69%，

成为最近三年以来含有圣斋月和解禁节月度的最高通胀率。中央统计局主任苏哈里彦托

（Suhariyanto）7 月 3 日下午在雅加达统计局大厦召开的记者会上表示，由于 6月份全国平均

通胀率为 0.69%，因此造成今年累积通胀率为 2.38%，预计全年通胀率为 4.37%。

有效利用国债，达尔敏称不必担忧国家筹集资金发展基建。印尼《商报》7月 11 日报道：

针对印尼国内不少经济观察家担忧国家积极筹集资金发展基础建设工程促进经济增长，经济

统筹部长达尔敏·纳苏迪安（Darmin Nasution）表示，只要加强对国债风险管控和充分发挥

并有效使用国债，将有利于印尼经济增长，印尼的政府债务与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例

仍处于低于 30％的安全范围内。同时，达尔敏补充说，为了减少对债务的大量依赖，政府开

始选择邀请私企参与国家战略性基础设施项目的投资，以弥补政府发展基建资金的需要。其

中之一是通过国民建设规划部（Bapennas）规划中的非预算投资计划（PINA）的方案，筹集

资金发展印尼基础设施。目前通过该 PINA 方案发展的基建项目是横贯爪哇岛高速公路建设。

根据政府 2017 年收支预算假设，国家所得预算为 1714 兆 1000 亿盾，而开支预算为 2111 兆

4000 亿盾。因此，政府需要寻找其他资金来源以弥补政府的财政开支赤字预算。

印尼全年税收指标升为 1472.7 万亿盾。印尼《国际日报》7月 15 日报道：印尼政府代表

与国会预算委员会仍在讨论 2017 年国家收支预算修正案，其中，确定了某些宏观经济指标和

规划，如全年经济增长率为 5.2%，市场通胀率为 4.3%等；但也调整了某些指标，如今年国家

税收指标从原先的 1450.9 万亿盾提升为 1472.7 万亿盾。据悉，今年上半年，包括所得税和海

关税等国家税收共计约 571.9 万亿盾，比起去年同期 522 万亿盾增加了 9.6%。

简化印尼盾面值势在必行。印尼《好报》7 月 20 日报道：政府和印尼央行更加坚定要实

施简化 redenominasi 盾币面值。政府认为，除去盾币的三个零会更方便流通。印尼央行预测

简化盾币面值的过渡时期约为七年。

印尼津贴预算开支增为 168.8 万亿盾。印尼《国际日报》7月 29 日报道：在 2017 年国家

预算修正案开支总额为 2133.2 万亿盾之中，包含了中央政府预算开支额 1366.9 万亿盾，以及

中央转拨给地方上的开支 776.3 万亿盾。上述中央政府预算的 1366.9 万亿盾之中，包含了部门

和机构开支的 798.5 万亿盾和非部门和机构开支的 568.37 万亿盾。而在非部门和机构开支之

中，包含的津贴开支额为 168.8 万亿盾，这比先前预算案所建议的 160.1 万亿盾略有增加。

3. 印尼企业界

为繁荣国内市场，印尼狮航集团新增 10 条航线。《雅加达环球报》7月 1 日报道:印尼狮

航集团 7月 1日宣布，为开发国内市场，其旗下的低成本航空狮航和翼航将新增 10 条国内航

线。狮航集团公关经理 Andy M.Saladin 说，新航线的开辟将使印尼各地区人们的出行更为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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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狮航开辟的新航线包括：廖内巴淡到楠榜省班达楠榜航线，从西加里曼丹坤甸到西爪哇

万隆航线，以及两条从日惹到南苏门答腊巴邻旁航线。翼航开通的新航线包括：南苏门答腊

棉兰到占碑航线，西爪哇打横到雅加达航线，雅加达到万隆、万隆到西爪哇玛琅、玛琅到南

苏拉威西望加锡的航线，东加里曼丹巴厘巴板到中加里曼丹帕朗卡拉亚、望加锡和东南苏拉

威西穆纳岛的航线。

Bintuni 和 Masela 区可为 LG石化项目供气。《雅加达邮报》7 月 5 日报道:韩国 LG国际

公司正与当地 PT Duta Firza 公司一道，对在西巴布亚的 Bintuni 区投资高达 13 亿美元的石化

工程项目进行可行性研究。马鲁古盛产天然气的 Bintuni 和 Masela 区靠近这一工厂，将会为该

工厂提供原材料。如果工厂建成，将可生产高达 100 万吨的有化甲醇，拉动平均每天 9000 万

标准立方英尺的天然气消费。

由于中国品牌的市场扩张，印尼国内智能手机销售上涨 13％。《雅加达环球报》7 月 6

日报道:与去年同期相比，印尼国内智能手机销售上涨 13％。其中，来自中国的廉价设备制造

商利用扩张性的广告攻势，成功撬动了传统手机市场巨头三星，并将国内品牌逼到了墙角。

国际数据公司（IDC:International Data Corporation）7 月 5 日（周三）发布的报告显示:从一月

至三月，印尼国内共销售了约 730 万部智能手机，其中，小米和OPPO等中国品牌的市场销

售额从去年的 23％上涨到今年的 31％；三星等国际品牌的销售额则从去年的 51％下降到

47％；Polytron、Advan 和 Evercoss 等国内品牌销售额则从年前的 20％降至如今的 17％；其他

一些手机品牌则保持了市场 5％的销售。根据 IDC 的数据，一到三月份的手机销量前五分别

是:三星、OPPO、华硕（台湾）、Advan 和联想旗下的摩托罗拉。IDC 的市场分析人士称，

中国品牌的崛起，与对中低收入群体的广告攻势不无关系，如通过广告牌、宣传手册、电视

商业广告和其他媒体等。

Sokon 进军印尼商业汽车市场，推出DFSK Super Cab 皮卡。《和平日报》7月 11 日报道：

中国汽车制造商小康股份（Sokon）通过其品牌代理商 PT Sokonindo Automobile 进军印尼商业

汽车市场，推出首款“DFSK Super Cab”皮卡车。Sokonindo Automobile 市场总经理杜贤俊声

称，“Super Cab”皮卡车是在万丹西冷（Serang）工厂组装的，这是 Sokon 在印尼商业汽车市

场的优势机车。

传阿里巴巴正洽谈投资印尼公司 Tokopedia，加速扩大东南亚市场。印尼《千岛日报》7

月 26 日报道：据知情人士透露，中国阿里巴巴集团正在与印尼的 PT Tokopedia 洽谈，进行重

大投资，以加速在东南亚最大经济体的扩张。Tokopedia 的商业模式类似于阿里巴巴旗下的淘

宝商城，将顾客与商家相匹配，而不是从自己的货架上销售产品。2014 年，该公司从软银和

红杉资本获得了创纪录的 1亿美元融资，这预示着印尼将成为科技投资的真正目的地。其中

一名知情人士说，阿里巴巴将牵头在印尼最大的在线市场上进行新一轮金额高达 5亿美元的

融资。阿里巴巴已经控制了 Lazada Group SA，如果融资顺利的话，它将加入现有支持者软银

集团和红杉资本的阵营。据麦格理研究公司的一份报告显示，到 2020 年，印尼的电子商务市

场预计将从目前的 80 亿美元攀升至 650 亿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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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印尼第二季度吸引更多外国直接投资。《雅加达环球报》7 月 26 日报道:印尼投资委员会

周三报告说，印尼第二季度获得了更高水平的外国直接投资（FDI），在第二季度，按印尼

盾计算，FDI 年同比增长 10.6％，高达 109.9 万亿印尼盾；以美元计算，则年同比增长了 15.5％，

高达 82 亿美元。对印尼直接投资最多的国家依次是:新加坡、日本和中国，金属、矿业和公共

设施领域吸引最多的外国直接投资。而在第一季度，按印尼盾计算，实际年投资较去年增长

同比只提高 1％，按美元计算则是 6％。当然，投资委员会提供的数据不包括金融和油气领域。

去年，佐科总统开放了几十个商业领域给外商投资者，投资委员会主席托马斯·伦邦称

之为印尼十年来最大胆的改革。托马斯对改善印尼投资环境、促进印尼吸引外资有信心，但

同时也表达了他对印尼投资领域两个问题的担忧：一是全球大宗商品价格走软，而印尼出口

十分倚重这些大宗商品；二是印尼的投资结构，“尤其是资本密集型投资与劳动力密集型投

资之间的平衡，名义上投资的增长并不意味着民众收入或福利的提高。”

缺盐情况严重，价格猛涨四倍，印尼政府最终同意通过进口满足对盐需求。印尼《商报》

7月 28 日报道：贸易部外贸司长Oke Nurwan 称，政府同意通过进口来满足盐需求。由于天

气仍未稳定，导致盐农遭遇困难，致使印尼全国盐产仍未复苏。结果一些地区市场盐供不应

求，价格猛涨至四倍。包括海事统筹部、海洋与渔业部、贸易部、工业部、警方刑事调查部

和中央统计局的核查小组正在计算其进口需求。针对盐短缺问题，佐科总统“直接督促”相

关部长及盐业公司采取行动予以解决。

5. 中印尼“一带一路”专题

雅万高铁首期贷款 13 万亿盾即将全额兑现。 印尼《国际日报》7月 8 日报道：中国开发

银行（CDB）至今仍未为雅加达-万隆高铁工程提供贷款，因为该项目仍未全部解决征地问题。

但 Wijaya Karya 公司总经理宾当 7 月 7 日（周五）在雅加达国企部大厦透露，中方首阶段的

10 亿美元（总额 45 亿美元）或 13 万亿盾贷款最迟可于本月底兑现。宾当还披露，尽管贷款

还未全部兑现，但雅万高铁工程有望近期开始施工。到目前为此，雅万高铁项目贷款兑现程

序未见有显著障碍，因为所有行政手续俱已齐备，只等交给中国开发银行即可兑现。

工业部称印尼成中国投资目的地，21 中企欲在爪哇以外工业区投资。印尼《千岛日报》

2017 年 7 月 15 日报道：昨日，印尼工业部国际工业接入开发和防御司司长哈尔延多（Harjanto）

在雅加达称，印尼已成为中国重要投资目的地之一，他希望中国在印尼持续增加的投资为国

内工业竞争力带来积极影响。

中国在印尼正在落实的投资项目包括：位于中苏拉威西省Morowali 工业园的苏拉威西矿

业投资公司经营的镍冶炼厂，其投资额 6.36 亿美元，其年产量 30 万吨。该厂是印尼首个使用

电弧炉回转窑技术的镍冶炼厂。位于东南苏拉威西省Konawe 区中国德龙镍业旗下Virtue

Dragon Nickel Industry 公司经营的镍铁加工厂，其投资额 50 亿美元，年产量 60 万吨。安徽海

http://www.cistudy.cn/do/search.php?type=title&keyword=%B9%AB%CB%BE
http://www.cistudy.cn/do/search.php?type=title&keyword=%B9%AB%CB%BE
http://www.cistudy.cn/do/search.php?type=title&keyword=%B9%AB%CB%B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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螺水泥股份有限公司工厂，其投资额 57 亿美元，年产量 2000 万吨，等等。目前还有 21 家中

国企业正探讨在爪哇岛以外地区的工业区投资。工业部工业地区开发司司长伊曼（Imam

Haryono）7 月 13 日说，政府将包括北苏门答腊、北苏拉威西和北加里曼丹在内的若干地区辟

为工业区，园区内采取各种激励措施吸引投资。伊曼对中印尼企业界合作信心十足，因为中

国企业“拥有技术、资本和网络，而我们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和人力资源。这是双赢的合作”。

山西与印尼开展国际产能合作。《千岛日报》7月 20 日报道：7月 17 日，中国山西召开

“一带一路”央地对接暨印尼苏拉威西岛镍铁工业园区项目说明会，中铁十七局集团有限公

司和印尼万向镍业有限公司就工业园项目合作事宜进行了洽谈。按照合作协议，中铁十七局

集团与印尼万向镍业有限公司签署了印尼苏拉威西万向镍铁工业园区的 PC总承包合同，负

责园区一、二期包括八条 RKEF 镍铁冶炼生产线及高炉的土建工程、设备采购、设备安装、

钢结构厂房及与生产线有关的所有公辅配套设施。园区内可引入焦煤、电厂、水泥厂等镍铁

冶炼相关产业入园投资。从而形成镍矿、煤炭、冶炼、电力、不锈钢轧钢、水泥等衍生产品、

物流等相关上下游产业的集合。

参会的有关人士表示，印度尼西亚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国家，矿产资源丰富，基

础设施建设空间巨大，是我省煤、焦、冶、电等优势产业开展产能合作的理想目的地。会上，

太原钢铁集团有限公司、山西焦煤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山西国际能源集团有限公司表示将积

极融入“一带一路”建设，以此项目为契机，探索开展国际产能合作的机遇。此次项目合作

旨在落实习总书记对于构建山西开放性经济新体制，打造内陆地区对外开放新高地的要求，

是深度参与“一带一路”建设，开展国际产能合作的重要举措；是山西转型升级、产业结构

调整的重要抓手；是央地合作，借船出海、抱团出海的典型范例。

【编者评论】

1、就印尼 7月份的政府经济政策动态而言，最令关注的是“政府针对廉价公寓提出先租

后买方案”和“印尼政府将再增加 12 万亿盾征地资金”两条新闻。就编者目前在雅加达的观

察来看，沿河一带广布的贫民窟阻碍了雅加达城市的发展，其生存环境之恶劣、管理之无序，

不仅仅反映了城市规划的不合理，更重要的是阻碍了雅加达的发展空间。雅加达的交通拥堵

区往往就是贫民聚居区。而廉价公寓先租后买，无疑会鼓励民众租买廉价公寓，这除了能解

决民众的住房问题外，也能引导贫民区的分流，从而减小城市贫民窟治理的难度。关于印尼

政府增加征地资金，对于外来投资者无疑是个利好消息，在印尼项目征地之难，从雅万高铁

项目实施过程就可见一斑。编者总结，来印尼投资面临着三座大山：行政许可问题、土地征

用问题和工作效率问题。由于印尼的土地私有制，在印尼的任何大型基建项目都将面临着严

峻的土地征用问题，故而，印尼政府增加征地资金对外来投资者利好。

2、就印尼 7月份的银行及金融业动态而言，“达尔敏称不必担忧国家筹集资金发展基建”

和“简化印尼盾面值势在必行”两则新闻引人关注。在印尼，有部分国会议员对国家增持债

务发展基建表示质疑和忧虑，由此可见佐科政府发展基建面临着政治层面的阻力。在雅加达

的好友告诉编者，2019 年即为印尼总统的换届选举年，随着时间的临近，各方势力蠢蠢欲动，

http://www.cistudy.cn/do/search.php?type=title&keyword=%B9%AB%CB%BE
http://www.cistudy.cn/do/search.php?type=title&keyword=%B9%AB%CB%BE
http://www.cistudy.cn/do/search.php?type=title&keyword=%B9%AB%CB%B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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佐科政府大力发展基建无疑会吸引外来投资者，尤其是“一带一路”倡议下的中国投资者，

而佐科政府相对并不显眼的经济增长率和较高的政府债务无疑会成为敌对政治势力攻击的把

柄。在编者看来，在印尼投资的中国企业需要高度关注印尼的政治动向，尤其是在野政治势

力的小动作，做好因应的准备。而“简化印尼盾面值势在必行”之所以引起关注，在于编者

的切身体会。相信任何一个来印尼的中国人都会对印尼盾面值感到短暂的不适应，高额的盾

币面值诚然有其历史原因，但简化盾币面值除了有利于公司财务报告外，其实对外来投资者

和游客也提供了便利。当然，货币改革从来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其面临的“路径依赖”压力

非常大，能否顺利推进尚待观察。

3、就 7月份的印尼企业界动态而言，中国智能手机在印尼的扩张和阿里巴巴进军印尼的

消息尤为瞩目。前几天，编者有幸参加了“印尼老杜”（杜溎）与香港客人的一个座谈会，

杜老就直言称赞了中国智能手机在印尼高速发展，对此，编者也是深有感触，即使是在雅加

达大街小巷里，都有可能找到 oppo 手机的店面。编者认为，中国智能手机在印尼的发展是一

个值得研究的问题，找到并总结出中国手机在印尼发展的成功经验，无疑对中国来印尼的投

资者有所裨益。阿里巴巴进军印尼同样值得关注，印尼的物流运输系统落后，这是印尼部分

地区物价高企的重要原因。印尼同样有购物网站，但处于起步阶段，线上商品种类少，而且

价格昂贵，这对于阿里巴巴和京东而言，无疑是个利好消息。当然，庞大的市场不意味着有

庞大的盈利，印尼作为“千岛之国”，独特的地理环境，再加上其落后的基础设施问题，在

印尼发展线上商业任重道远。

4、就 7月份的印尼进出口动态而言，“印尼第二季度吸引更多外国直接投资”引人振奋。

佐科政府吸引外资的努力有目共睹，而且成效明显，尤其是中国投资增长十分显著。编者需

要再次强调，印尼市场虽大，但风险也并不小，中国投资者需要做好市场咨询工作和规划。

5、就 7月份的“一带一路”专题而言，“工业部称印尼成中国投资目的地 ，21 中企欲

在爪哇以外工业区投资”和“山西与印尼开展国际产能合作”这两条新闻值得关注。印尼自

然资源丰富，随着佐科政府放开政策吸引外资，来印尼投资无疑是个可行的选择，同时，印

尼作为“海上丝路”的重要国家，配之以国内产能转移的压力，印尼成为中国投资目的地理

所当然。编者认为，投资热潮背后不能掩盖投资风险，中苏拉威西省 Morowali 工业园作为国

内投资较为成功的典范，学界对其进行案例研究十分必要。山西作为我国的能源大省，也是

国内产能过剩较为严重的地区之一，山西与印尼的产能合作如能取得顺利开展并取得重大成

功的话，这对两国经贸关系的发展将具有重大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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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印度尼西亚社会宗教文化动态

1. 印尼社会治理

印尼搜获伊国组织宣传册子。新加坡《联合早报》7 月 1 日报道：印度尼西亚警方在最

近的突击行动中搜获了恐怖组织“伊斯兰国”的一大批宣传册子，警方表示这些宣传册子可

能已经被学童阅读过。

由于交通拥堵，开斋节的往返者预计将分两拨返回。《雅加达环球报》7月 2 日报道：

在开斋节假期之后，数十万辆车将在本周末和下周末分两波回到雅加达及其周边城市，部分

员工将于星期一（03/07）开始上班，其他人可能会在 7 月 10 日开始上班，这一天也是孩子

们的开学日期。

印尼顺利度过斋月。《千岛日报》7月 3 日报道：今年斋戒月，贸易部长频频视察市场，

了解政府确保市场供应充足和稳定物价的政策与措施是否落实，尤其是主要生活必需品的供

应是否满足市场的需求，发现问题及时解决。因此，今年斋戒月与解禁节期间市场物价较往

年平稳，广大民众普遍欢欣过节，体现政府的措施和努力已见成效。

南苏居民反对挖掘海沙。《千岛日报》7月 4 日报道:7 月 2 日上午，南苏拉威西省 Takalar

县 Galesong Utara、Galesong Selatan 与 Sanrobone 海滨居民自发在抗议书上签名，举行抗议行

动，反对挖掘当地海沙。

印尼侦破历来最大起毒品走私案，起获一公吨毒冰。新加坡《联合早报》7月 14 日报道：

印尼警方发言人阿尔戈昨天在记者会上说，当局在台湾警方的协助下，于周三晚上在爪哇岛

最西端的万丹省安亚海滩（Anyer Beach）破获这起毒品走私案，查获一公吨的安非他命（即

冰毒）。

海事与渔业部再扣 5艘越南非法渔船。《千岛日报》7月 20 日报道：海事与渔业部（KKP）

再次扣押了在印尼水域进行非法捕捞的 5艘越南渔船。由于越南不承认印尼对纳土纳海边界

的划分，其渔民时常在纳土纳争议海域从事捕鱼活动。

雅加达北区将兴建新型技术垃圾处理场。《千岛日报》7月 21 日报道：将在雅加达北区

顺德兴建的垃圾处理场，是采用低碳、低成本的垃圾处理现代技术。这将是印尼首个采用新

型技术的垃圾焚烧处理场，迎合了先进国家废物利用的处理方式。

招募平民以缓解交通挤塞。《雅加达邮报》7 月 21 日报道：雅加达警方计划正式招募平

民，让他们协助交警管理交叉路口的交通和传授调头的小技巧，这有助于缓解首都交通拥堵。

印尼烟霾恶化，五省进入紧急状态。新加坡《联合早报》7月 28 日报道：烟霾情况恶化，

印尼国家减灾署宣布苏门答腊的廖内、占碑、南苏门答腊以及加里曼丹岛的西加里曼丹和南

加里曼丹这五个省进入紧急状态，以应对不断加剧的林火。

2. 印尼恐怖主义及反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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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端分子猖獗，悬挂 IS 旗帜公然挑衅警方。印尼《好报》7 月 5 日报道：一面写有阿拉

伯文字的与伊斯兰国组织旗帜相同的黑色旗帜周二（4 日）黎明在南雅加达旧格巴腰兰镇

（Kebayoran Lama）警局前面挂起。目前，警方正在就此事件展开调查，并誓言将把悬挂旗帜

者逮捕归案。

棉市伊斯兰团体签署联合声明，严厉谴责袭击警方的恐怖暴力事件。印尼《国际日报》7

月 6 日报道：7月 4 日，棉兰伊斯兰团体在棉兰独立广场举行庆祝棉兰立市 427 周年祷告仪式

之前，共同签署了联合声明，严厉谴责于 6月 25 日发生的袭击苏北大警署保安岗哨的恐怖暴

力事件。此次恐袭导致一名警员死亡。

印尼政府为应对极端组织通过关于解散社会组织的新条理，支持与反对之声均存在。《千

岛日报》7月 10 日报道：伊斯兰社团联谊会（LPOI）属下 14 个伊斯兰团体敦促政府即刻解

散印尼伊斯兰解放组织（HTI）和其他反潘查希拉的极端组织。印尼《国际日报》7月 13 日

报道：总统府联络专员与伊联（NU）领袖均证实,佐科总统已签署关于解散社会团体的代替

法令的政府条例,届时将由政法安统筹部部长威兰托宣布此条例。民调显示,78.4%受访者支持

政府立即解散HTI。但对于解散社会组织的新条理，却存在不同看法。一种观点是完全赞同

该条理。印尼《国际日报》7 月 18 日报道：伊联总主席赛义德·阿基尔不赞同把政府发布关

于解散社会组织的 2017 年第 2 号政令视为民主倒退。他认为实行民主应在印尼共和国和潘查

希拉框架下，而不是随心所欲，甚至对国家的基本宪法也提出异议。他呼吁想要在印尼生存

和发展的社会组织或个人，应把潘查希拉、1945 年宪法和统一的印尼共和国作为其存在的基

础。如果要反对盘查希拉，就请离开印尼。另一种观点是反对。《雅加达环球报》7月 31 日

报道：数千名伊斯兰团体成员 7月 28 日在雅加达街头抗议新的法规。他们认为，新规将使政

府更容易禁止那些被指控威胁印度尼西亚的民族团结的所谓的“群众组织”，包括穆斯林团

体深感不安。

制衡极端思想散播，印尼拟设数码伊斯兰习经院。新加坡《联合早报》7月 11 日报道：

印尼将设立“数码伊斯兰习经院”，以制衡极端伊斯兰思想在互联网与社交媒体上的散播。

印尼政府警告，若不删除带极端内容账号，将封杀网络社交媒体。新加坡《联合早报》7

月 16 日报道：印度尼西亚政府警告，政府将封杀那些拒不删除带有极端内容的社交媒体账号，

同时，可加密的即时聊天应用软件 Telegram 已在印尼被禁用。

79 名大学校长聚集巴厘研讨反对极端主义。《千岛日报》7月 29 日报道：7月 27 日，印

尼 12 个省的 79 名大学校长聚集在巴厘岛登巴刹市Mahendradatta 大学，研讨遏止极端主义和

恐怖主义蔓延的问题。

3. 印尼旅游业发展

科莫多国家公园列入世界十大最佳旅游地。《千岛日报》7 月 8 日报道：位于东努沙登

加拉省（NTT）的科莫多国家公园是全球独一无二的科莫多巨蜥栖息地。2017 年 7 月份《国

家地理》杂志将科莫多国家公园列为“10 个全球四季最佳旅游目的地”。这将对印尼旅游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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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生积极的影响。

巴厘之舞。《雅加达环球报》7月 9 日报道：在今年的第三十九届巴厘艺术节上，来自

印尼全国各地的表演者向外国游客和观众呈现了传统的舞蹈仪式。巴厘的舞者表演了九种舞

蹈，包括 Rejang、桑扬舞（Sanghyang Dedari）和一系列的典礼仪式，这些舞蹈金和仪式均被

认为是神圣的。

梭罗举办第 10 届巴泽时装狂欢节和第 4届“印尼魅力文化”舞会。《千岛日报》7月 19

日报道：7 月 15 日，梭罗举办第 10 届以“爪哇辉煌时装”（Astamurti Kawijayan）为主题的

峇泽时装狂欢节（SBC）。梭罗正副市长也加入峇泽时装队伍，队伍从 Bhayangkara 路体育场

步行到 Vastenburg 碉堡，全程三公里。《千岛日报》7月 29 日报道：梭罗印尼创意青年论坛

（FPIK）7 月 27 日至 28 日在 Balekambang 公园举办主题为“努山打拉舞”的第 4届“印尼魅

力文化”舞会。梭罗副市长主持开幕式。

2017 年婆罗浮屠国际文化节，中、日、印度文艺队参加。《千岛日报》7月 26 日报道：

中爪哇青年、体育与旅游局局长 Urip Sihabudin24 日说，中国、日本和印度 3个国家文艺团确

认将参加 2017 年婆罗浮屠国际文化节。届时旅游部长普迪•卡利亚将出席并主持开幕式。

4、印尼文化教育发展

文教部长：政府并无推出全天上课方案。印尼《好报》7 月 7 日报道：文化与教育部强

调，政府并没有打算提出全天上课方案。文教部推出的方案完全没有改变现有的课程，而只

是基于总统有关加强品格计划的愿景。

印大校友会成立卫国论坛。《千岛日报》7月 12 日报道：印尼大学校友会 10 日成立卫国

论坛，以表达对社会局势偏离国家四大支柱的关切。

总统会见瑞士教育部长，促两国职业教育合作。《千岛日报》7月 15 日报道：佐科总统

14 日在西爪哇省茂物总统府会见瑞士联邦经济事务、教育及研究部长施奈德-阿曼（Johann N.

Schneider-Ammann）及代表团一行。在会谈中，施奈德-阿曼部长表示，要同印方持续开展双

边合作，尤其是职业技能教育领域的合作。

防范极端主义，社会部长要求加强教师考核。《千岛日报》7月 17 日报道：社会部长戈

菲法•英达尔表示，反潘查希拉运动的极端主义思潮和活动在学生群体中蔓延，须加强对学校

和高等学府执教老师的相关评估与考核。

总统：别让孩子受社媒教育！印尼《好报》7 月 23 日报道：佐科总统主持印尼教师协会

（PGRI）全国领导层协调会议。总统提及有关社交媒体对孩子们带来的不良影响乃至各国领

导人钦佩拥有潘查希拉的印尼。总统强调，我们应该感到自豪，然后勇敢说出：我是印尼，

我是潘查希拉！

佐科总统冀义务劳动成为中学生家课。《千岛日报》7月 25 日报道：佐科总统希望课程

设置可以灵活多样，使中学生除了完成课堂作业外，也能参与到义务劳动中，帮扶弱者，培

养崇高的道德品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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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部长为主持国际达雅族大会开幕式。印尼《国际日报》7月 26 日报道：司法人权部

长亚索纳在西加坤甸市为第一届国际达雅族大会主持开幕。来自马来西亚、文莱、新西兰、

马达加斯加和澳大利亚等国的代表出席会议，讨论达雅族土著居民和西加里曼丹森林环境问

题。

【编者评论】

本期的焦点是防止伊斯兰极端主义在印尼的传播。由于之前的钟万学亵渎宗教案的判决

和印尼邻国——菲律宾政府与国内伊斯兰恐怖主义势力的长期交战，刺激了印尼国内的激进

伊斯兰势力，它们蠢蠢欲动，威胁到印尼社会安全。因而在七月份，印尼社会加大了打击激

进伊斯兰势力的行动，防止恐怖主义在印尼传播，维护世界上最大的穆斯林国家的民主和多

元价值观。在反恐怖主义势力中，一方面重在直接打击，如解散印尼伊斯兰解放组织（HTI），

虽然部分民众对解散社会组织的政府条例有异议，但大部分伊斯兰组织及民众还是表示支持

的；另一方面则是通过学校教育系统、现代媒体等加大对潘查希拉的宣传，以维护印尼国家

统一和多元民族、宗教的团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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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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加达环球报》7月 7 日报道：在德国汉堡举行的G20 首脑会议期间，

印尼总统佐科呼吁各方团结一致打击恐怖主义。佐科新闻发言人表示：“我们要向恐怖主义

投降吗？我们要保持沉默吗？我们不能妥协，也不能无所作为，我们必须团结起来打击恐怖

主义。”佐科表示，软实力和硬实力相结合是打击恐怖主义的有效方案，历史经验告诉我们，

单靠军事力量不能消除恐怖主义，反恐需要改变传统思维方式。

另据印尼《好报》7月 9 日报道：印尼在于德国汉堡举行的二十国集团（G20）峰会中提

醒二十国集团成员国领导人落实“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承诺。7日，佐科在德国汉堡

二十国集团峰会 Leaders Retreat Sesi II 上提及两个主题，即“全球贸易和增长”以及“可持续

发展，气候变化和能源安全”。佐科表示，在面对气候变化的挑战上，印尼通过采取诸如延

长暂停开辟新土地条例等预防气候变化一系列措施来成为解决问题的一部分。此外，印尼成

立了泥炭恢复机构，以便在 5年内修复 200 万公顷泥炭地。与此同时，印尼也加强防止森林

和泥炭地发生火灾方面的工作。

2. 印尼对外双边关系

【印尼与美国】《雅加达邮报》7 月 1 日报道：6 月 30 日，美国前总统奥巴马在茂物宫

受到印尼总统佐科及第一夫人的热烈欢迎。奥巴马是于下午 3:30 抵达的，佐科总统和奥巴马

都是通过乘坐高尔夫球车的方式到达茂物宫植物园的花园咖啡厅。在咖啡厅，他们品尝了印

尼的传统小吃、糕点。

另据《雅加达邮报》7月 3 日报道：在即将于德国汉堡（Hamburg ,Germany）举行的G20

首脑会议上，经济合作问题将会是印尼总统佐科和美国总统特朗普讨论的重要议题。印尼外

长蕾特诺表示，两国总统也有意讨论其他方面的问题。

【印尼与朝鲜】印尼外交部 7 月 5 日报道：印尼外长蕾特诺表示，印度尼西亚对朝鲜 7

月 4 日的导弹试验行为深表遗憾，认为这与维护地区及世界和平与稳定的精神相违背。此次

导弹试验行为违背了朝鲜之前与联合国安理会所签署的条约。印度尼西亚敦促朝鲜履行国际

义务，包括遵守联合国安理会决议，呼吁各方监督，防止出现地区紧张局势。印尼再次强调

朝鲜半岛稳定的重要性。

【印尼与荷兰】印尼外交部 7月 8 日报道：到达德国后，印尼总统佐科在德国汉堡的施

泰根伯格酒店与荷兰首相Mark Rutte 举行双边会晤。会议期间，双方着重强调加强经济和反

恐方面的合作。在经济上，佐科表示，荷兰是印尼在欧洲最重要的贸易合作伙伴之一。在打

击恐怖主义方面，双方表示要努力维护地区和全球安稳、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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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据《国际日报》7月 22 日报道：印尼国家反恐局与荷兰国家安全与反恐协调局（NCTV）

19 日在雅加达签署反恐协议。印尼国家反恐局局长 Suhardi Alius 表示，印尼是穆斯林人口最

多的国家，国家反恐局长期以来的反恐举措十分吸引荷方。“尤其是恐怖分子返回原籍国问

题，是荷方面临的一个新问题。随着合作协议的签署，除了相互借鉴和学习外，两国也希望

交换相关信息。”荷兰国家安全与反恐协调局局长 Schoof 表示，双方签署的反恐合作协定十

分重要，将加强双方的合作力度。“虽然此项协定才刚刚签署，但印尼总统佐科维与荷兰首

相吕特（Mark Rutte）在德国汉堡的G20 峰会期间，就曾多次提及该项协议。”

【印尼与英国】印尼外交部 7月 14 日报道：7月 13 日，印尼外长蕾特诺在同英国外交大

臣 Boris Johnson 举行双边会晤后表示，为了打击恐怖主义，印度尼西亚将和英国加强合作，

联手打击恐怖主义。两国外长一致认为全球恐怖主义威胁正在增加，国际合作对于对抗恐怖

主义至关重要。蕾特诺还表示希望进一步完善两国之间的贸易和投资合作。

3. 印尼对外多边关系

阻止伊国组织扩大影响 本区六国与中东联手。《联合早报》7 月 30 日报道：亚细安四

国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菲律宾和文莱，以及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决定与中东的情报与执法

机构加强合作，共同应对极端组织“伊斯兰国”在本区域日益扩大的威胁。六国代表于 29 日

在印尼北苏拉威西省首府万鸦老开会，讨论应对伊国组织日益扩大威胁的对策。六国代表会

后发表联合声明，呼吁与会国家加强情报分享，就边防合作、去激进化、阻止极端分子通过

社交媒体策划恐袭及招募人员等方面加强合作，以打击恐怖活此次会议由印尼和澳洲共同主

持。印尼和澳洲的警察部队下个月将再次召开有关恐怖主义的对话会，让更多受伊国组织威

胁的各方参与行动。

上万难民滞留印尼等待收容。《联合早报》7月 9 日报道：印尼不是联合国 1951 年通过

的《关于难民地位公约》以及 1967 年《关于难民地位议定书》的缔约国，因此没有义务为难

民或寻求庇护者提供永久居所。印度尼西亚是本区域海上偷渡路线的一个主要中转站，目前

滞留当地的偷渡客上万人，收容所人满为患，一些偷渡客沦落至露宿雅加达街头。记者在雅

加达铭登区的科本斯里街边发现大约 30 名寻求庇护者。这些人来自战乱国家如阿富汗、叙利

亚、伊拉克、缅甸、索马里、斯里兰卡，他们国内的人蛇集团以偷渡至澳大利亚等国开创美

好生活为饵，诱使他们付出高昂的费用，冒险越洋偷渡。

【编者评论】

印度尼西亚作为东南亚大国，在继续关注并努力促进经济发展的同时也更加注重区域安

全。编者认为对于“佐科在 G20 峰会上呼吁团结一致打击恐怖主义”、“印荷反恐机构签署

合作协议”以及“阻止伊国组织扩大影响 本区六国与中东联手”这几条新闻要着重解读。

近年，世界范围内各种恐怖主义势力抬头，给地区的安全与稳定造成巨大威胁。印尼作

为东南亚举足轻重的大国，在各种场所公开呼吁打击恐怖主义，表达了与恐怖主义势不两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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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决心。印尼依旧强调打击恐怖主义仅凭一己之力恐怕难有作为，倡导各个国家、国际组织

联合起来，共同应对。同时，印尼对于一些破坏和平的行为也给予了批评。如，印尼对朝鲜

实验导弹的行为就深表遗憾，认为这有违朝鲜之前与联合国安理会所签订的合约，认为朝鲜

此类行为容易加剧地区紧张局势；对于“阿克萨清真寺”事件，印尼呼吁各方向以色列施压，

不要限制巴勒斯坦穆斯林朝拜的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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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印尼-中国关系动态

1. 印尼-中国经济关系

中国-东盟中心秘书长访印尼中华总商会。《中国侨网》7月 7 日报道：7月 6 日，中国-

东盟中心秘书长杨秀萍率团开展“中国媒体东盟行”活动，到访印尼中华总商会，与该会代

表叙友情话商机。杨秀萍说，今年是东盟成立 50 周年和中国-东盟旅游合作年，中国-东盟中

心将继续发挥一站式信息与活动中心作用，扎实推进双方在贸易、投资、教育、文化、旅游

及新闻媒体等领域的互利合作，继续努力为中国-东盟关系持续深入发展添砖加瓦。印尼中华

总商会常务副总主席、执行主席张锦雄说，欣喜地看到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走出国门，来印

尼投资兴业，参与到印尼的经济建设中。其中不仅有中国的大型国企，也有很多资金实力雄

厚的民营企业，以及全球瞩目的中国互联网企业。张锦雄表示，印尼中华总商会愿积极发挥

商会的平台作用，与中国东盟中心携手努力，共建繁荣新丝路，为造福双方百姓，做出积极

贡献。

国内中外合资车企首次“出海”，上汽通用五菱印尼工厂产品下线。据“中国-印尼经贸

合作网”7月 12 日报道：7月 11 日，上汽通用五菱汽车公司在印尼西爪哇芝加朗的子公司宣

布投入运营，这是国内中外合资汽车企业第一次“走出去”进入海外市场，开创了“一带一

路”合作的新模式。此次投产的印尼工厂投资 7 亿美元，占地 60 公顷，其中主机厂占地 30

公顷，供应商园区占地 30 公顷，将具备年产 12 万辆整车的能力。新工厂拥有四大制造工艺、

质量检测系统，采用全球高标准、顶尖设备，保证产品的制造品质，是中国目前在印尼投资

最大的汽车制造基地。上汽通用五菱的印尼公司如同一条纽带，将中国的上海、广西柳州与

美国、印尼四地紧密相连，各方立足东南亚高速增长的新兴市场，合作共赢。早在 2015 年，

上汽集团响应“一带一路”倡议，着眼汽车行业全球化发展趋势，与通用汽车携手决定进军

印尼，打造右舵车生产基地。当时通用汽车也在调整其全球市场布局，在上汽集团努力推动

下，中美双方股东对共同开拓东南亚汽车市场的目标形成高度一致。对上汽通用五菱的股东

方上汽集团而言，印尼公司也将成为其沿“一带一路”全球化布局的重要一环。

中天科技印尼有限公司开工典礼盛大举行。据“中国-印尼经贸合作网”7月 11 日报道：

日前，中天科技印尼有限公司（简称中天印尼）开工典礼在印尼 suryacipta 园区盛大举行。中

天科技印尼有限公司总经理叶智峰表示，中天印尼的设立是集团紧随国家“一带一路”实施

政策，坚实推进“两提升、两延伸”经营方针，进一步加快国际化进程的重要举措。印尼是

“一带一路”沿线重要国家、东南亚最大经济体，近年来印尼政治稳定，经济发展迅速，通

信、电力等基础设施建设投入不断加大，互联互通水平持续提高，通信、电力市场前景长期

看好，而且随着国家“一带一路”政策的快速推进，中国与印尼的经贸往来也必将更加紧密。

中天科技自 2006 年进入印尼市场以来，深耕不辍，以优质的产品和良好的品牌口碑，赢得了

印尼市场广大客户的认可与信赖。中天印尼的设立必将有效巩固及扩大中天科技在印尼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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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品牌影响力，同时进一步辐射周边国际市场，对中天科技的国际化发展道路产生强有力的

推动作用。

广西汽车集团开拓国际市场首站到印尼。据“中国-印尼经贸合作网”7月 13 日报道：广

西汽车集团积极响应“一带一路”国家倡议，出海谋共赢。2016 年 3 月，“走出去”第一站

到印尼建立乘用车零部件生产基地。经过一年多的建设，7月 12 日，柳州五菱汽车印尼公司

在雅加达举行揭牌仪式，正式建成投产。柳州五菱印尼公司是广西汽车集团通过香港投资平

台在印尼设立的外商独资公司，是集团目前在海外的首个制造基地，总投资 2.1 亿元人民币，

投资建设包括冲压线、焊接线、装配线在内的共 6 条主要生产线，打造底盘件、冲焊件等乘

用化零部件的核心竞争力。据悉，基地达产后，将具备乘用车零部件 10 万台套的年生产能力，

以及超过 3亿元的年营业收入。广西汽车集团此番跟随客户抱团出海，在五菱价值链支持下，

主要生产汽车车桥、前悬、副车架以及前、后大梁等产品，同时将成熟的汽车制造与服务经

验带到印尼，形成一条集同步研发、生产制造、对外营销于一体的完整汽车产业链。

广州港与印尼签友好港备忘录。据“中国侨网”7月 14 日报道：半个月之内，广州港国

际朋友圈再添一位新友。7 月 13 日，广州港与印尼第二港务公司签署了缔结友好港关系备忘

录。根据合作协议，广州港与印尼第二港务公司将在经营管理实践交流、服务区域经济、促

进中印尼贸易等方面加强合作。在参观完广州港通讯调度指挥中心之后，印尼第二港务公司

董事长兼总裁艾文·马萨亚表示对广州港的智能调度系统非常感兴趣，希望未来双方能就信

息化技术在港务中的应用展开深度交流与合作。

雅万高铁开辟“合作之路”新典范。据“中国网”7月 17 日报道：由中企承建的印尼雅

万高铁瓦利尼隧道工程开工仪式 7 月 15 日在西爪哇省瓦利尼举行，这标志着雅万高铁进一步

取得实质性进展。“道路相通，百业方兴。”对于印尼而言，全长 142 公里的雅万高铁将极

大改善当地交通状况，便利沿线民众，同时带动沿线区域基建、商业、电子、物流和旅游产

业开发，提升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对于中国而言，雅万高铁项目对于深化我国与东南亚

国家合作，改善周边国家交通基础设施建设都有着重要的意义。

方少民率海南贸促会代表团访中国委员会。印尼《国际日报》7月 18 日报道：7月 17 日，

中国海南贸促会代表团在海南省人民政府方少民副秘书长率领下访问印尼工商会馆中国委员

会。方少民介绍了海南省的建设及发展情况，并着重介绍了海南的椰子加工产业。希望能和

印尼相关企业商贾在这方面加强合作，推动该产业的发展。印尼中华总商会常务副总主席、

执行主席张锦雄称印尼拥有优质的椰子，而且数量庞大，而海南在椰子加工产业方面经验丰

富，双方合作大有可为。张锦雄希望海南企业家能在“走出去”的框架下前来印尼投资兴业，

开拓商机。

刘赐贵率团访印尼巴厘省，推动两地务实合作。《中国新闻网》7月 26 日报道：22 日至

25 日，中共海南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刘赐贵率海南省代表团访问印尼，会见了印尼

海洋统筹部副部长利德宛·贾迈勒丁、印尼前旅游文化部长格德·阿迪卡等印尼中央部门官

员，推进“一带一路”框架下海南与印尼巴厘省的务实合作。刘赐贵表示，此访旨在落实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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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平主席与佐科总统达成的共识，发挥海南优势，从地方层面推进与印尼在友城、旅游、农

业、海洋渔业等各领域务实合作，在印尼“全球海洋支点”与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全面

对接中，扛起海南作为中国地方政府应有的责任担当。贾迈勒丁表示，海洋统筹部是印尼政

府负责与中国对接“一带一路”建设的牵头部门，海南在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中地位重

要，愿为推进海南与印尼全方位合作提供帮助。访问期间，刘赐贵会见了印尼巴厘省省长芒

古·帕斯蒂卡。刘赐贵代表海南省与芒古·帕斯蒂卡省长共同签署了《深化友好合作关系谅

解备忘录》，双方将重点推进旅游、教育等领域合作，支持岛屿观光政策论坛、中国-东盟省

市长对话、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岛屿经济分论坛等地方政府层面对话交流平台的发展。

“一带一路：联系中国、香港及印度尼西亚”商贸研讨会圆满举行。印尼《国际日报》7

月 27 日报道：由香港贸易发展局（贸发局）与香港经济贸易办事处（经贸办）主办的“一带

一路 ：联系中国、香港及印度尼西亚”商贸研讨会于 7 月 26 日在雅加达隆重举行。印尼投

资协调委员会主席托马斯致词表示，印尼将充分利用“一带一路”所带来的商机，并着重介

绍了印尼优先投资地点，其中有苏北、北加里曼丹。香港特别行政区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在座

谈会上致辞说，这次来的主要目的是介绍一带一路的影响力，及为香港驻雅加达经贸办正式

成立主持揭幕。恰逢香港回归祖国二十周年，贸发局和经贸办亦于当晚举行晚宴，与来宾共

庆回归之乐。“一带一路”倡仪是全球经济发展蓝图指标，主要目的是提高全球交易量及加

速经济发展，为企业在世界各地开拓更多商业机会。印尼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可受惠

于资金、货物和服务融通，加强国家的经济和物流业发展。中国驻印尼大使馆经济商务参赞

胡啸山表示，印尼政府刚推行“海上捷运”政策，致力提升印尼的航运实力，与“一带一路”

目标一致。中印尼可藉此契机建立更紧密的合作关系，加强海上的经济联系和发展。同时，

近年印尼积极投资基础建设以吸引外资，为中国大陆、香港和印尼带来更多潜在的合作机会。

香港贸发局经济总监关家明表示，香港将担当“超级连系者”的角色，在中国政府的支持下

连结中国大陆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香港的优势包括司法独立，实行普通法，拥有低税

率和开放的市场。此外，货物、服务、资金可自由流动，商务人士亦可出入自如。同时，香

港是国际精英的交汇点，能提供多元化的专业服务，如金融、物流、顾问、计划策划和法律

等。未来，经贸办和贸发局将继续积极合作，致力于携手加强中国大陆、香港和印尼三地的

经济联系和发展。

淄博市与印尼政企代表成功举办“一带一路”投资交流会。印尼《国际日报》8 月 1 日

报道：7月 31 日，由中国山东省淄博市政府商务局主办，印尼中华总商会、印尼山东同乡会、

印尼雪佛龙投资公司协办的“山东淄博市政府及企业家代表团与印尼各界朋友“一带一路”

投资交流合作对接会”在雅加达成功举行。淄博市商务局局长齐孝福在致辞中向大家介绍了

淄博市近年来的发展情况，并希望通过此次活动，增进中印尼两国的友谊，畅谈和寻求相互

间的投资与合作，以实际行动践行习近平主席倡导的“一带一路“蓝图和佐科总统倡导的“海

洋强国战略”。张锦雄副总主席致辞表示，近年来，印尼与中国的经贸合作已经拓展到各个

领域，两国人民的交流和往来日益密切。伴随着两国政府高层的频繁互访，共建“一带一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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倡议的推进，中国政府和企业大量走出国门，来到印尼考察交流，在印尼投资兴业，开拓海

外事业版图。今天，在印尼的中资企业已超过一千家，在印尼经济建设的各行各业都能看到

中资企业的身影。张锦雄指出，多年来，印尼中华总商会一直扮演着印尼、中两国经贸交流、

合作的桥梁角色。未来，该会将继续为两国的企业家朋友们的合作交流，提供必要的投资兴

业、法律法规咨询服务和协助。

中侨联代表团访问东爪哇中华总商会。印尼《星洲日报》7月 29 日报道：中国侨联顾问、

原主席林军一行于 7 月 27 日访问印尼中华总商会东爪哇分会。林军表示，目前中国政府倡导

的“一带一路”推进很快，其目的就是为了让沿线友好国家的人民享受到中国改革开放的成

果，获得共贏。印尼中华总商会东爪哇分会陈宜团主席说，中国与印尼的友好关系目前属于

历史最好阶段，在此背景下的“一带一路”也给印尼带来了很多的商机，希望印尼的企业家

们抓住机遇，寻求更好的发展。 林军团长表示将会向有关部门如实反应印尼乡亲们提出的建

议；并希望与华社加强联系，共同为中印尼友好发展贡献力量。

2. 印尼-中国政治关系

中国驻印尼使馆临时代办孙伟德：中印尼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强劲。据“中国-东盟中

心”7月 5 日报道：7月 4 日，中国驻印尼使馆临时代办孙伟德接受中国-东盟中心组织的“中

国媒体东盟行”记者采访。孙伟德临时代办表示，近年来，中印尼积极对接“21 世纪海上丝

绸之路”倡议和“全球海洋支点”战略，全面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和友好交流，取得丰硕成

果，为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注入新的强劲动力。双方各领域交流合作的潜能不断得到释放，

中国企业加速进入印尼交通、电力、通讯、矿业、金融、装备制造、电子商务等领域，合作

步入新的快车道。2015 年，东南亚第一条高速铁路雅万高铁“花落中国”。2016 年，中国连

续第六年保持印尼最大贸易伙伴，中国对印尼投资同比增长 324%，达 27 亿美元，由第九大

投资来源地跃升为第三大投资来源地。中国到印尼游客达 145 万，首次成为印尼最大游客来

源地。目前，中国企业建设的电站发电量占印尼总发电量的四分之一。2000 余家中资企业在

印尼投资兴业，中国商品在印尼广受青睐，印尼特产也已“飞入中国百姓家”。孙伟德表示，

中国驻印尼使馆将推进“一带一路”建设作为工作重点，广交朋友，营造有利环境，促成了

雅万高铁、中国印尼综合产业园区青山园区、聚龙农业产业合作园区等重大项目。使馆将继

续努力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充分发挥一线优势，为“一带一路”在印尼走深走实

走稳走好、实现两国互利共赢保驾护航。

中国驻棉兰总领事孙昂递交《领事任命书》。印尼《国际日报》7月 11 日报道：2017 年

7 月 6 日，中国驻棉兰总领事孙昂拜会印尼外交部礼宾领事司副司长艾利·巴沃诺并递交《领

事任命书》。孙总领事表示，中印尼关系正处于历史最好时期，中国是印尼的第一大贸易伙

伴，也是第三大投资来源国，两国在各领域合作日益紧密；我馆领区苏门答腊岛战略位置重

要，马六甲海峡是主要国际通道，棉兰多民族和谐共处；希望能与印尼方共同努力，推进两

国关系进一步发展，造福两国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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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方：印尼政府对南海部分海域所作更名毫无意义。“中国新闻网”7月 14 日报道：针

对印尼政府在新版官方地图中将南海部分海域更名，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 14 日在例行记者

会上表示，长期以来，南海包括其英文标准地名 South China Sea 作为一个国际通用的地理实

体名称，其地理范围是明确的，且早已为国际社会包括联合国广泛认可和接纳。所谓更名毫

无意义，而且不利于国际地名标准化的努力。他强调，希望有关国家与中方相向而行，共同

维护好当前南海形势来之不易的良好局面。

印尼与中国外长通电话讨论巴勒斯坦危机。印尼《商报》7月 27 日报道：印尼外交部长

蕾特诺和中国外交部长王毅通电话讨论巴勒斯坦危机。雷特诺希望中国作为本月联合国安全

理事会轮值主席国应提高其作用，以缓解巴以两国敌对的局势。王毅指出，巴勒斯坦人民的

权利必须得到尊重，并敦促所有各方保持克制，通过对话谈判化解危机。王毅补充说，巴勒

斯坦和以色列都必须寻求建立一个互惠共赢的合作伙伴关系。中国正在继续努力克服目前的

以巴冲突，并从中发挥积极的作用。

中印尼两国防务合作势头良好。印尼《国际日报》7月 29 日报道：7月 28 日晚，中国驻

印度尼西亚陆、海、空三军武官周坚大校在雅加达婆罗浮屠酒店举行盛大招待会，隆重庆祝

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 90 周年。周坚武官强调，从烽火岁月走出来的人民军队，注定不会害怕

硝烟，同时又倍加珍爱和平。中国人民解放军是中国实现和平的坚强保障，更是维护世界和

平与稳定的重要力量。近年来，中国军队在国际维和、国际反恐、护航、国际灾难救援等方

面承担了重要责任和义务，并做出了积极贡献。 周坚武官指出，中印尼两军关系蓬勃发展，

两国防务合作不断取得新进展，为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持续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为营造

和平发展环境，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得到包括印尼在内世界各国高度赞扬和积极响

应。中国军队秉持共同安全、综合安全、合作安全、可持续安全的安全观，愿与印尼等各国

军队一道，携手走“共护和平、共谋发展、共享繁荣”的安全之路。印尼国防部长代表哈尔

廷少将在致辞中转达了里亚米扎尔德部长对中国人民解放军 90 周年华诞的衷心祝福，强调印

尼方愿继续保持两国防务领域合作良好势头，携手推动两军关系更上一层楼。

3. 印尼-中国文化关系

2017 年“校长研习”印尼班在北京华文学院开班。据《中国侨网》7月 6日报道：近日，

由中国海外交流协会主办，北京华文学院承办的 2017 年“华文教育•校长研习”印尼班在北

京华文学院回龙观校区举行了开班仪式。北京华文学院曹正国副院长首先致欢迎辞，他表示，

北京华文学院作为承办单位，对此次培训非常重视，根据校长们的需求量身打造行程，希望

学员们通过聆听讲座、参加传统文化体验课程、参观北京市重点中学和标志性名胜古迹，提

高华校管理水平，切实感受到中华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和中国文化、经济等方面的发展。印

尼雅加达华文教育协调机构卢鹏女士作为学员代表发言。她首先对国侨办给予印尼校长们这

一难得的培训机会表示感谢，对北京华文学院的周密安排和热情接待表示感谢。她说学员们

会把所有学习的心得带回家，落实到当地的侨教事业中去，进一步促进印尼华文教育事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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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

印尼梭罗 311 大学文化学院一行访问华侨大学文学院。印尼《国际日报》7月 8日报道：

7月 6 日上午，印尼梭罗 311 大学文化学院一行到访华侨大学文学院。梭罗 311 大学文化学院

院长介绍了该校的概况及学科专业设置情况，并表示此次来访希望进一步推动两校间开展交

流与合作。双方就派遣研究生实习、开展夏冬令营、教育教学研究、华文教材研发等方面交

换了意见，并签署合作协议。

“品味印尼”—印尼美食节在北京开幕。印尼《国际日报》7月 10 日报道：北京康莱德酒店

与印度尼西亚大使馆 7 月 6 日在康莱德酒店餐厅联合举办了主题为“品味印尼”的印尼美食

节。北京康莱德酒店总经理彦·亚历山大与印尼驻华大使苏更·拉哈尔佐的致辞为美食节拉

开了帷幕。亚历山大先生在致辞中表示，希望通过印尼美食节将印尼的旅游和传统文化介绍

给中国人民。而康莱德酒店下一步将于今年八月在巴厘岛举办中华美食节，也把中华传统美

食介绍给印尼友人。

印美华教机构负责人访山东省侨办。印尼《星洲日报》7月 21 日报道：近日，全美中文

学校协会副会长胡国荣和印尼万隆立人学校董事郑贻清到访山东省侨办，山东省侨办副主任

孙传尚会见了客人一行。孙传尚在致辞中说，近年来，为支持配合海外华文教育事业，山东

省侨办也举办了一系列活动，面向海外华裔青少年举办多批次夏（春、秋、冬）令营活动、

赴海外举办中华文化为主题的各类才艺夏令营和名师讲学团、积极开展涉侨文化交流展演活

动、举办华文教育师资培训班、选派优秀教师赴海外华校长期任教、建立山东省华文教育基

地和中华文化传承基地等，不断开拓侨务文宣工作新局面。孙传尚希望海外华教机构积极发

挥自身优势，不断加大和山东省侨办及各级侨办的交流合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海外传

承做出更大贡献。 胡国荣和郑贻清分別介绍了各自协会和学校的情况，並表示期待加强与山

东侨办的联系，争取在文化、教育、经科等领域开展更多更好的交流与合作。

林军率中国侨联代表团访吉祥山基金会。印尼《国际日报》7月 25 日报道：7月 24 日下

午，中国侨联顾问林军率领五人代表团访问雅加达吉祥山基金会。理事会主席张锦雄指出，

“关怀同乡，推动华文教育，积极参与社会公益活动”是基金会的宗旨。吉祥山基金会多年

来积极协助中印尼经济、文化交流合作工作，为中国的企业在印尼寻觅投资机遇和合作伙伴

牵线搭桥。当前的印尼正处在一个大发展的时期，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下，我们也诚挚

希望，海外华人华社能够发挥自己的作用，参与到中国“一带一路”与沿途我们各自驻在国

的建设和发展中。林军在介绍了中国近半年来的经济发展情况后，希望海外华人协助所在国

推动“一带一路”的战略，达到共富共赢。

【编者评论】

中国和印度尼西亚双边关系继续稳步发展。在经济关系方面，围绕中国“一带一路”倡

议和印尼“全球海洋支点”战略，中国和印尼的经济合作不断加强，两国之间的经济交流频

繁。本月，中印尼两国经济关系的特色就是中国各级地方政府特别活跃，根据本地经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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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势纷纷到印尼寻求商机。在政治关系方面，虽然印尼政府对南海部分海域所作更名不利于

国际地名标准化的努力，而且也不利于南海地区的和平与稳定，但是，中印尼双边政治关系

的的大局是稳定且发展良好；在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 90 周年之际，两国军队再次重申了

防务安全合作维护地区和平的意愿；中国、印尼关注巴以冲突，两国外长通过电话重申了希

望以和平对话的方式解决巴勒斯坦危机的愿望。在文化关系方面，文化交流活动仍是两国人

民相互了解、彼此信任的重要渠道，为两国发展战略相互对接奠定了重要的社会和民意基础。

“品味印尼”美食节及探讨推动印尼华文教学发展，是本月的重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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