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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印度尼西亚政治动态

1. 印尼中央政府动态

政府决定解散伊斯兰解放阵线。《国际日报》5 月 9 日报道：印尼政治法律安全统筹部
长维兰托（Wiranto）5 月 8 日与内政部长扎赫约·库莫罗（Tjahjo Kumolo）、司法人权部长
亚索纳·劳利（Yasonna Laoly）及国家警察总长狄托·卡纳维安（Tito Karnavian）将军会谈后
表示，政府决定解散伊斯兰解放阵线（HTI）。综观各种因素以及人民的愿望，政府有必要
采取明确的法律措施解散伊斯兰解放阵线。这一决定并不意味着政府反对伊斯兰社会组织，
而只是为了维护基于潘查希拉和 1945 年宪法建立的印尼共和国的完整性。与此同时，内政部
长库莫罗在政治法律安全统筹部出席会议后表明，解散伊斯兰解放阵线的法律措施从今天开
始生效，因为它被认为已对印尼共和国造成危害。讨论解散伊斯兰解放阵线的会议进行了超
过 6次，这已经是一个成熟的决定。

政治法律安全统筹部长呼吁国人勿因解散社团造成不安。印尼《好报》5 月 14 日报道：
政治法律安全统筹部长维兰托呼吁国人冷静面对政府发布的解散伊斯兰解放阵线的法令。政
府于 5 月 8 日宣布支持解散印尼伊斯兰解放阵线的措施，因为这个组织被认为偏离了法律的
轨道，其行动更有抵触潘查希拉和 1945 年宪法的迹象。政府有权伸张法律，责成在印尼国内
的所有社会民众组织遵守印尼的法律；政府可以依据本国的法律采取行动。为此，政治法律
安全统筹部长希望国人以平和容忍的心态，等待政府根据法律采取的措施。

总统下令遏制社会冲突维护民族团结。《千岛日报》5月 18 日报道：佐科总统总统在会
见印尼伊斯兰理事会 (MUI) 、伊斯兰教士联合会 (Nahdlatul Ulama）、穆哈默迪亚
(Muhammadiyah)、天主教印尼教长大会（KWI）、印尼基督教堂协会（PGI）、印尼佛教代表
协会（Perwakilan Umat Budha)、印尼印度教教长委员会（PHDI）和印尼孔教最高理事会
（MATAKIN）等 8位宗教领袖和国民军总司令及国家警察局总长时，下令国警总长和国民军
总司令毫不犹疑地对一切破坏团结和兄弟情谊的言论和行为采取严厉措施。总统对所有宗教
承诺继续维护不同宗教教徒、不同群体和不同阶层之间的团结友爱、和平及相互包容，表示
高兴和感谢。总统明确表示，结社自由和集会自由受宪法保障，但必须符合法律。

总统视察快速反应部队在纳士纳的演习。《千岛日报》5月 20 日报道：19 日，佐科总统
和国民军总司令卡托•努尔曼迪约（Gatot Nurmantyo）出席观看了快速反应部队在廖群岛纳士
纳（Tanjung Datuk Natuna）举行的演习。出席观看演习的还有国防部长里亚米扎尔德•里亚库
杜（Ryamizard Ryacudu）、内政部长扎赫约•库莫罗、人类发展与文化统筹部长布安•马哈拉妮
（Puan Maharani）和全国 23 省省长。有 5899 名战士参加了此次演习，演习使用重型武器装
备，展示了模拟空战、跳伞、坦克进攻和模拟疏散等科目。但演习发生意外事故，造成 4名
陆军战略后备司令部士兵死亡。

总统强烈谴责首都恐怖袭击。《千岛日报》5月 26 日报道：5月 24 日晚 9时和 9时零 5
分。雅加达东区马来由乡（Kampung Melayu）巴士站相继发生自杀式恐怖爆炸，造成 5 人死
亡，包括 3名警察和 2名恐怖袭击者，另有数十人受伤。佐科总统强烈谴责恐怖袭击，向罹
难警员表示深切哀悼，并慰问家属及正在治疗的伤者，并责令国家警察局总长迅即彻查这起
爆炸案。国警总部公关处长赛特约•瓦西斯托（Setyo Wasito）24 日晚表示，案发现场调查结果
发现，2名袭击者是以气压锅炸弹进行自杀式爆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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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印尼民意代表机构动态

涉及电子身份证项目舞弊案的前国会议员遭警方逮捕。《雅加达环球报》 5 月 1 日报道：
5 月 1 日凌晨，警方在雅加达南区克芒（Kemang）逮捕了民心党前国会议员米丽燕·哈里亚
尼（Miryam S. Haryani），她被指控在电子身份证舞弊案中做假证。自被指定为嫌疑人后，米
丽燕几次逃避肃贪委员会（KPK）的传唤，肃贪委要求警方将米丽燕列入通缉名单。米丽燕
被送到雅加达警察总部拘留，之后将会移交给肃贪委。

国会议长推动调查肃贪委。《雅加达邮报》5月 19 日报道：国会议长塞特亚·诺凡多（Setya
Novanto）呼吁议员加快设立一个调查组以调查肃贪委。塞特亚表示，国会议员希望将肃贪委
调查计划推向下一阶段。由于公众反对此举，因此是否委派代表去肃贪委调查产生了分歧。
公众和反贪人士表示，如此举措将使得国会能够插手肃贪委对电子身份证贪污案的调查。

3. 印尼政党动态

民族觉醒党举行全国协调会议。《千岛日报》5月 2 日报道：民族觉醒党（PKB）中央理
事会大选助选团 1日在雅加达中区史年古斯杜尔大厦举行全国协调会议。民族觉醒党中央理
事会总主席穆海敏•伊斯坎达尔（Muhaimin Iskandar）希望此次会议能把民族觉醒党推向更高
的级别，即跻身印尼最高级别政党之列。民族觉醒党中央理事会大选助选团主席马尔文
（Marwan Jafar）呼吁全体与会者为党赢得选举作出更大努力。

繁荣公正党反对调查肃贪委。《雅加达邮报》5月 3 日报道：以伊斯兰教为基础的繁荣公
正党（PKS）向众议院议长塞蒂亚·诺瓦纳（Setya Novanto）递交了一封信，拒绝接受国会发
起的一项针对肃贪委腐败调查的决定。他们声称，在 4月 28 日的全体会议上决定发起调查的
过程并没有遵循程序。根据国会 2014 年的行为准则规定，在全体会议上作出的决定并没有考
虑到所有派别和成员的意见和建议。在全体会议期间，主持会议的国会副议长法赫里·哈姆
扎（Fahri Hamzah）单方面地定槌通过调查。大印尼运动党（Gerindra）、民主党（Democratic
Party）和民族觉醒党的成员们走出会场以示抗议。

大印尼运动党西爪哇理事会在茂物举行地方领导会议。《千岛日报》5月 3 日报道：5月
1 日晚，大印尼运动党西爪哇理事会在茂物举行地方领导会议。会议中，大印尼运动党西爪
哇省县市领导支持德迪（Dedy Mizwar）为 2018 年至 2023 年度西爪哇省长候选人。大印尼运
动党组织部副主任巴基（Bucky Wikagoe）认为德迪在西爪哇的知名度，有助于本党在西爪哇
省地方首长选举获胜。这次地方领导会议决议，德迪与大印尼运动党西爪哇理事会主席穆尔
雅迪（Mulyadi）一起参加 2018 年地方首长选举。

专业集团党全国领导层会议在东加开幕。《国际日报》5月 22 日报道：专业集团党（Golkar）
全国领导层会议 5 月 21 日在东加省会麻里巴板（Balikpapan）开幕，委员会主席努尔丁·哈
利德（Nurdin Halid）向外界宣布，本次会议的议程包括讨论 2018 年地方首长同步选举的筹备
工作、2019 年大选的筹备工作，以及解决目前的政治局势。在筹备 2019 年大选中，专业集团
党将在中央、省级以及县/市级成立助选机构。哈利德表示，专业集团党将在大选程序开始之
前，提前招募议员候选人。招募过程始于按照人民的愿望宣传合格议员候选人的标准，然后
通过调查机制网罗准候选人，被列入名单的准候选人在到社区开展提高知名度的活动时，必
须宣传党的政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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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斗争党在巴厘举行全国工作会议。《千岛日报》5月 22 日报道：民主斗争党总主席
梅加瓦蒂·苏加诺普特丽（Megawati Soekarnoputri）20 日主持该党第 2届全国工作会议。会议
在巴厘登巴刹沙努尔茵纳大峇厘海滩酒店（Inna Grand Bali Beach）举行。民主斗争党秘书长
哈斯托（Hasto Kristiyanto）表示，召开这届全国工作会议是为了讨论党今后的工作，重申党
对国家和人民的承诺。

4. 钟万学事件专题

法庭将基于事实裁定钟万学案。印尼《好报》5月 7 日报道：最高法院（MA）强调，法
庭对雅加达省长钟万学（Basuki Tjahaja Purnama）亵渎古兰经案作出裁定时，不会被各方施予
的压力影响，法官团将基于法律事实公正地作出判决，示威行动改变不了法官对钟万学案作
出判决时将秉持的独立性。出席最高法院代表与印尼伊斯兰教士理事会教令民族运动代表之
间的会晤的最高法院公关主任兼法律处主任李德万（Ridwan Mansyur）宣称，最高法院院长哈
达·阿里（Hatta Ali）确定，最高法院不会对一切庭审进行干预，包括对钟万学案件进行的庭
审。

钟万学被判刑两年当即拘押。《千岛日报》5月 10 日报道：钟万学辱教案庭审 9日在雅
加达南区农业部大堂举行，判决钟万学亵渎宗教罪名成立，判以２年有期徒刑。法官团称，
钟万学在千岛向当地居民发表演讲时引用可兰经经文，被认为亵渎宗教。法官团称，钟万学
触犯刑法第 156a 条，即在公众面前有意发表亵渎某宗教的言论。钟万学表示对法官的判决将
提出上诉。钟万学被判刑 2年后，内政部决定指定雅加达副省长查罗特（Djarot Saiful Hidayat）
为代省长。

政客和支持者们准备为钟万学的拘留延迟提供担保。《雅加达邮报》5月 11 日报道：雅
加达省长钟万学的政客和支持者们表示，他们准备成为钟万学推迟拘留的担保人。钟万学的
律师表示，建设团结党（PPP）主席法利德（Djan Faridz），印尼民主斗争党（PDI-P）成员、
雅加达立法委员会发言人帕拉斯迪奥（Prasetyo Edi Marsudi），已经向雅加达高等法院提出了
推迟拘留钟万学的请求。周三，钟万学的支持者开始在市政厅收集签名和身份证副本，以满
足作为担保人的要求。

钟万学夫人说明钟万学撤回上诉的原因。《国际日报》5月 24 日报道：钟万学夫人林雪
莉（Veronica Tan）5 月 23 日在雅加达举行新闻发布会，说明钟万学撤回上诉的原因。林雪莉
表示，钟万学决定撤回上诉，从某种意义上说，更符合各方的利益。林雪莉表示，身为家属
和孩子，他们将尽力支持钟万学度过刑期。

钟万学向佐科提交辞职信。《雅加达环球报》5月 25 日报道，内政部长扎赫约·库莫罗
表示，钟万学已经以雅加达省长的身份向佐科总统提交了辞呈。这意味着查罗特将在 10 月之
前担任雅加达政府的领导职务。查罗特自从本月初钟万学因亵渎罪开始服刑以来，一直代行
省长职务。

5. 印尼地方政府动态

雅加达选委会宣布雅加达地方选举结果。《国际日报》5 月 6 日报道：雅加达选委会主
席苏马诺（Sumarno）5月5日在全体会议上正式宣布，阿尼斯-山迪阿卡（Anies Baswedan-Sandiag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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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o）当选为 2017~2022 年雅加达省长-副省长。根据雅加达省长第二轮选举的正式计票结果，
2号候选人钟万学-查罗特获得 42.04%选票，3号候选人阿尼斯-山迪阿卡获得 57.96%选票。根
据法律规定，得票最多的候选人当选为新一届雅加达省长-副省长。候任雅加达省长阿尼斯表
示，他和山迪阿卡被委以重任，希望雅加达市民祝愿他和山迪阿卡能够胜任。

雅加达省政府推出新机制处理市民投诉。《千岛日报》5月 13 日报道：雅京代省长查罗
特表示，省政府将实行新的机制处理市民的投诉。钟万学省长在辱教案中败诉后，省政府对
市民的投诉要制定新的机制。平常日子里，在省政厅地方工作队（SKPD）处理市民们的的投
诉。但 5月 12 日实行新机制后，省政府将设 5个部门处理有关文教、卫生、房屋等的投诉，
以使处理手续更有序。几个部门的职员，将根据地方工作队的领导签发的决定书来处理民众
投诉，以避免互相推诿的情况发生。

【编者评论】

在雅加达省长选举动态方面，正式计票结果表示 3号候选人阿尼斯获得 57.96%选票，当
选为新一届雅加达省长。而 2号候选人钟万学被判决亵渎宗教罪名成立，判以 2年有期徒刑，
当即拘押。钟万学的落选反映了伊斯兰教成为打击政敌的工具，这将会危害印尼民主的建设
与发展，也会有损印尼的包容性世俗国家形象。这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印尼众多激进穆斯林组
织对民众的强大动员。印尼大多数穆斯林属于温和派，不赞同伊斯兰教法立国，然而近年来
印尼出现了多个伊斯兰教政党，他们试图将印尼推向伊斯兰化的道路。随着钟万学的落选和
入狱，过去处于社会边缘的强硬派穆斯林组织底气大增。为了防止极端主义蔓延，印尼政府
宣布解散追随者众多的激进组织印尼伊斯兰解放阵线（HIT）。

世俗化政权与伊斯兰教的关系长期困扰印尼。印尼是一个多民族、多宗教的国家，如果
宣布印尼是伊斯兰国家将极不利于国家的稳定。更重要的是印尼从建国初期就确立了“潘查
希拉”为立国根基，可以维护多元化国家的稳定。维护国家统一和稳定是印尼各方的共同利
益，所以无论是总统还是大部分的印尼民众都接受并遵循“潘查希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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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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对印尼投资持续增长。“中国-印尼经贸合作网”5月 2 日报道：印度尼西亚投资协
调委员会 26 日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第一季度，中国内地对印尼直接投资 5.99 亿美元，占印
尼外来投资总额的 8.2%，成为继新加坡和日本之后的印尼第三大投资来源地。印尼投资协调
委员会主席托马斯·伦邦在当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中国内地已经成为印尼最大的矿业
冶炼和矿产品加工投资来源地，预计未来将继续保持这一势头，并有望成为印尼在亚洲的第
一大投资来源地。今年第一季度，印尼五大投资来源地分别是新加坡（21亿美元，占比28.2%），
日本（14 亿美元，占比 19.2%），中国（6亿美元，占比 8.2%），美国（6亿美元，占比 8.2%），
韩国（4亿美元，占比 5.8%）。

政府要再开拓 700 万公顷耕地。印尼《国际日报》5月 4 日报道：为了提高粮食防御系统
的能力，政府通过农业部开发更多的农粮种植区，并加强对农民收购稻谷的能量。农业部长
苏莱曼（Amran Sulaiman）5 月 3 日在雅加达农业部大厦召开工作会议时说：“我们在去年 10
月份直至今年 3月份开发新的农粮种植区获得成功，甚至超出了预定的指标。如今我们再次
开发新的农粮耕种区，在未来的 5 个月期间，或者直至 9 月份，新开拓的耕地不可低于 600
万公顷，希望能达到 650 万至 700 万公顷，最好能达到 700 万公顷。”

苏北省经济今年第一季度只增长 4.5% 。印尼《好报》5月 9 日报道：苏北中央统计局局
长Syech Suhaimi 阐述今年第一季度苏北省经济只增长4.5%，同比2012年同期6.05%越来越低。
主要原因是因为农业部、工业部和商业部产量锐减。商业领域业绩增长的是筹措电力和天然
气 11.45%，房地产 9.85%，信息和通信 9.33%。这些增长都由家庭消费支出贡献 53.47%，商
品和服务出口 35.92%，固定成本形成总值 31.02%。苏北印尼企业家协会（Apindo）副主席佐
汉·贝里恩（Johan Brien）说，经济衰落是因为苏北出现了不少问题，即电力和天然气，运输
和物流费太高，很多基础设施损坏，刑事案件、毒品和非法征抽（pungli）猛增，苏北省地方
领导人似乎不太关心对苏北经济增长有贡献的行业。

佐科总统：建 Tapaleo 港口效益甚大。《千岛日报》5 月 10 日报道：佐科总统称，港口
是民众迫切需要的设施，建 Tapaleo 港口，仅需 500 亿盾经费就已建成，但它带来的效益甚大。
5月 8 日，佐科总统在北马鲁姑省中哈尔马赫拉县主持 Tapaleo 港口启用仪式。他说，港口的
存在，有助于推动民众经济。民众可更快捷进行交易，产品价格随运输成本而降低。他希望
印尼每个前沿岛屿都设港口。

印尼政府将在 2017 年建成 5座灌溉堤坝。《雅加达邮报》5月 27 日报道：印尼公共事务
与住房部（Public Works and Public Housing Ministry）水力资源处总干事 Imam Santoso 昨日（5
月 26 日）在雅加达部门办公室接受采访时称，为了增加农作物产量，政府将在 2017 年完成 5
座灌溉堤坝的修建任务。这 5座灌溉堤坝分别位于：东加里曼丹的Marang Kayu、东努沙登加
拉的 Raknamo、西努沙登加拉的 Tanju 和 Mila 以及东爪哇的 Tugu。据报道，Marang Kayu 大
坝已经建成，Raknamo 大坝完成工作量的 92.6%，Tanju 和 Mila 大坝完成了工作量的 74.02％，
而 Tugu 大坝完成了工作量的 71％。印尼目前共有 209 座灌溉堤坝，总蓄水量 126.2 亿立方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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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灌溉土地 761542 公顷。

2. 印尼银行及金融业动态

印尼外汇储额升为 1232 亿美元。印尼《国际日报》5月 10 日报道：中央银行声称，直至
今年 4 月底，印尼外汇储备额已经达到 1232 亿美元，比起 3 月底外汇储备额为 1218 亿美元
增加了 14 亿美元。金融专家说，印尼外汇储备额越来越充沛，有可能达到印尼在 2011 年 8
月底外汇储备额为 1246 亿美元的历来最高峰。央行公关经理瑟卡拉（Tirta Segara）5 月 8 日
下午在雅加达通过书面方式说：“外汇储备额的增加主要是政府在这期间获得更多的外汇收
入，包括油气出口套取外汇，以及拍卖央行外汇为单位有价证券等活动取得更多的外汇。”
瑟卡拉阐明，直至今年 4 月底印尼外汇储备额为 1232 亿美元，足可支持 8.9 个月期间全国各
地进口所需要的外汇。

印尼央行行长：经济增长务必在 7%以上。《千岛日报》5 月 26 日报道：央行行长阿古
斯（Agus Martowardojo）24 日在雅加达谭林街央行大厦表示，印尼经济的增长需要保持在 5%
以上或达 7%，才能实现民众生活富裕。他说，目前印尼的经济状况还算稳定，但必须注意全
球经济的不稳定情况。“为实现民众生活富裕，经济增速达到 5%是不够的，必须 7%以上才
行。需要共同促进财政、货币及金融领域的结构性的改革。”国会第 11 委员会副主席Marwan
Cik Asan 表示，印尼经济不可以一直停留在目前 5%的状态。如果 5%的增长一直保持到 2030
年，印尼将成为中等收入国家。“增长必须在 10%才能摆脱成为中等收入国家。央行、金融
服务管理局（OJK）、存款保障机构（LPS）的任务至少要保证我们的金融系统不要出现经济
动荡的局面。”

3. 印尼企业界动态

国內外 7家企业签署备忘录，在巴露经济特区投资。印尼《星洲日报》5月 18 日报道：3
家外国企业和4家印尼企业，与中苏拉威西Bangun Palu（BPST）公司总经理穆耳哈南（Mulhanan
Tombolotutu）签署在巴露经济特区建设工业的备忘录。在中苏拉威西省长龙基（Longki
Djanggola）的见证下，在该公司办事处签署谅解备忘录，中苏拉威西 BangunPalu 公司是巴露
经济特区的建设和管理机构。与 BPST 公司签署谅解备忘录的 3 家外国投资者，是来自中国
的 STM Tunggal Jaya 公司、Tidfore 集团、以及韩国的 Korea Western Power。国內投资分別是
印尼港口第四公司Wikajabar Power 公司、PPEnergi 公司和 Pertagas Niaga 公司。这个合作包括
工业区领域，水、电和交通运输基础设施，海港服务和物流服务。BPST 总经理穆耳哈南说，
每家企业的投资额平均达到 500 万美元（约 65 兆盾）。他表示，加快巴露经济特区的建设，
是佐科威总统于上周在国家宫主持一些部长和中苏拉威西的专题统筹会议时作出的 6项指示
之一。中苏拉威西的经济增长是印尼目前最高的，因为受到这个省份东部地区的矿务投资影
响。他说，有必要在西部地区有新的投资中心，使到经济增长能够均衡。

国电与私企签署 39 项合同，在苏岛提供 28.3 万千瓦电力。印尼《国际日报》5 月 20 日
报道：为推动印尼可再生能源发展，国营电能企业公司（PLN）周五（5月 19 日）共签署 37
项谅解备忘录（MoU）和 2 项购电协议（PPA），以发展苏门答腊地区可再生能源发电厂。
国电苏门答腊区域业务经理阿米尔罗西丁见证上述签署仪式，该些将建造发电厂总发电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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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3 万千瓦，其中小型水电厂 15 万千瓦、生物质发电厂 5.5 万千瓦、沼气发电厂 7.1 万千瓦 和
日能发电厂 0.7 万千瓦。预计上述所有发电厂将于 18-24 个月竣工，可望加快印尼电气化进程，
至今苏门答腊区域可再生能源发电厂已达到 150.6 万千瓦，或占发电总装机容量 18%，届时可
增升为 23 %。

印尼国油将与中国石化合作炼油。印尼《国际日报》5月 26 日报道：北塔米纳国油公司
供应链综合资深副主任丹尼尔（Daniel Purba）5 月 24 日表示，国油公司已决意“放弃”新加
坡，而与中国国际石油化工联合有限责任公司（中联石化/Unipec）合作提炼原油，这项合作
将从今年 7 月至 12 月开始生效。丹尼尔 5月 24 日在雅加达透露，届时国油公司在伊拉克West
Qurna 1 油田所生产的原油将交由中国负责提炼，因为这家国企的国内炼油厂无法提炼巴士拉
（Basra）此种原油。他说，“按计划，因考虑到中联石化公司是中国石化集团（Sinopec）的
子公司，因此巴士拉原油将交由中国石化集团负责提炼。”而中国的炼油厂每个月将提炼 100
万桶巴士拉原油变为初级汽油，因此从今年 7月至 12 月或在 6个月负责提炼 600 万桶初级汽
油。他补充说，国油公司会选择中联石化公司，是因为中国方所提供的价格更优惠，而且也
拥有很多炼油厂，加上对方要负责从中国至印尼的燃油运费。

印尼鹰航正式开辟登巴萨直飞成都航线。印尼《星洲日报》5月 27 日报道：印尼鹰航公
司正式开辟往返於登巴萨-成都的直飞航线，作为公司发展策略的一部份，以继续拓展在中国
的市场。鹰航商务与信息科技总监妮娜.苏莉斯蒂奥娃蒂周二（23 日）在一份官方声明中说，
中国市场在鹰航的国际航线市场份额起著重要作用。而在世界范围內，来自中国的国际游客
平均达到每年 1亿人次。“我们十分乐观，可以最大限度地扩大这个国际市场潜力，尤其是
通过开设直飞成都的航线。”据悉，印尼鹰航公司在 2016 年的中国航线领域，占得了公司国
际航线市场份额的 25%。该国营企业深信，在成都的市场潜力，有望能继续扩大公司的业务
拓展力度。印尼鹰航公司将在该新线路提供世界上最佳的客舱乘务员服务。公司也將聘用来
自中国的客舱乘务员，以便能更容易地与乘客进行沟通和提供服务。

6家印尼公司入围《福布斯》“全球企业 2000 强”榜单。印尼《时代报》5月 29 日报道：
《福布斯》杂志已经公布了 2017 年“全球企业 2000 强”名单，评估指数包括销售额、利润、
资产和市场价值。入围的 6家印尼企业分别是：印尼人民银行（BRI）、万自立银行、印尼国
家银行（BNI）、BCA 银行、国有电信公司 PT Telkom 和 Gudang Garam 烟草公司。其中，BRI
银行以 83 亿美元销售额、20 亿美元盈利、745 亿美元资产和 242 亿美元市场价值而名列榜单
第 386 位。万自立银行以 75 亿销售额、10 亿盈利、771 亿资产和 214 亿市场价值而名列 494
位。BCA银行以 48 亿销售额、15 亿盈利、502 亿资产和 321 亿市场价值名列第 564 位。国有
电信公司 PT Telkom 以 87 亿销售额、15 亿盈利、133 亿资产和 304 亿市场价值而名列第 653
位。BNI 银行以 44 亿销售额、8.5 亿盈利、448 亿资产和 91 亿市场价值名列第 924 位。Gudang
Garam 烟草公司以 57 亿销售额、5亿盈利、47 亿资产和 99 亿市场价值列第 1373 位。此次《福
布斯》排行榜前 5位分别是：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建设银行、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JP 摩根
大通和美国富国银行。

4. 印尼进出口动态

第一季度出口提振印尼经济。《千岛日报》5月 6 日报道：中央统计局的数据显示，2017
年第一季度，印尼出口大幅度提升，经济年增长率达 5.01%。中央统计局局长 Suhariyanto 5 日



10

在雅加达表示：“今年第一季度出口增长 8.04%，与去年同期 3.29%相比大幅度提高。”非油
气产品和服务业出口的好转、经济的改善以及出口市场订单的增加，促进了印尼出口的增长。
第一季度家庭消费增长 4.93%、固定资本形成毛额（PMTB）增长 4.01%、政府消费增长 2.71%。
由于该季度有 101 个地区进行地方首长竞选活动，家政服务非盈利机构（LNPRT）消费增长
8.02%，产品和服务业的进口随之增长 5.02%。今年第一季度 5.01%的经济增长率与 2016 年第
一季度的 4.92%以及第四季度的 4.94%相比，都有所提高。此外，通信和信息业增长率达 9.1%、
运输和仓储业增长率 7.65%、医疗和社会活动经济增长率 7.13%、农业增长率 7.12%。Suhariyanto
说，“互联网、社交媒体用户的增加，使通信信息领域获得发展。”。第一季度，矿业发展
出现萎缩，呈现负增长态势，天然气、原油等产量有所下降。总体来看，今年第一季度，爪
哇各省经济为印尼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最大，达到 58.49%；其次是苏门答腊 21.95%；加里曼丹
8.33%；苏拉威西 5.94%及其他岛屿 5.29%。目前，印尼第一季度国内生产总值按不变价格计
算达 3227.2 万亿盾。

2017 年首季度，印尼棕油出口同比上升 23.57%。 印尼《商报》5 月 12 日报道：2017 年
首季度，印尼棕榈原油出口，包括生物柴油和油脂化学品达 802 万吨，或比去年同期的仅 649
万吨上升 23.57%。该上升是由一些出口目的国，其中欧盟、美国、非洲和巴基斯坦的需求大
幅提高所引发。印尼棕榈企业家协会（Gapki）执行主任 Fadhil Hasan 称，2017 年 1 月至 3月
的棕榈原油出口上升 23.57%，虽然在 2月至 3月期间恰恰显示降低的趋势。上述趋势由 2017
年 2 月份出口税高达每吨 18 美元所引发。根据印尼棕榈企业家协会的数据显示，2017 年 3 月
份，印尼棕榈原油出口，包括生物柴油和油脂化学品，从 2017 年 2 月份的 266 万吨下降 5%
成为 253 万吨。而 3月份的产量达 292 万吨，比 2017 年 2 月份的 263 万吨有所上升。

1-4 月印尼对华出口继续大幅增长，中国稳居印尼第一大出口国。“中国-印尼经贸合作
网”5月 16 日报道：印尼中央统计局 5月 15 日公布了 4月份印尼对外贸易统计数据。4月份
印尼对外贸易出口 131.67 亿美元，同比增长 12.63%；进口 119.28 亿美元，同比增长 10.31%。
1-4 月，印尼对外贸易出口 538.61 亿美元，同比增长 18.63%；进口 485.34 亿美元，同比增长
13.51%，顺差 27.52 亿美元。 按非油气类产品统计，4月份印尼对中国出口 15.68 亿美元，同
比增长 49.62%；进口 26.78 亿美元，同比增长 6.23%。1-4 月，印尼对中国出口 62.65 亿美元，
同比增长 61.04%，占印尼出口总额的 12.81%，位居第一，美国、印度分列第二、三位，且日
本首次让位于印度居印尼出口国第四；1-4 月印尼自中国进口 103.68 亿美元，同比增 7.38%，
占印尼非油气产品进口总额的 25 . 70%，位居第一，日本、美国分居第二、三位。

5. “一带一路”专题

马六甲海峡、苏门答腊岛与建设“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印尼《好报》5月 17 日报道：
苏门答腊岛横贯马六甲海峡，为世界第六、印尼第二大岛，面积 47 万平方公里，人口 5000
余万。该岛扼守马六甲海峡起始点，是印尼通往南亚、西亚、欧洲和非洲的重要门户，人口、
面积、贸易和经济总量均约占印尼的四分之一。苏门答腊自古以来就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
枢纽和必经要道。从唐朝义净到明代郑和跨越上下数百年，他们肩负使命走向更宽广的世界，
均多次到访苏门答腊岛，并自此开辟了中国通往南亚、中东乃至非洲地区更为广阔的贸易与
文化交流通道。时至今日，每年有 10 万艘以上的商船经过马六甲海峡，约占全球海上贸易量
四分之一，苏门答腊岛战略地位更加突显，发展机遇更加广阔；苏门答腊岛蕴藏丰富的煤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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锡、铝土等矿产和棕油、橡胶、咖啡等种植资源；居新加坡一侧的巴淡市为印尼首个自由贸
易区，造船业产值占比 70%以上，双方在贸易和产能合作方面潜力很大。由于历史和地缘等
原因，长期以来，印尼的经济发展过度集中于爪哇岛，GDP总量占全国近 60%，而包括苏门
答腊岛在内的其它五大区域发展相对滞后，远未充分发挥其发展潜能。目前，苏门答腊岛公
路、港口等基础设施建设严重滞后，工业基础薄弱，产业链不健全，矿产及种植产品下游加
工业不发达，产品出口附加值较低，发展空间巨大。苏门答腊岛已被列为印尼国家重点发展
的第一大经济走廊，着力发展电站、公路、工业园区等基础设施及棕油、橡胶、煤炭、钢铁
和造船等产业。“海上丝绸之路”倡议与“全球海洋支点”战略不谋而合。2013 年 10 月，习
近平主席在印尼国会发表演讲，首次提出建设“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战略构想。2014 年 10
月，印尼总统佐科提出“全球海洋支点”发展战略，两国元首提出的重大而意义深远的发展
理念具有诸多契合点。两国元首互访频繁，促进了“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与“全球海洋支
点”发展战略对接，中印尼两国友好关系处于历史最好时期，也为双方在区域各领域合作奠
定了坚实的基础。马六甲和苏门答腊将承载经贸合作历史新使命。目前，中国为苏门答腊岛
最大贸易国和第三大投资来源国，双方经贸合作除在电站建设、能源矿产开发和高速公路建
设等领域外，逐渐向电子商务、工业园区建设、旅游开发等领域延伸。据不完全统计，截至
2016 年底，苏岛共有中国企业 63 家，承建 EPC工程 23 个，总合同金额 33.8 亿美元；投资项
目 29 个，实际累积投资金额 23 亿美元。中国与苏门答腊地区的经贸合作尚处于初期阶段，
合作空间和发展潜力巨大。双方企业应在“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和“全球海洋支点”发展
战略统领下，抓住发展历史机遇，兼顾双方共同利益，优势互补推进重大项目建设，推动中
印尼发展战略在苏门答腊地区有效对接。双方应重点在电站、港口、铁路和造船等领域开展
合作，同时带动钢铁、锡、铝土等矿产精加工业，及水泥、机械制造等投资设厂，实现技术
装备与产能合作。此外，还可进行工业园区合作，发展棕油、橡胶等种植产品中、下游加工
与出口，以及木材加工等产业。双方还可探索在海洋经济和可再生能源等领域合作，并推广
杂交水稻等农业种植技术合作。在 5月份北京举行的“一带一路”高峰论坛上，印尼政府提
出了包括合作开发位于马六甲海峡一侧的北苏门答腊省瓜拉丹戎港口的建议，这将从海路基
础设施连接上促使“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倡议与“全球海洋支点”战略在苏门答腊岛实现
有效对接。印尼将重点发挥苏门答腊地区的区位优势、资源优势和对基础设施建设的巨大需
求，促使其与中国的资金、技术、设备和管理优势有效对接，进一步深化务实合作，促进经
济发展，造福两国人民。

借“一带一路”东风，印尼致力于吸引中国投资。印尼《千岛日报》5月 20 日报道：投
资统筹机构主任托马斯·伦邦（Thomas Lembong）按计划于 5 月 23 日-24 日主持万鸦佬国际
旅游会议，并会晤中国诸位投资者和准投资者。托马斯 5月 19 日发公报称，“按照佐科总统
指示，与佐科总统把印尼建成世界海上轴心的愿景高度契合的‘一带一路’概念，可被利用
于吸引中国投资。”托马斯说，由中国深圳、上海、广州等城市飞往万鸦佬航班的开辟，有
利于提高中国游客对万鸦佬的到访率。据统计，2016 年来访北苏拉威西省的外国游客人数由
111 万增至 153 万，中国游客的逗留时间平均 5天 4 夜，消费额平均 1000 万至 1500 万盾。

“一带一路”峰会：印尼准备向中国提高棕榈油出口量。“中国-印尼经贸合作网”5月
23 日报道：印尼政府向中国政府解说，国内农业部准备向中国扩大棕榈油出口量。外交部长
蕾特诺（Retno Marsudi）说：“政府也讨论油棕出口的合作。目前中国发展了 5级生物柴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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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生产生物柴油需要 5%的棕榈油，所以中国对棕榈油的需求将增加。”蕾特诺称，佐科总统
在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会谈间隙举行双边会谈时称，印尼准
备扩大向中国的棕榈油出口量。外交部长续说，印尼扩大棕榈油出口量的好意得到中国政府
的积极响应。除了扩大出口量，佐科总统也邀请中国企业对国内棕榈油衍生物产业进行投资。
在会议上，佐科总统与习近平见证三项合作协议的签署仪式，第一是外交部长蕾特诺与中国
外交部长王毅签订的 2017 年至 2021 年印尼―中国综合策略伙伴协议的实施；第二是国民建
设规划部长班邦（Bambang Brodjonegoro）与中国贸易部长钟山签订的印尼-中国经济技术合作
协议；第三是印尼中国高铁（KCIC）公司总经理杭戈洛（Hanggoro）与中国国家开发银行董
事长胡怀邦签订的快速铁路建设工程融资协议，合作承诺价值达 44.98 亿美元。

印尼政府研讨“一带一路”峰会成果。印尼《国际日报》5月 31 日报道：海事建设与资
源部长卢胡特（Luhut Binsar Pandjaitan）召集诸相关部长，讨论有关不久前参加北京举行的“一
带一路”峰会所取得的成果及其接续事宜。据报道，出席会议的有国企部长莉妮（Rini
Soemarno）、外长蕾特诺、印尼投资统筹机构（BKPM）主 任 托 马 斯（Thomas Trikasih
Lembong）、工业 部 长 哈 达 托（Airlangga Hartarto）及交通部长苏马迪（Budi Karya Sumadi）
等。国企部长莉妮坦承，她要召开有关接续 5月中旬曾在中国讨论的持续性投资会议。这次
会议被期望获得积极的效应，往后为各自的经济效应产生影响。卢胡特部长阐明，往后印尼
与中国两国政府不仅讨论有关交通基础设施的连通性而已，但也涉及到能源方面的投资，其
中是发展东加省文当（Bontang）炼油厂的建设，以及拓展龙目（Lombok）曼达利加（Mandalika）
的旅游业。

【编者评论】

第一，就 5 月份印尼政府经济政策而言，“中国对印尼投资持续增长”，“佐科总统：
建 Tapaleo 港口效益甚大”，“政府要再开拓 700 万公顷耕地”、“印尼政府将在 2017 年建
成 5座灌溉堤坝”这几条新闻值得解读，分别反映了中国对印尼的投资问题、印尼的基础设
施建设问题和印尼的农业发展问题。首先，就中印尼投资问题而言，新闻中一组数据引起编
者的关注：“印尼五大投资来源地分别是...日本（14 亿美元，占比 19.2%），中国（6亿美元，
占比 8.2%）”，中国对印尼的投资目前尚不及日本的一半；其次，佐科政府一直在大力发展
印尼的基础设施建设，Tapaleo 港口就是一例，关注本动态的读者不难发现，至少一段时间以
来，几乎每月动态月报中都有印尼基础设施建设的新闻；最后，就印尼的农业问题而言，实
现粮食的自给自足一直是印尼政府追求的一大目标，佐科总统 2014 年曾承诺将带领印尼实现
大米的自给自足，三年内不再进口大米，“增加耕地面积”、“修建灌溉堤坝”都反应了佐
科政府所做出的努力。

第二，就 5 月份印尼银行与金融业动态，外汇储备额的提升无疑是个利好消息，这既会
增加印尼金融市场的稳定性，也会增强印尼政府的抗金融风险能力。“印尼央行行长：经济
增长务必在 7%以上”这条新闻则反映印尼政府对经济发展的良好愿景。

第三，就 5 月份印尼的企业界动态而言，“国內外 7 家企业签署备忘录，在巴露经济特
区投资”、“国电与私企签署 39 项合同，在苏岛提供 28.3 万千瓦电力”和“印尼国油将与中
国石化合作炼油”这三条新闻引人注目，前两条新闻，一个在苏拉威西岛，一个在苏门答腊
岛，反映了政府开发外岛所做出的努力。而在一、三两条新闻中，都有中国企业的参与，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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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了中国加速投资印尼的步伐。
第四，就 5 月份印尼进出口动态而言，“第一季度出口提振印尼经济” 、“1-4 月印尼

对华出口继续大幅增长，中国稳居印尼第一大出口国”值得关注，结合这两条新闻，不难得
出一个结论：对华出口的增长提振了印尼经济。当然，尽管印尼对华出口增长，但中印尼间
的贸易逆差值得关注。

第五，就 5月份的中国印尼经济关系而言，最值得关注的当属 5月 14 日在北京召开的“一
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印尼也是这次峰会的座上宾之一，鉴于这次峰会进一步加强了
中印尼间的经济合作，因此编者特意做了这个“一带一路”专题。编者将该专题的新闻分为
两类：一类是战略层面的对接考量，如“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与印尼的“全球海洋支点”
战略对接；一类是政府层面的研讨与布局，具体表现在“吸引中国投资”、“向中国提高棕
榈油出口量”和吸引中国游客上。在编者看来，中国和印尼的战略对接确实是一个机遇，国
内学界也有相关的研究，但“一带一路”倡议虽然是政府提出的，但它终究是个企业经济行
为，沿线规划的项目终究需要严格计算收益和成本的，企业的对外投资行为终究是伴有风险
的，这种风险不仅仅是经济层面的，也有政治层面的，如何克服这种因国情不同而伴生的各
种“海外不利性”（Liability of Foreignness）是每一个参与企业都需要深思熟虑的，正如同国
家无法掌握庞大而瞬息万变的市场一样，“一带一路”中具体项目规划的成功与否，既不是
政府的职责所在，也不是政府的能力所能解决的。“一带一路”战略规划中，企业才是参与
主体，而市场才是起决定性作用的客观环境，借用时殷弘教授的一句话：“‘一带一路’，
祈愿审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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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印尼社会宗教文化动态

1. 印尼社会发展

警方吁劳工开展有意义活动庆劳动节。《千岛日报》4月 29 日报道：印尼警方呼吁劳工
在 5月 1 日劳动节开展有意义的活动。但警方不能禁止劳工举行游行示威，因为这是劳工表
达心愿的权利。国警总部社会信息公关处主任利克宛多（Rikwanto）28 日于雅加达南区说，
“我们不禁止劳工示威，示威是表达劳工的心愿和诉求的渠道。但我们建议，在‘五•一’劳
动节，开展积极的有意义的活动，如在各自区域举办娱乐节目、比赛活动或社会服务活动。”

《雅加达宣言》呼吁新闻媒体在和平、包容社会中发挥更大的作用。《雅加达邮报》5
月 5 日报道：1300 名与会者出席了印尼政府、通信和信息部、新闻理事会和教科文组织主办
的 2017 年世界新闻自由日( WPFD)并一致通过了《雅加达宣言》,呼吁媒体在推进和平和包容
性社会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

总统称我国拥有逾 1.7 万岛屿—需要许多港口 如今建成的港口还不多。印尼《国际日报》
5 月 10 日报道：佐科总统声称，我国有超过 17000 个岛屿，所以很需要港口，但能落实的港
口工程还不多。交通部长苏马迪补充称，在全印尼尤其是边界地区建设港口设施，即显示政
府为实现九项愿景和将我国发展成为世界海运轴心的雄心。为此政府致力发展我国海事潜力，
在最外围的边缘岛屿兴建港口设施，从而实现全国经济发展均衡格局，缩小我国西部和东部
地区经济建设鸿沟。

解决监狱囚满为患问题。《千岛日报》5 月 10 日报道：廖省北干峇汝监狱 432 名囚犯越
狱的消息令人震惊。我国囚犯越狱事件几乎年年发生，但数量一般为十余名至数十名。外国
囚犯越狱最多人数为百余名，此次北干峇汝囚犯越狱人数之多可谓破世界纪录。虽然警方迅
速展开抓捕行动，219 名囚犯被抓回，但还有 213 人仍逃亡在外，给社会治安带来隐忧。

面对上述问题，除了兴建更多的监狱外，还可考虑一些罪犯不必予以囚禁，比如吸毒犯
可转入戒毒康复所。有些罪犯可施以劳动或社会服务性质的惩罚，如挖河修路、清理沟渠垃
圾、在特定厂矿企业劳动等，通过苦其心志，劳其筋骨，达到端正其思想行为的目的。当局
可根据其实际表现，给予减刑，减少监狱的囚犯负荷。此举不仅可缓解牢狱囚满为患的问题，
还可改善对罪犯的教育。

雅加达爆炸属全球连环恐袭。新加坡《联合早报》5月 26 日报道：印度尼西亚警方说，
雅加达一个巴士总站周三晚发生爆炸的事件属于“全球性恐怖袭击”，“极可能”同极端组
织伊斯兰国有关联。这起事故造成 5死 12 伤，死者包括 2名涉嫌引爆炸弹的凶手。印尼警方
将雅加达这起疑似自杀式炸弹袭击与英国曼彻斯特 22 日晚发生的演唱会爆炸案以及菲律宾
马拉维市 23 日被武装分子攻占相提并论。

经济与教育因素与人们涉及激进主义基准无关。印尼《好报》5月 28 日报道：警总狄多
警察上将发现参与恐怖行动人员所拥有的共同特点。他认为，经济和教育因素并非人们轻易
受到激进主义影响的基准。狄多周五对媒体表示，若那些被捕或死亡恐怖分子是小摊贩，那
只是一种巧合，最主要的仍然是人们的心理状态。比如说，基地组织头目奥萨马·本·拉登
虽拥有巨大财富，但也会受到激进与恐怖主义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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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苏省发生 6.6 级地震。《千岛日报》5月 31 日报道：5月 29 日晚 9时 35 分，中苏拉威
西省波梭（Poso）县发生里氏 6.6 级地震。国家气象与地球物理局报告，地震中心位于南纬
1.33 度，东经 120.41 度，即位于波梭县西北方向 38 公里处，震源深度为 10 公里。此次地震
至峨仑打洛都有震感。报告称，地震没有引发海啸。

2. 印尼宗教事务

雅加达获得额外的麦加朝觐配额。《雅加达邮报》5 月 3 日报道：2017 年雅加达市民的
朝觐配额已扩大到 7891 人,比去年增加了 2263 人。雅加达特区省府秘书长赛弗拉（Saefullah）
说：“去年该市的麦加朝觐定额是 5628 人。为了适应增长,政府部门扩大了预算,并排遣了更
多的官员。今年,麦加朝觐官员将从 50 人增加到 61 人,麦加朝觐时间表没有改变。”

GNPF 将举行捍卫伊斯兰运动。《千岛日报》5月 3 日报道：捍卫印尼伊斯兰教士理事会
教令全国运动（GNPF-MUI）在辱教案被告钟万学判决前，决定于 5月 5 日出动 5000 人开展
“55 捍卫伊斯兰运动”。55 捍卫伊斯兰运动将在周五祈祷后，在雅加达伊斯蒂克拉尔（Istiqlal）
清真寺前举行。活动中，群众将步行前往宪法法院。

伊群众就阿学案展开示威，最高院接见十名示威代表。印尼《好报》5 月 6 日报道：由
捍卫印尼伊斯兰教士理事会教令全国运动推动的“55 捍卫伊斯兰运动”（5月 5 日）示威行
动昨日举行，展开此行动意在敦促最高法院（MA）在对雅加达前省长钟万学亵渎古兰经案作
出判决时，要持着独立和公正态度。而在此之前，GNPF-MUI 指责检察官对阿学量刑过宽，
即 1 年监禁缓刑 2 年。示威群众昨日下午 1 时 30 分左右抵达最高法院大楼附近，但他们在
Medan Merdeka Utara 街的内政部大楼前面被部队设置的路障拦住。在示威期间，最高法院代
表接见了十名示威代表。

强硬派伊斯兰势力料随钟万学入狱事件坐大，印尼包容性世俗国家形象受冲击。新加坡
《联合早报》5月 10 报道：印度尼西亚雅加达特区首长钟万学亵渎伊斯兰案被视为对印尼宗
教容忍度的一次考验。分析员警告，随着法庭昨天判钟万学罪名成立并监禁两年，印尼作为
一个包容性世俗国家的形象将受冲击，印尼国内的强硬派伊斯兰势力也会继续坐大。法新社
分析指出，印尼长期以来因多数人口奉行温和伊斯兰教义而受到赞扬，该国也在宪法中保障
了人民信仰六大宗教（伊斯兰、基督教、天主教、印度教、佛教与孔教）的自由。可是，在
前强人总统苏哈托下台后的近 20 年来，印尼国内的强硬派宗教组织便开始逐渐壮大。

印尼人权组织同等机构（Setara Institute）副主席博纳说：“在后苏哈托时代，印尼社会
显著地受到‘伊斯兰化’。如果只要是为了使人们与社会更服从真主，这并无问题，但我们
现在看到的是一个不同的现象——激进主义的崛起。”印尼国防大学分析师尤哈尼斯说，在
钟万学案下判后，印尼作为包容性伊斯兰教堡垒的国家形象将受损。

谁也不能垄断宗教真理。《雅加达邮报》5月 13 日报道：当任何人都可以连接互联网在
一夜之间变成一个“宗教专家”,开始引用古兰经和先知语录声明，他人是异教徒或叛教者的
时候，两位高级穆斯林教士提供了简单的建议：你不能也不应该要求垄断宗教真理。印尼伊
斯兰教士联合会的教士Mustofa Bisri 和 Quraish Shihab 是该国少数古兰经释义专家之一，他们
在周四晚上的电视谈话节目“Mata Najwa”中，表达了对日益增长的宗教不容忍和极端主义
的关切。他们说，他们认为这个问题的根源在于一些人的态度，这些人声称只有自己真正理
解伊斯兰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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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统与各宗教领导人会晤。印尼《国际日报》5月 17 日报道：佐科总统 5月 16 日中午突
然宣布将于下午2点在独立宫召开跨宗教领导人会议。应邀出席的有伊斯兰学者理事会（MUI）
主席马鲁夫·阿敏、印尼主教会议主席 Ignatius Suryo Hardjoat modjo、印尼团契教会主席
Henriette T Hutabarat-Lebang、印尼佛教总会主席邹丽英、印尼印度教协会主席 Wisnu Bawa
Tenaya 和印尼孔教最高理事会主席Uung Sendana L Linggarjati。伊联总主席赛义德·阿基尔和
穆协总主席海达·纳西尔因故缺席，而由伊联秘书长 Helmy Faisal Zaini 和穆协法律与人权理
事会主席 Syaiful Bakhri 代表出席。外界猜测，总统召开这次会议是考虑到，最近一段时间的
局势升温与宗教和种族问题密切相关。总统希望通过此次会谈收集关于局势发展态势的信息，
并听取各宗教领导人的反馈意见。

卢比亚特莫科就任三宝垄大主教。《雅加达邮报》5月 21 日报道：周五（5月 19 日）在
中爪哇省三宝垄国家警察学院综合大楼举行仪式，卢比亚特莫科（Rubiyatmoko）神父正式就
任三宝垄大主教，来自 100 个教区的数千名天主教徒参加了这次活动。卢比亚特莫科神父于
1963年 10月 10日出生在印尼斯莱曼，在1993年至 1997年进入罗马宗座额我略大学（Pontifical
Gregorian University）获得教会法博士学位。教宗方济各 3月 18 日在罗马的梵蒂冈宣布任命卢
比亚特莫科为三宝垄大主教。

印尼副总统: 近年全球多起恐袭事件源于错误解读伊斯兰教义。新加坡《联合早报》5月
21 日报道：印度尼西亚副总统尤索·卡拉表示，宗教并非冲突的根源，全球各地近来不断发
生的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事件其实是源于人们对伊斯兰教义的错误解读。卡拉周四（5月 18
日）在英国牛津伊斯兰研究中心的讲座上就一系列课题发表演讲，其中包括印尼的贫富悬殊
问题以及极端主义的根源。根据印尼外交部周五发表的声明，卡拉在致辞时说：“极端主义
其实有许多根本原因，从经济到政治，从社交到文化，又或是众多因素集合在一起。而这些
根本原因最终被那些曲解宗教教诲的人正当化。”

佐科总统倡导团结合作，用宗教和文化解决恐怖主义问题。《千岛日报》5月 23 日报道：
佐科总统于 21 日在沙特利雅得出席阿拉伯、伊斯兰与美国高级别会议。他在会上表示，历史
告诫我们，武器和军事力量不能解决恐怖主义问题，只有通过正确的思维方式，综合运用硬
软实力，通过宗教和文化加强运用软实力，才能转变混乱的思维。

宗教学者复兴会：停止网络迫害。《雅加达邮报》5月 29 日报道：该国最大的伊斯兰组
织宗教学者复兴会（NU）已经要求所有的群众组织，包括宗教组织，停止迫害任何被指控在
互联网上侮辱宗教或宗教人士的人。宗教学者复兴会秘书长Helmy Faishal Zanini 鼓励人们进
行对话来解决分歧，并表示伊斯兰教也推动了解决问题的和平方式。Helmy 倡导，“对我们
来说，显然讲道应采用明智的方式。《古兰经》说‘请人们通过良好的教导，明智地来到上
帝之路’。它甚至建议以良好的礼仪来解决分歧。”他强调，用恐吓和恐怖行为来处理分歧
违背了《古兰经》的教义。“《古兰经》明确禁止使用暴力或恐怖解决不同意见。”Helmy
正在处理日益增多的网上迫害事件，这些人被认为在网上发表了诽谤伊斯兰教的言论。这种
现象是在雅加达省长钟万学亵渎案定罪之后出现的。

3. 印尼旅游业发展

麻拉占碑庙节将吸引一万余名游客。《雅加达环球报》5 月 2 日报道：雅加达旅游部在
星期二（5月 2 日）发表的一份声明说，5月 11 日至 14 日 2017 年举行的麻拉占碑庙会可能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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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超过一万余名当地和国际游客，而去年吸引了约八千人。
三宝垄庆祝开埠 470 周年举行狂欢夜，外国游客参与助兴。《千岛日报》5月 8 日报道：

西爪哇省三宝垄市热烈庆祝 2017 年狂欢夜，从三宝垄大邮局至 Lawang Sewu 街，沿途数千人
聚集观赏。三宝垄市长Hendrar Prihadi5 月 6 日称，今年召开的狂欢夜有国内外游客的参与，
比去年更狂热，显示三宝垄的狂欢夜开始走向国际，吸引了外国游客。是晚，游行队伍经过
Pemuda 街徒步 1.3 公里前往市政厅和 Lawang Sewu 街，燃放烟花后，庆祝三宝垄开埠 470 周
年狂欢夜落幕。

4. 印尼环境保护

专家:雅加达填海工程有利于环保。《千岛日报》5月 12 日报道：雅加达填海工程至今仍
争议不断，有的认为填海工程对环境造成不利影响。不过，一名土木工程专家 Sawarendro 认
为，雅加达北部沿海填海工程不仅不会破坏环境，还会对该地区的经济发展将产生积极的影
响，并会推动国家经济。同样，雅加达区域发展规划部门主任杜蒂（Tuty Kusumawati）表示，
雅加达市政府执行填海工程将采取逐步控制的模式，以预防和减少对环境的影响。她补充说，
在获得许可之前，在政府部门的持续监督下，开发商必须经过几个阶段才能开发该地。她指
出，工程落实之前必须进行一系列研究，而为了获得环境许可证，需要对每一个填海造岛工
程进行环境影响评估。

四王岛珊瑚遭破坏，巴布亚警方加强监管。《千岛日报》5月 13 日报道：巴布亚警区加
强对四王岛（Raja Ampat）旅游区受损珊瑚水域的监管。巴布亚警区长Martuani S. Siregar 表示，
警方已使用一艘新型巡逻船，对 2017 年 3 月遭受Noble Caledonia 游艇破坏的珊瑚水域进行巡
逻。他希望，巡逻船能够加强警方打击非法捕鱼以及其他可能破坏西巴布亚水域自然环境的
行为。四王岛旅游局局长 Yusdi Lamatenggo 表示，旅游产业为当地民众带来生计，很多人从
事民宿、潜水等行业。“政府已经成立工作组，监督从事旅游业的当地民众的经营活动。工
作组还将囊括本国、世界保护机构的人员及巴布亚Manokwari 大学的学者。”

5. 印尼文化发展

雅加达在欧洲的文化博览会上推销自己。《雅加达邮报》5 月 1 日报道：雅加达将分别
在五月和六月在柏林和莫斯科举办两次文化博览会，以推广城市的文化活动和旅游景点。周
日，区域负责人和外交合作局局长穆罕默德·马哈迪（Muhammad Mawardi）说：“我们希望
雅加达将通过这些文化博览会抬升国际知名度。”

婆罗浮屠：一座“活的博物馆”。《雅加达环球报》5 月 6 日报道：印尼旅游部长阿里
耶夫·叶海亚（Arief Yahya）星期五(5 月 5 日)在一份声明中说，婆罗浮屠位于爪哇中部，是
世界上最大的佛教寺庙。它不应仅被看作是旅游胜地,同时也是一座“活的博物馆”。部长表
示，“婆罗浮屠是过去文明的‘大图书馆’，数千个浮雕板包含了我们的历史。”

梭罗举办卡美兰文化节。《千岛日报》5月 9 日报道：5月 6 日晚 7时，主题为“卡美兰
和睦了民族”的第 4届梭罗卡美兰文化节在该市的Vastenburg 碉堡举行。梭罗文化局局长 Sis
Ismiati 女士称，举办梭罗卡美兰文化节是要培养年轻人对爪哇民间传统乐器的喜爱，因为现
今的年轻人逐渐喜爱西洋乐器，国内的传统乐器遭到排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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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京将举办民族复兴节音乐会。《千岛日报》5 月 15 日报道：雅京省政府将于 5 月 21
日在姻缘河（Kalijodo）儿童游乐园举办民族复兴节音乐会，Addie MS、Once、Erwin Gutawa、
Maia Estianti 和 Cut Deviana 等数名音乐人将参与其中。这也是雅京开埠 490 周年庆祝活动的一
部分，届时将放飞 490 只鸽子。在音乐节前一天的 20 日，将在民族纪念碑举办纪念民族复兴
节活动

6. 印尼教育发展

文教部将进行全国教育改革。《千岛日报》5 月 3 日报道：文教部长穆哈奇尔表示，文
教部已做好准备，从理念到管理层面对全国教育进行改革。2 日他在雅加达举行的纪念全国
教育日活动上表示，品格的培养将重新成为全国教育的基础。基础教育阶段将优先注重良好
品格的养成，这将有利于受教育者在后续教育阶段最大程度发挥自身潜力，以获得具有较高
竞争力的专长和技能。凭借良好的品格和富有竞争力的能力，当代的受教育者将有能力使印
尼在未来屹立于先进国家之列，提升国家威望，维护国家主权。

新规定防止激进主义在校园传播。《雅加达邮报》5 月 7 日报道：研究技术与高教部正
在制定一项法规，以控制激进观点在校园的传播。教育部说，印度尼西亚各大学从学生到讲
师的所有学术观点都受到激进主义的影响，这种激进主义造成了国家分裂的高风险。研究技
术与高教部部长穆罕默德.纳西尔（Mohammad Nasir）说，如果学生或讲师陷入激进的运动，
大学校长必须追究责任。“这是因为激进的教学在传播之前就应该被发现；每个机构都有规
定进行制裁，以防止激进观点的传播。”国家反恐局局长苏哈迪·阿刘斯（Suhardi Alius）说，
学生作为国家的下一代,必须远离激进主义、药物滥用和其他负面影响，“讲师、院长和校长
必须及时发现学生的任何可疑行为。”

总统与清华大学校长探讨科研合作可能性。印尼《好报》5月 16 日报道：左科总统周日
（5月 14 日）在北京康莱德酒店与清华大学校长邱勇举行会谈。探讨推动与印尼工业界及大
学的交流合作，共同为工业培养创新人才的可能性。

峇厘数千名大学生和平示威，维护印尼国家统一。《千岛日报》5月 20 日报道：峇厘几
所大学约 1500 名大学生 18 日在峇厘省公署前举行和平示威，反对极端主义思想，并表达维
护印尼国家统一的意愿。 峇厘省副省长 Ketut Sudikerta 接见大学生代表。Pande Putu Bagus
Mahendrayasa 代表 1500 名大学生表明态度：一、大学生一贯支持国民四大共识：潘查希拉、
1945 年宪法、印尼国家统一和殊途同归为国家、民族和社会的生活基础；二、大学生支持政
府解散极端组织，严惩负责人；三、大学生支持政府整顿国家机构免受不包容和极端主义的
影响；四、大学生反对“哈里发”，为了捍卫印尼国家的统一，要求法办破坏潘查希拉、1945
年宪法和殊途同归的分子。

日惹印尼艺术学院院长发出通告，禁止政治和社会组织在该院活动。《千岛日报》5月 25
日报道：日惹印尼艺术学院院长Agus Burhan 发出通告，禁止包括印尼伊斯兰组织在内的政治
和社会组织在该院活动。Agus Burhan22 日面对大学生发布上述通告，以对当前的政治问题作
出回应。因为目前各组织都自以为是，以致危害印尼共和国的统一完整。印尼人民是由不同
民族和种族组成，秉持殊途同归为精神团结在一个大家庭里。他说，日惹印尼艺术学院维护
国家统一、潘查希拉和 1945 年宪法，决心捍卫国家统一免受极端思想的影响。

印尼天主教大学生联合会呼吁干部对抗极端主义思潮。《千岛日报》5月 27 日报道：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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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天主教大学生联合会（PMKRI）25 日于日惹特区 Kanisius 大厅庆祝成立 70 周年。PMKRI
中央理事会主席 Angelo Wake Kako 在众干部面前对罗盘网记者强调，在庆祝 PMKRI 成立 70
周年之际，国家正处于极端分子和恐怖分子活动猖獗时期，强硬派甚至公开宣扬与潘查希拉
相抵触的思想。Angelo 称，“我们民族正生活在动荡中，而极端组织公然宣扬替代潘查希拉
的建国思想基础……倘若潘查希拉思想受到威胁，PMKRI 将站在对抗这种威胁的最前
哨。” PMKRI 主席称，在纪念 PMKRI 成立 70 周年的时刻，我要求所有干部反对各种威胁
我们民族生活的活动，即刻在各自地区组织队伍，让我们对抗破坏潘查希拉的任何活动。

【编者评论】

本期简报的焦点是围绕雅京前省长钟万学亵渎伊斯兰教案的判决，引发的国际社会对于
印尼宗教容忍度的质疑，及印尼国内的社会混乱。针对上述状况，一方面佐科总统于 21 日在
沙特利雅得出席阿拉伯、伊斯兰与美国高级别会议上表示“在印尼有两个最大的伊斯兰组织
——穆罕默迪亚组织和伊斯兰教士联合会，将一直传递和平宽容的伊斯兰信息。”副总统卡
拉在英国牛津伊斯兰研究中心表示，印尼目前正为区域和全球和平努力作出贡献，其中就包
括让温和派穆斯林扮演主导角色。这两位印尼领导人的表态，无外乎告诉外界，充满包容性
的温和派穆斯林在印尼仍占主导地位。

另一方面印尼国内对于钟万学亵渎伊斯兰教案的判决造成的影响集体发声。首先在政府
层面：佐科总统两次与各宗教领导人会晤，要求共同致力于实现民族和解；解散激进团体伊
斯兰解放阵线（HTI）。其次在宗教层面：印尼伊斯兰教士联合会的Mustofa Bisri 和 Quraish
Shihab，表达了对日益增长的宗教不包容和极端主义的关切；印尼最大的伊斯兰组织宗教学者
复兴会（NU）已经要求所有的群众组织，包括宗教组织，停止迫害任何被指控在互联网上侮
辱宗教或宗教人士的人。最后学生们同样表达了自己的观点，峇厘约 1500 名大学生举行和平
示威，反对极端主义思想，并表达维护印尼国家统一的意愿；印尼天主教大学生联合会 呼吁
干部对抗极端主义思潮。

目前印尼各界人士均表达了反对极端主义思想，坚持宗教宽容，维护印尼国家统一的积
极态度。这是印尼之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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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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印尼与联合国】印尼外交部 5月 2 日报道：印尼外交部长蕾特诺及法律与人权部部长
参加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普遍定期审议,并提交印度尼西亚人权报告。印尼外长蕾特诺在与联合
国驻日内瓦办事处的总干事会面时表示：“印度尼西亚要求并强调人权问题不应该被政治化，
不要追求人权问题以外的利益”。

【印尼与欧盟】《雅加达邮报》5月 15 日报道：印尼副总统尤素夫·卡拉呼吁欧盟停止
对棕榈油产品的不良行为。4月 4 日，欧盟发布了一项决议表明，仅在 2020 年之后才进口棕
榈油产品，该决议还要求指定单一的可持续标准（注：印尼已经拥有了自己的可持续棕榈油
标准）。

2. 印尼与区域性组织关系

【印尼与IORA】《雅加达邮报》5月10日报道：印尼在雅加达举行的环印度洋联盟（IORA）
蓝色经济部长级会议期间，推动了一项伙伴关系合作计划，该计划旨在向小范围渔民提供资
金，这个想法得到 IORA 成员的积极响应。

3. 印尼对外双边关系

【印尼与英国】《雅加达邮报》5 月 1 日报道：4 月 28 日，印度尼西亚大学生协会在英
国的曼切斯特大学举办了一年一度的印尼文化节。此次文化节主要以美食为主题，来自英国、
意大利、中国、韩国等国家约 250 位观众参加了此次活动。

【印尼与菲律宾】《雅加达邮报》5 月 1 日报道：4 月 30 日，印尼总统佐科及菲律宾总
统杜特尔特在达沃（Davao）主持菲律宾新航线开放的相关事宜，这条新航线将把菲律宾的达
沃、桑托斯和印尼的北苏拉威西岛连接起来。该航线的开通有望促进两国之间的贸易往来，
以前货物从达沃运往印尼需要五个星期，随着新航线的开通，达沃的船只可以在 36 小时内到
达印尼的比通港（Bitung）。

【印尼与阿富汗】印尼外交部 5 月 3 日报道：印尼外交部谴责 5 月 3 日发生在阿富汗喀
布尔的自杀式炸弹袭击事件，印度尼西亚向遇难者及其家属表示深切的同情和慰问。这次炸
弹袭击事件造成 8人死亡，至少 25 人受伤。

【印尼与美国】印尼外交部 5月 5日报道：5月 4 日，印度尼西亚外长蕾特诺致电美国副
总统彭斯，外长表示：印尼准备在各个领域扩大加强同美国的合作，印度尼西亚和美国的贸
易关系是相辅相成的，这也意味着扩展两国贸易关系的潜力是无限的。此外，双方还讨论了
通过软权力打击恐怖主义和激进主义的战略合作。

【印尼与缅甸】印尼外交部 5月 8 日报道：印度尼西亚外长蕾特诺在美国访问期间会见
了若开邦咨询委员会主席安南。会议期间，双方就若开邦问题的最新进展展开讨论，蕾特诺
外长谈及印尼在若开邦地区所施行的各种救援举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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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尼与新加坡】《雅加达环球报》报道：5月 16 日，新加坡驻印度尼西亚大使Anil Kumal
Nayar 呼吁印尼和新加坡的年轻人学习两国历史，并提醒他们有着共同的未来。Nayar 表示：
“当今世界充满许多不确定因素，面对未来，我们要进行更加紧密的合作”。新加坡是印尼
除中国、美国、日本和印度之外的第五大贸易合作伙伴，去年新加坡和印度尼西亚之间的贸
易额超过 250 亿美元。

另据《联合早报》5月 25 日报道：新加坡强烈谴责 24 日发生在雅加达的爆炸案，表示愿
意与印度尼西亚政府合作，缉拿恐怖袭击的罪犯。雅加达东部一马来村的巴士总站昨晚发生
爆炸案，造成三名警察死亡和多人受伤。新加坡外交部发文表示，向受害者家属致意深切慰
问，并祝愿伤者早日康复。新加坡外交部说，至今还未接获新加坡人在事件中直接受影响或
受伤的消息，呼吁旅居雅加达的新加坡与亲友保持联系报平安。

【印尼与俄罗斯】《联合早报》5月 18 日报道：5月 16 日，印度尼西亚贸易部外贸负责
人奥克透露，俄罗斯政府有意以苏霍伊（Sukhoi）战机交换印尼的天然橡胶。拟议中的物物
贸易额为 6亿美元（约 8亿 3615 万新元），但印尼政府还未决定是否接受此提议。印尼橡胶
公司协会（Gapkindo）对这项物物贸易提议表示支持，并希望这有助于扩大印尼的橡胶市场，
进而提高印尼橡胶的价格。该协会咨询委员会成员阿斯里指出，2017 年第一季结束时，橡胶
价格已从年初的每公斤 1万印尼盾（约 1.04 新元）下跌到每公斤 6000 印尼盾。

【印尼与瑞典】《雅加达邮报》5 月 22 日报道：今日印度尼西亚总统佐科和第一夫人对
瑞典国王卡尔十六世古斯塔夫（Carl XVI Gustaf）及西尔维娅王妃（Queen Silvia）的到来表示
热烈欢迎。两国领导人将讨论各个领域的合作。从 22 日至 24 日，瑞典国王将在印尼参加各
种活动。瑞典基础设施部部长及来自瑞典国内的 31 家公司的代表也参加了此次访问。

【印尼与加拿大】《雅加达邮报》5月 24 日报道：5月 23 日，印尼国家发展规划部部长
Bambang Brodjonegoro 和加拿大驻印尼大使 Peter MacArthur 联合发起了一项价值 1331 万美元
的地方经济发展项目。这个项目聚焦于微中型经济发展领域，有望解决失业、贫困等问题。

【印尼与埃及】印尼外交部 5月 28 日报道：印尼外交部谴责 5月 26 日发生在埃及米亚
省（Minya）的公共汽车袭击事件。据调查，此次事件造成 28 人死亡，25 人受伤。印度尼西
亚政府对死亡家属表示衷心的慰问和同情，并祝愿受伤者早日康复。在这次袭击事件中受害
者没有印尼人。印度尼西亚驻开罗使馆的工作人员一直与埃及当局合作，获取有关情况，并
确保印度尼西亚人在埃及的安全。大使馆继续与埃及的印度尼西亚社区进行沟通，并建议他
们注意保护自身安全。

4. 印尼对外多边关系

副总统强调新闻自由、正义与和平的重要性。印尼外交部 5月 3 日报道：印度尼西亚副
总统尤素夫·卡拉在 5月 3 日的世界新闻自由日（WPFD,World Press Freedom Day）表示，民
族进步、正义与和平的创造都离不开新闻自由。同时，政府成立监管机构以支持负责任的新
闻自由。出席本次活动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伊琳娜·博科娃（ Irina Bokova）赞扬了印
尼对新闻自由的承诺。她补充说，新闻自由对国家和人民的进步、实现全球发展与和平的目
标非常重要。

佐科总统出席“一带一路”高峰论坛，讨论国际合作。印尼外交部 5月 14 日报道：印度
尼西亚总统佐科的专机于 5 月 13 日抵达北京首都国际机场。佐科同来自亚洲、欧洲、非洲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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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洲的 28 位领导人出席一带一路论坛。同时，来自各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 1200 多名高级官
员以及一些商界和学术界的特别人士参加了这次论坛。该论坛有助于加强各国领导人之间的
沟通对话，促进国际合作。

佐科总统倡导用宗教和文化的力量来对付恐怖主义。印尼外交部 5月 22 日报道：5月 21
日，印度尼西亚总统佐科出席在沙特阿拉伯举行的阿拉伯伊斯兰美国峰会（Arab Islamic
America Summit）时表示：历史告诉我们，武器和军队无法克服恐怖主义，正确的思维方式终
究要取代错误的思维方式。印尼强调将硬实力和软实力平衡的重要性，因此，除考虑强硬方
式外，印尼着重考虑宗教和文化的力量。总统还表示，激进主义和恐怖主义正在全世界蔓延，
印度尼西亚也是恐怖主义的受害者，发生在法国、比利时、英国、澳大利亚的恐怖袭击事件
让人感到愤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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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印尼-中国关系动态

1. 印尼-中国经济关系

中国镍矿冶炼投资有望使印尼成为全球第三大不锈钢生产国。中华人民共和国驻棉兰总
领室馆经济商务室 5 月 2 日综合印尼媒体报道：印尼投资协调委员会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
中国对印尼直接投资达 5.99 亿美元，占印尼外来投资总额的 8.2％，成为继新加坡（21 亿美
元）和日本（14 亿美元）之后的印尼第三大投资来源地。2016 年，中国对印尼直接投资 26.65
亿美元，为印尼第三大投资来源地。印尼投资协调委员会主任托马斯表示，中国已经成为印
尼最大的矿业冶炼和矿产品加工投资来源地，特别是中国在镍冶炼厂的大额投资有望使印尼
在近期内成为全球第三大不锈钢生产国。

中交雅园与中国建设银行（印尼）签署合作协议。印尼《国际日报》5月 4 日报道：5月
3 日，中交雅园与中国建设银行（印尼）战略合作协议签署仪式在雅加达Daan Mogot 区中交
雅园售楼处举行。中交雅园总经理沈超及中国建设银行（印尼）总裁李国夫代表各方签字。
协议书旨在提供按揭贷款、发展集资、工资发放服务、现金管理服务、电子银行业方面的便
利。中交集团已成功在印尼兴建泗马大桥、印尼国际集装箱码头及棉兰-瓜拉纳穆高速公路。

广西贸促会代表团访印尼工商会馆中国委员会。印尼《国际日报》5 月 5 日报道:5 月 4
日下午，以丁元龙为团长的中国广西贸促会代表团一行 18 人到访印尼工商会馆中国委员会，
受到印尼工商会馆中国委员会张锦泉、伍耀辉副主席，许再山秘书长等的热情接待和欢迎。
张锦泉致欢迎辞表示，我们欢迎广西贸促会代表团的来访，希望中国企业多来印尼考察、了
解，寻求发展合作的商机。丁元龙致辞表示，希望通过访问和考察，加深彼此了解，寻求合
作与投资商机，为中印尼两国的经济发展做出贡献。会谈中，双方还就印尼国情、经济发展
及投资政策等多方面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和交流。

中国天津市商务委员会代表团访中华总商会。印尼《国际日报》5 月 6 日报道：为加强
天津市与印尼的经贸合作和交流，5月 5 日，中国天津市商务委员会代表团一行 5人，在天津
市商务委员会外资处张文刚处长的率领下，拜访了印尼中华总商会并受到副总主席兼执行主
席张锦雄等理事的热情接待。张锦雄在致辞中说，很高兴看到印中两国这些年来关系顺利发
展，如今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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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随着印
中两国政府高层的频繁互访，“一带一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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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文刚处长表示，此次组团出访印
尼，旨在加强双方的交流，扩大中印尼两国在各领域的合作。

中国空调制造商希望在印尼建厂。印尼《好报》5 月 6 日报道：来自中国的室内温度控
制制造商山东格瑞德集团有限公司（Shandong Grad Group）董事长关银桂周五在会见印尼驻
华大使苏庚（Soegeng Rahardjo）时表示，现在是在印尼建厂的正确时间，因在那里有巨大的
空调市场潜力，格瑞德集团希望在印尼建厂。苏庚大使对此表示欢迎，并愿意协助集团寻找
当地合作伙伴，并简化审批程序。但苏庚大使也对提醒关银桂说，印尼空调市场竞争相当激
烈，尤其是来自中国制造商互相间竞争。

佐科总统在“ 一带一路 ”峰会招商引资。印尼《国际日报》5月 16 日报道：佐科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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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月 15 日在“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圆桌峰会上发言时表示，东南亚国家将为“一带
一路”倡议的实现作出显著的贡献；印尼政府的使命和愿景是使印尼成为世界海洋支点。佐
科接着说明了政府努力实现世界海洋支点愿景的最新进展，并介绍了分布在印尼从亚齐省到
巴布亚省的丰富自然资源和美丽景点。佐科坚信，在“一带一路”高峰论坛倡议下的国与国
之间的联通与合作愿景一定可以实现。

广西侨联代表团访印尼中华总商会。印尼《国际日报》5月 17 日报道：5月 16 日上午，
广西侨联主席谭斌率团一行 4人访问印尼中华总商会，受到该会副总主席薛天增、永久名誉
主席翁钰莺等热情欢迎。双方就加强交流，促进广西与印尼经贸合作进行了会谈。薛天增代
表印尼中华总商会向广西侨联代表团致以诚挚问候和热烈欢迎。他说：“印尼作为东南亚人
口最多，市场潜力最大的国家，有着巨大的发展潜力，我们相信会有越来越多的中国资本、
中国企业参与到印尼的经济建设中来，印尼中华总商会愿成为印尼与中国之间一座信息交流、
经贸合作的桥梁。”谭斌介绍了代表团一行和广西的经济发展概况，以及印尼归侨在广西的
生活情况。他表示，广西侨联愿意为两地企业家经贸往来、投资合作创造更多便利的条件。

中国将为印尼雅万高铁项目提供 45 亿美元贷款。《中国新闻网》5月 23 日报道：中国国
家发改委 23 日透露，日前，国家开发银行在北京与印尼中国高铁有限公司就印尼雅加达至万
隆高速铁路项目(简称“雅万高铁”)正式签署贷款协议，贷款额度 45 亿美元。雅万高铁是“一
带一路”建设的重大早期收获和中国印尼务实合作的标志性工程，签署项目贷款协议是“一
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成果清单设施联通领域的重要成果，标志着中国高铁“走出去”
的“第一单”进入快速实施阶段。

成都市贸促会代表团访印尼工商会馆中国委员会。印尼《国际日报》5 月 27 日报道：5
月 26 日上午，以中国成都市贸促会副会长和育东为团长的代表团一行 3人访问印尼工商会馆
中国委员会，受到副主席伍耀辉、秘书长许再山等印尼工商会馆中国委员会等理事的接待，
双方进行了广泛的交流。和育东表示，成都市贸促会的重要工作之一就是帮助成都企业寻求
海外市场，帮助企业加强与国际的交流合作。他说，四川有很多好的资源和营商环境，我们
希望与印尼企业互相了解，互利合作，加强双向贸易交流，为双方经济的发展创造机遇。许
再山表示，成都是我们早期合作的对象，随着经济的发展，目前我们着重加强与北京、上海
和广东的经济联系，同时也推动中国各地贸促会与印尼工商企业的交流。我们希望中资企业
能认真了解市场，相互建立合作渠道。我们愿为四川企业进入印尼市场寻求发展商机提供服
务。双方表示，今后需加强双方的联系，通过彼此的合作，为印尼产品进入四川市场，为中
国企业和产品进入印尼市场，制定可行的规划。

2. 印尼-中国政治关系

广西和印尼西爪哇省缔结友好区省。《中国新闻网》5月 6日报道：为推动印尼西爪哇
省与广西友好关系的发展，印尼西爪哇省省长艾哈默德·赫亚万率代表团于 5月 4 日至 7日
访问广西，并于 5日签署了西爪哇与广西缔结友好区省关系协议书。双方将通过建立友好区
省关系，在经贸、汽车、旅游、农业和文化教育等多方面加深合作。西爪哇省是印尼经济较
发达的省份之一，仅次于首都雅加达。在汽车制造业、旅游业和农业等方面，西爪哇省都与
广西有很大的合作发展空间。

重庆与印尼西爪哇省缔结友好市省关系。《中国新闻网》5月 8 日报道：8日，印度尼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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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西爪哇省省长艾哈默德·赫亚万率代表团访问重庆，并代表西爪哇省正式与重庆市缔结了
友好省市关系协议书。艾哈默德·赫亚万表示，希望双方在交通方面，尤其是单轨交通方面
建立合作。赫亚万表示，西爪哇省机场周边项目正计划考虑使用单轨列车，希望通过两地建
立的友好协议，促进相关合作。 在教育方面，赫亚万称，2016 年在渝的印尼留学生超过 300
位；在旅游方面，中国游客数量局印尼接待的国外游客数量之首；在技术方面，赫亚万希望
能有更多中国研发技术引入印尼。

黑龙江省政府与印尼西爪哇省政府共同签署建立友好省关系协议书。《中国-印尼经贸合
作网》5月 11 日报道：10 日下午，黑龙江省政府与印尼西爪哇省政府关于建立友好省关系的
协议书签字仪式在哈尔滨举行。省长陆昊会见西爪哇省省长艾哈默德·赫亚万并共同签署协
议书。陆昊对赫亚万省长率政府代表团来黑龙江访问并签署协议书表示欢迎和感谢。他说，
正如习近平主席指出，中国和印尼拥有广泛的共同利益，两国关系发展方向和势头良好。黑
龙江和西爪哇省在 2010 年就签订了建立合作关系意向书，希望两省借助两国关系发展势头，
进一步加强相互了解和交流，在各自相关优势领域开展务实合作，不断推动两省友好关系取
得新的发展。赫亚万说，印尼和中国两国关系源远流长，近年来两国在经贸、文化和旅游等
领域交流合作取得良好发展。希望两省通过建立友好省关系，进一步加强相关领域务实合作，
推动两省关系发展。

印尼外长就缓解朝鲜半岛紧张局势和南中国海问题与中国外长谈话。《雅加达环球报》5
月 13 日报道：印尼外长蕾特诺在 5月 13 日与中国外长王毅举行双边会谈时表示，缓解朝鲜
半岛和南中国海紧张局势必须优先维持地区的安全稳定。雷特诺强调朝鲜半岛局势的紧迫性，
呼吁朝鲜尊重联合国决议，敦促相关国家参与和平谈判。双方还就南海争端问题进行了讨论。
双方讨论了印尼-中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行动计划，其中包括在安全、海上、贸易、投资、
旅游以及人文交流等方面的合作。

习近平会见印尼总统佐科。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网站 5月 14 日报道：14 日，国家主席
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出席“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的印度尼西亚总统佐科。
习近平指出，2013 年 10 月我在印度尼西亚首次提出共同建设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倡议。总
统先生执政后，提出将印度尼西亚建设成为“全球海洋支点”。近年来，两国积极对接上述
倡议和构想，全面深化合作，取得丰硕成果，为双边关系增添了更加丰富的内涵，打开了更
加广阔的合作空间。习近平强调，为推动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我们双方
要保持高层交往，用好高级别对话和交流机制，深化政治互信。中方愿本着平等互利原则，
推动两国在“一带一路”建设框架内全方位合作。佐科表示，印尼高度评价“一带一路”倡
议和中方举办此次论坛，相信“一带一路”建设将为印尼同中国经济合作带来更多机遇。印
尼愿深化同中方“一带一路”建设框架下合作，提高经贸投资水平，探讨有关经济互联互通
走廊的建设，特别是工业、农业、电力、港口和旅游等领域重大项目合作，深化人文交流。
会见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了落实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行动计划，经济技术合作、基础设施建
设等领域合作文件的签署。

孟建柱会见印尼海洋统筹部长卢胡特。《千岛日报》5月 18 日报道：中共中央政治局委
员、中央政法委书记孟建柱 16 日在北京会见印尼海洋资源与环境统筹部长卢胡特。孟建柱说，
习近平主席和佐科总统在“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期间举行会见，就两国关系发展进
一步达成重要共识。中方愿同印尼方落实好两国元首共识，深化战略对接，加强包括反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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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击跨国犯罪、海上执法等在内的各领域务实合作，推动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取得更大发
展。卢胡特表示，印尼方愿积极参与“一带一路”建设，全面深化与中方合作。

3. 印尼-中国人文交流

印尼华人百家姓拜祖敬宗“大团圆”。中国新闻网 5月 1 日报道：4月 30 日的印尼雅加
达，近 1500 名华人华侨汇聚唐人街旁的太阳城，参加印尼华人百家姓拜祖敬宗盛典。参加盛
典的中国驻印尼大使馆领事部主任孙亮说，希望印尼华人将华族文化代代传承下去，让华族
优秀传统历久弥新，为印尼文化的和谐发展注入强劲、持久的动力。

今年旅游峇厘岛，料中国人最多。新加坡《联合早报》5月 2 日报道：印度尼西亚峇厘
岛上的外国游客向来以澳大利亚人最多，可是官方预测，今年中国游客将超过澳大利亚人，
成为峇厘岛上最大的海外游客群。根据印尼官方数字统计，2016 年，到访印尼的中国游客达
143 万人次，中国游客消费总额高达 20 亿美元。印尼旅游部门确定今年的目标是吸引 200 万
的中国游客，其中大部分将到峇厘岛旅游。

“一带一路”首届海外华人书法家协会大展印尼雅加达举行。中国新闻网 5月 7 日报道：
5 月 6 日下午，来自中国、美国、加拿大、巴西、德国、法国、比利时、瑞士、印度和东盟
各国共 39 个国家的书法界人士，齐聚印尼首都雅加达，参加“一带一路”首届海外华人书法
家协会大展暨海外华人书法家协会成立大典。

广东华侨史访问团赴印尼收集粤侨史料。中国侨网 5月 15 日报道：近日，《广东华侨史》
访问团一行 6人在印尼邦加、万隆、日惹、三宝垄等华侨华人聚居的城市开展侨史资料收集
工作，访问团由暨南大学华侨华人研究院教授、《广东华侨史》主编张应龙担任团长。在印
尼期间，访问团收集到许多粤籍社团及华侨华人的珍贵史料，其中在万隆广肇会馆发现始于
1927 年的社团记账本，是迄今为止侨史团在印尼发现的最早的社团档案原件。社团侨领们表
示，此次广东侨史专家到印尼开展侨史资料收集和学术研究，对社团梳理历史、保存历史资
料是一种新的启发和推动。

印尼泗水国立大学孔子学院庆首届中印尼文化交流日。中国新闻网 5月 20 日报道：印尼
泗水国立大学孔子学院成立六周年庆典暨泗水国立大学首届中印尼文化交流日活动，19 日在
该校语言与艺术学院三楼大礼堂举行。中国驻泗水总领事顾景奇、印尼东爪哇华文教育统筹
机构主席李光迈、泗水国立大学孔子学院院长肖任飞及泗水国立大学孔子学院近 300 名师生
参加活动。回顾中印尼两国友好关系的发展历史，顾景奇表示，目前两国关系处于历史最好
时期，人文交流在不断深化。顾景奇说，6 年来，两国在经济、文化、基础设施建设等各个
领域都有密切的合作与交流，硕果累累。肖任飞致辞说，中印尼两国的文化交流对增进和夯
实两国人民的友谊有着积极的意义。时间匆匆走过 6年，未来，孔子学院将架好中印尼两国
沟通的桥梁。

广西桂林留学生举办“印尼文化日”。中国新闻网 5月 21 日报道：21 日，广西师范大学
数百名中外师生欢聚校园，举办一年一度的“印尼文化日”活动，印度尼西亚驻广州总领馆
副领事法觅参加本次活动。法觅说：“印尼文化日”活动已经成为一个让世界了解印尼文化
的窗口，尤其在中国。希望通过这次活动，让当地更多的人们认识和了解印尼，完成今年印
尼政府设定的 200 万中国游客到印尼旅游观光的目标。

第三届“万隆精神论坛”在玛大孔子学院举行。印尼《国际日报》5月 25 日报道：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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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5月 23-24 日，第三届“万隆精神论坛”在印尼玛拉拿达基督教大学成功举办，本届万隆精
神论坛的主题是“合作之纽带，行动之道路”。万隆精神论坛是由中国河北师范大学和印尼
玛拉拿达基督教大学共同发起，玛拉拿达基督教大学孔子学院于2013年创立的文化教育论坛，
每两年举办一次，旨在促进不同文化之间的相互理解、相互交流和相互合作，在两国人民心
中搭建起友谊的桥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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