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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印度尼西亚政治动态

1. 印尼中央政府

佐科提名空军参谋长哈迪 2018 年接任国民军总司令。新加坡《联合早报》12 月 5 日报道：
总统已提名空军参谋长哈迪（Hadi Tjahjanto）出任国民军总司令，接替即将在 2018 年 3 月退
休的卡托(Gatot Nurmantyo)。哈迪与总统佐科关系密切，曾是梭罗市一个空军基地的负责人，
而当时佐科是该市市长。之后，哈迪屡次获得擢升，曾任国防部督察长与总统军事秘书。总
统府发言人布迪(Budi Sapto Pribowo)向记者证实此消息，他表示哈迪被视为能干及有资格出任
国民军总司令。在国会召开全体会议宣读这封任命信后，负责国防事务的国会委员会将举行
任命听证会，以评估哈迪是否适任。

国家警察与国民军领导人加强团结。《雅加达邮报》12 月 12 日报道：国家警察总长狄托·卡
纳维安(Tito Karnavian)周一陪同几名高级警官访问了新上任的印尼国民军(TNI)司令哈迪，这
显然是合作和支持的姿态。两位领导人在东雅加达的国民军总部开会时，强调了在确保国家
安全方面团结的重要性。哈迪希望国家警察总长的访问不仅仅是仪式，他认为，军方与警察
的团结可以在所有层面上建立，而不仅仅是在这两个机构的上层。狄托·卡纳维安表示，国
家警察部队致力于支持哈迪在加强武装部队的专业能力方面发挥领导作用，军队和警察只是
两个机构，他们与选举保持距离，以保持中立。只要两个机构团结一致，国家的安全就可以
得到保证。狄托·卡纳维安希望国民军和国家警察加强合作，确保在 2018 年的地区选举和 2019
年的大选中相互支持。

外交部长和国民军总司令签署维护国家安全谅解备忘录。《印度尼西亚商报》12 月 21
日报道：外交部长蕾特诺·马尔苏迪（Retno LP Marsudi）和国民军总司令哈迪空军上将签署
维护国家安全谅解备忘录。蕾特诺·马尔苏迪表示必须考虑到印度尼西亚公民和印度尼西亚
外交官的安全，以及印度尼西亚公民在国外的资产，这是印度尼西亚在国外主权的象征。因
此，蕾特诺·马尔苏迪认为，谅解备忘录旨在确保印尼国家利益，这也可以是对外交使团和
外交人员的保障。这就是必须保护的主权象征，外交部和武装部齐心协力共同奋斗，只是不
同的工具，外交部正在用各种手段进行外交努力。国民军将于 2018 年初派遣国防军队到印尼
驻阿富汗喀布尔大使馆进行保安工作。

2. 印尼政党

九个政党登记参选文件不齐全被退回。《国际日报》12 月 2 日报道：普选委员会 12 月 1
日披露，有 9个政党登记参加 2019 年大选的文件尚不齐全。这 9个政党是：新月星党(PBB)、
印尼公正团结党(PKPI)、伊斯兰和平与安全党（Idaman Party）、印尼多元党（Bhinneka Indonesia
Party）、印尼企业家与劳工党（PPPI）、共和党（Republic Party）、人民党（People's Party）、
印尼人民之声党（Parsindo)和印尼工作党(PIKA)。它们存在的问题各不相同，包括缺少政党办
公室的文件、政党党员名单不完整，有的政党还没有银行账户记录政党的竞选资金。对于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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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参选文件被退回的 9 个政党，普选委员会给予 14 天的时间补全，如果还不能满足行政要求，
普选委员会可以认定该政党不能通过成为 2019 年大选的参选政党。

大印尼运动党提名苏德嘉为 2018 年西爪哇省长候选人。《印度尼西亚商报》12 月 9 日报
道：12 月 7 日晚上，大印尼运动党（Gerindra）中央理事会总主席普拉博沃（Prabowo Subianto)
在其西爪哇省茂物县私邸正式宣布苏德嘉退役少将（Mayjen Purn Sudrajat）为 2018 年西爪哇
省地方首长选举省长候选人。原国军总部发言人苏德嘉退役少将曾担任印尼驻中国大使。大
印尼运动党西爪哇省地方理事会主席穆尔亚迪（Mulyadi）表示苏德嘉被视为能代表大印尼运
动党参选 2018 年西爪哇省地方首长选举省长候选人并脱颖而出的潜力股，是经过党内非常客
观和非常民主方式选拔而得到大多数党内领导层，特别是普拉博沃主席的大力支持的。

专业集团党指定艾朗卡为党的总主席。《千岛日报》12 月 15 日报道：专业集团党 13 日
晚举行中央理事会全体会议，指定艾朗卡(Airlangga Hartarto)接替塞特亚•诺凡多为党总主席。
专业集团党中央理事会常务主席努尔丁（Nurdin Halid）13 日晚宣读全体会议结果时表示，根
据专业集团党党章，塞特亚•诺凡多法律问题缠身，总主席职位因而空缺。全体会议决议指定
艾朗卡为新总主席，空缺如今已被填补。根据规定，艾朗卡将担任总主席至 2019 年（塞特亚
•诺凡多剩余任期）。专业集团党中央理事会将于本月 18 日召开全国领导会议，向各地方领
导汇报中央理事会全体会议结果，并将于 19 日至 20 日召开全国特别协商会议，确认艾朗卡
为总主席。艾朗卡明确表示，专业集团党支持佐科政府到 2019 年的政治态度不变。此外，专
业集团党在他的领导下，将坚决支持佐科总统在 2019 年总统选举中竞选连任。

总统出席民主斗争党协调会议并强调苏加诺自力更生精神。《好报》12 月 17 日报道：佐
科总统及卡拉副总统出席民主斗争党（PDI-P）三大支柱协调会议开幕仪式。总统提醒有关苏
加诺不断提及的自力更生精神。总统认为，其精神符合“为印尼达成自给自足”的会议主题。
民主斗争党总主席梅加瓦蒂(Megawati Sukarnoputri Kiemas)及印尼第三任总统哈比比
（Baharuddin Jusuf Habibie）也出席会议。与此同时，梅加瓦蒂要求总统预留约 5%的国家预算
给研究和培训方面。自从参与国会以后，研究和培训的预算非常的少，甚至未达预算的 1%，
她请求政府把这方面的预算提高为 5%。发展研究是拯救环境与自然的研究，自然财富并非用
于剥削，也不只是投资。自然的开发将破坏人类文明，而自然财富是应该被明智利用的发展
资本。支持国家在气候变化问题上的态度以及积极参与温室气体排放的认真态度。

民主斗争党在 4个省推举候选人。《国际日报》12 月 18 日报道：民主斗争党总主席梅加
瓦蒂要求选委会和监委会在实行普选时坚决抵制种族主义言论，因为以种族主义言论达到普
选胜利的结果将丢失印尼的政治道德。梅加瓦蒂要求选委会和监委会彻底实行已经达成的协
议，即在竞选活动中坚决取消种族主义政治，以人民的利益为重。只有获得大多数选民的支
持才配得上胜选。梅加瓦蒂于 12 月 17 日在雅加达党总部公布正副省长候选人名单，有 4个
地区的正副省长候选人被斗争民主党正式推举，这 4个地区是廖内、东南苏拉威西、东努沙
登加拉和马鲁姑。相应的候选人是：廖内正副省长候选人是Andi Rahman 和 Suyatno；东南苏
拉威西是 Asrun 和 Hugua；东努沙登加拉是Martinus Sae 和 Emilia J Numleni；马鲁姑是Murad
Ismail 和 Barnabas Orno。

专业集团党撤回了对里德万的支持。《雅加达邮报》12 月 19 日报道：专业集团党撤回了
对万隆市长里德万（Ridwan Kamil）的支持，因为他迟迟未对该党要求其挑选达尼尔（Daniel
Muttaqien）作为他的竞选伙伴参加明年的西爪哇省长选举的要求作出回应，而这是该党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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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条件。随着专业集团党离开了支持里德万的联盟，现在只有三个政党依然支持他：民族
民主党(Nasdem)、民族家觉醒党(PKB)和建设团结党(PPP)。但即使没有专业集团党，三党仍然
有资格提名里德万，因为他们在西爪哇省议会的总席位达到了 21 个席位。

总统希望专业集团党党内团结。《千岛日报》12 月 20 日报道：佐科总统 18 日晚为专业
集团党全国特别协调会议主持开幕式，寄语要求党内团结，切莫闹分裂。总统赞扬专业集团
党在国家建设方面扮演的角色，专业集团党拥有不少对国家建设很有经验的老练干部、技术
专家。专业集团党必须不断壮大且牢固。佐科指出，2018 政治年即将来临，专业集团党必须
不断提高专业性，改变党内派系林立现状，诸如尤淑夫•卡拉(Jusuf Kalla)派、阿布利沙尔•巴格
利(AburizalBakrie)派、卢胡特•潘查丹(Luhut Binsar Pandjaitan) 派、阿克巴•丹绒(AkbarTanjung)
派和阿贡•拉克梭诺(Agung Laksono)派等。为此，专业集团党必须努力保持党内团结，不影响
2018 政治年国内的政治局势。

专业集团党表示国会应终止对肃贪委运用调查权。《国际日报》12 月 23 日报道：专业集
团党中央委员会将于 2018 年初进行绩效评估，其中一项评估是，国会针对肃贪委成立的调查
权特别委员会是否还有存在的必要。专业集团党中央委员会常务主席努尔丁认为，调查权特
委会的任期已到了应该结束的时候。为了在这个国家铲除贪污腐败，肃贪委的执法权应继续
加强。

新月星党和印尼公正团结党将进入 2019 年国会选举的核查阶段。《雅加达邮报》12 月
25 日报道：普选委员会(KPU)宣布，新月星党和印尼公正团结党于 24 日通过了参与 2019 年大
选的行政评估。新月星党和印尼公正团结党在 11 月向选举监督机构（Bawaslu）提交了议案，
反对普选委员会取消他们选举资格的决定。除了这两个政党之外，还有其他七个政党也质疑
普选委员会的决定，分别是伊斯兰和平与安全党、多元统一党、共和党、印尼企业家和工人
党、人民党、印尼人民之声党和印尼工作党。选举监督机构委员弗里茨·西里根（Fritz Edward
Siregar）表示，根据 No. 7/2017 号法律，在普选委员会做出决定后的 3 天内，没有通过的政
党可以向选举监督机构提出议案。共有 14 个政党被确认参加 2019 年的国会选举。

繁荣公正党与国家使命党和大印尼运动党的合作很可能会持续到 2019 年。《雅加达邮报》
12 月 26 日报道：繁荣公正党前主席伊曼（Sohibul Iman）表示，繁荣公正党和另外两个对立
党——国家使命党（PAN）和大印尼运动党为了2018年的地区选举的合作很可能会持续到2019
年总统和议会选举。伊曼表示，三方已经同意在明年的地区省长选举中建立一个联盟，主要
是在五个省，即中爪哇、东加里曼丹、北马鲁姑、北苏门答腊和西爪哇省。他声称，2018 年
的地区选举是 2019 年选举的一块垫脚石，希望三方的联盟能够维持到 2019 年。据报道，在
各政党内部审议决定其省长候选人资格后，联盟不久将在 5个省公布其省长候选人的名单。

建设团结党在 2019 年选举之前寻求团结。《雅加达邮报》12 月 26 日报道：随着 2019 年
总统选举和国会选举的临近，建设团结党希望克服内部摩擦。建设团结党副秘书长艾哈迈德
（Achmad Baidowi）表示，该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于 2016 年 4 月在雅加达东部的庞多克召开的
全国代表大会上希望由法利兹（Djan Faridz）领导的分裂派别加入罗马胡穆兹（Romahurmuziy）
的阵营。在最高法院的裁决驳回了法利兹和他的派系秘书提交的上诉后，艾哈迈德发表了此
声明以解决中央执行委员会的争执。艾哈迈德敦促所有成员显示出党的忠诚，因为建设团结
党想要在选举投票中进入前三的位置。由于所有的法律问题已经解决，党内的政治紧张形态
必须停止。他表示，2016 年全国代表大会所有的法庭裁决都将建设团结党的中央执行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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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法化，其中包括最高法院第 79 / 2017 号和第 514 / 2017 号法令。
繁荣公正党支持苏德拉查与阿迈德为 2018 年西爪哇正副省长候选人。《印度尼西亚商报》

12 月 29 日报道：繁荣公正党、国家使命党和大印尼运动党于 28 日正式撤销对 2018 年西爪哇
地方首长选举候选人德迪（Deddy Mizwar）的支持，替换德迪的候选人为大印尼运动党推举
的苏德拉查（Sudrajat），三党对此事已作出决定，共同合作针对 2018 年地方首长选举候选人
的筹备。伊曼表示，之前繁荣公正党与民主党（Demokrat）决定支持德迪与阿迈德搭档为 2018
年西爪哇地方首长选举正副省长候选人，但繁荣公正党现在转而支持苏德拉查与阿迈德搭档
正副省长候选人。此外，繁荣公正党也与德迪进行了沟通，当时德迪能接受此决定。

3. 印尼民意代表机构

国会批准哈迪上将接任国民军总司令。《国际日报》12 月 7 日报道：国会第一委员会 12
月 6 日在国会大厦听取国民军总司令候选人哈迪上将陈述其愿景和使命后，决定批准他接任
国民军总司令，同时也批准卡托上将辞去国民军总司令的职位。此前，哈迪上将在国会第一
委员会会议室接受资格鉴定时表明，国军必须转型成为一个专业的、现代化的、坚强的国防
机构，才能更好地执行安全防卫任务。为了使国军的转型适应改革精神，需要强大的法律保
护伞。他阐明，这种转变是必要的，因为信息、通信和运输技术的重大发展已经改变了人际
间与国家之间最内在的互动模式，引起了与以往不同的新形式的摩擦和冲突。哈迪上将在资
格鉴定中还提到了对国防与安全的潜在威胁，以及需要采取的预防措施。

法德利成为国会暂摄议长。《国际日报》12月13日报道：由于国会议长塞特亚・诺凡多(Setya
Novanto)涉及电子身份证贪污案并成为本案被告人，国会领导人临时会议决定由法德利（Fadli
Zon）副议长成为暂摄议长。法德利 12 月 11 日晚上在雅加达声明，经过国会各个派系领导人
出席会议会商的结果，会议一致推选他成为暂摄国会议长，履行议长职务。他阐明，特亚・

诺凡多已经在 12 月 6 日提出卸任国会议长职位的声明书，这份声明书也已于 12 月 11 日在国
会全体大会上宣读，因此基于 2014 年有关MD3 的第 3号法令第 87 条的规定，应由国会领导
人会议协商推选出暂摄国会议长。

4. 印尼司法机关

宪法法院院长否认涉嫌违反道德规范。《雅加达邮报》12 月 7 日报道：宪法法院(MK)
院长阿里夫（Arief Hidayat）否认了关于他违反道德规范的指控。媒体报道阿里夫曾为了保持
他的职位试图影响几位国会负责法律事务的第三委员会成员。阿里夫的任期将在2018年结束，
但他是唯一一个通过职位资格审查的候选人。阿里夫承认，他在雅加达的一家酒店会见了几
位议员，但他说这是一次官方会面。阿里夫称，议员们邀请他为他的提名测试安排日程，他
也获得了宪法法院的道德委员会的许可，道德委员会知道整个过程以及他再次被提名的事。
所以一切都是明确的，他没有做任何游说，这次会议只是把他的日程安排与委员会安排的议
程相匹配。阿里夫和第三委员会因他的唯一提名而受到抨击，这被认为是不够透明的。道德
委员会已经宣布将在周四就涉嫌违反道德的行为审问阿里夫。

宪法法院拒绝对群众团体法令的检验要求。《国际日报》12 月 13 日报道：宪法法院拒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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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个要求检验群众团体法令的申请，申请者认为 2017 年第 2 号代法令政府条例不必要发出，
因为目前局势并不存在危险性。申请者也认为代法令政府条例欲限制公民的结社自由，因为
它规定政府可以解散群众组织。但是，宪法法院院长阿里夫表示，申请者的要求不能接受，
因为申请者的要求没有对象，因为该政府条例已经由国会同意成为法令。国会于 10 月 24 日
开会通过和批准该政府条例成为法令。佐科总统也已于 11 月 22 日签署该法令。因此，申请
者所要求的代法令政府条例已经不存在。

涉嫌电子身份证贪污案企业家安迪被判处八年徒刑。《印度尼西亚商报》12 月 22 日报道：
雅加达贪污法院判处企业家安迪（Andi Narogong）八年徒刑，易科罚金 10 亿卢比或 6个月有
期徒刑，法官对安迪施加额外的刑事，即有责任支付 215 万美元和 11 亿 8600 万卢比的补偿
资金，最迟于一个月后依法强制执行。如果在那个时候没有付款，被告的财产被没收并拍卖，
以弥补该补偿资金，在被告没有足够的资产来支付赔偿金的这种情况下，被告人被判处两年
监禁。法官塞夫丁（Ansyori Saifudin）表示被告的行为违背了正在积极打击贪污的政府计划，
被告的行为是结构性、系统性和大规模的。此外，被告的行为使国家财政蒙受损失，并仍对
民众受影响，其中还有人难以获得电子身份证。

5. 印尼特殊部门

肃贪委获得电子身份证贪污案嫌疑人证词。《好报》12 月 2 日报道：肃贪委员会（KPK）
发言人费布里（Febri Diansyah）称，商人安迪周四（30/11）在雅加达贪污刑事法庭提供的证
词显示，采购电子身份证（e-KTP）项目舞弊案存在互相勾结的嫌疑。肃贪委将就安迪提供的
证词进行进一步的研究与调查。费布里也希望电子居民证案被告和嫌犯们能够根据事实作证，
因为在起诉和裁定案件的过程中，诚实将成为减轻刑罚的其一因素。据报道，安迪此前在庭
上作证称，达成了向国会分发 5%报酬和向内政部分发 5%报酬的协议。其时，安迪也承认自
己送给专业集团党派系主席塞特亚・诺凡多价值高达 13 亿卢比的手表。安迪被控在电子居民
证舞弊案中获得 149.9 万美元和 10 亿卢比的利润。

占碑贿赂案件证人将部分涉案资金返还给了肃贪委。《雅加达邮报》12 月 3 日报道：一
个与 2018 年占碑（Jambi）地区预算草案审议有关的贿赂案件的证人将部分资金返还给了肃贪
委。几名占碑政府官员被指控贿赂一名占碑立法委员会成员。肃贪委发言人费布里 12 月 2 日
在雅加达表示，调查人员已经从一个与本案相关的人那里得到了贿赂资金，这可能成为本案
的一个缓和因素。参与调查的官员包括:代理占碑地区秘书埃尔万（Erwan Malik）、占碑第三
区域助理塞普丁（Saipudin）和代理占碑公共工程机构负责人阿尔凡（Arfan）。与此同时，占
碑立法委员会成员苏普瑞奥诺（Supriono）被指控接受回扣。据报道，肃贪委在最近一次突击
行动中发现了 47 亿卢比(合 347,330 美元)的贿赂。肃贪委调查人员表示，这些资金是为占碑立
法委员会成员提供的，以确保他们将批准该省 2018 年的地区预算草案。

肃贪委将出席预审庭。《国际日报》12 月 5 日报道：肃贪委将在雅加达南区地方法院举
行的预审庭上与塞特亚•诺凡多对质，肃贪委的法律代表将出席预审庭第二次开庭。此前，肃
贪委没有出席预审庭 11 月中旬的第一次开庭，而向法院提交一份申请书，要求把庭审推迟三
个星期。法官于是决定推迟到 12 月 7 日第二次开庭，肃贪委将遵守决定按时出庭。这已是塞
特亚•诺凡多第二次提起预审诉讼，之前，塞特亚•诺凡多曾赢得第一次预审诉讼，从而洗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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嫌疑犯的身份。之后，肃贪委以新的证据再次把塞特亚•诺凡多定为电子身份证舞弊案的嫌疑
犯，塞特亚•诺凡多则于 11 月 15 日第二次提起预审诉讼。

欧多与尤纳迪相继退出塞特亚·诺凡多的法律顾问团队。《印度尼西亚商报》12 月 9 日
报道：国会议长塞特亚·诺凡多的辩护律师欧多（Otto Hasibuan）在肃贪会大厦正式提交辞
呈，不再担任塞特亚·诺凡多的辩护律师。欧多承认，在处理电子身份证贪污案方面没有与
塞特亚·诺凡多达成一致的见解。欧多决定退出辩护律师后，尤纳迪（Fredrich Yunadi）律师
也离开了塞特亚·诺凡多的法律顾问团队。塞特亚·诺凡多目前只能由马尔迪（Maqdir Ismail）
律师陪同。

肃贪委起诉塞特亚·诺凡多。《国际日报》12 月 14 日报道：前专业集团党派系主席塞特
亚·诺凡多被控身为国会议员滥用职权，干预电子身份证采购项目，给国家造成了 2.3 万亿卢
比的损失。肃贪委检察官普特里（Irene Putrie）认为，塞特亚·诺凡多直接或间接干预了 2011
- 2013 年电子身份证项目的预算编制。塞特亚·诺凡多滥用职权图利自己，并使他人和公司
获利。在与电子身份证项目承包商和相关官员的数次会谈中，塞特亚·诺凡多表示愿意支持
电子身份证项目的实施，并承诺国会将批准 5.9 万亿卢比的项目采购预算。但是，塞特亚·诺
凡多要求参与该项目的企业家们首先拨给国会议员 5%的费用。在协议中，加入项目承包财团
的企业家们承诺将先拨给塞特亚·诺凡多和其他国会议员 5%，然后拨给内政部长卡玛宛
（Gamawan Fauzi）5%，再拨给人口与民事登记局官员伊尔曼(Irman)和内政部工作人员 5%。

普选监督机构监控参与地方首长选举的军警将领。《千岛日报》12 月 28 日报道：普选监
督机构成员莫克迈德（Mochamad Afifuddin）称，该机构将监视拟参加 2018 年地方首长选举
的现役军警将领。普选委员会主席阿里夫（Arief Budiman）称，根据规定，参加地方首长选
举的军警高官，登记并被定为地方首长候选人后，必须马上提交退役信。据悉，有 5名现役
军警将领将参加 2018 年地方首长选举，他们是：国警机动警察部队队长Murad Ismail 将参加
马鲁姑省地方首长选举；东加里曼丹警区长 Safaruddin 将竞选东加里曼丹省长；国警教育与
培训机构副主任 Anton Charliyan 将参加西爪哇省长选举；北苏门答腊警区长 Paulus Waterpauw
将参加巴布亚省长选举和国民军陆军战略后备司令部司令 Edy Rahmayadi 将参加北苏门答腊
省长选举。

肃贪委 2017 年展开 19 次当场逮捕行动。《好报》12 月 30 日报道：肃贪委 2017 年期间
展开 19 次当场逮捕行动（OTT），这也是肃贪委自 2003 年成立以来展开当场逮捕行动最多
的一年。肃贪委副主席巴萨利亚（Basaria Panjaitan）周三（27/12）在雅加达办事处举行主题
为"肃贪委在 2017 年的工作能力和成就" 的新闻发布会时表示，2017 年的当场逮捕行动数量
已经超过往年，并且是肃贪委成立以来数量最多的一年。在 19 次的当场逮捕行动中，肃贪委
把 72 人列为嫌疑人，他们包括执法人员、议员和地方首长。其时，肃贪委在 2017 年进行了
114 次的初步调查活动，118 次的调查活动，以及 94 次的起诉活动，并对 76 宗已经具有法律
效力的案件采取实施。

【编者评论】

在印度尼西亚中央政府动态方面，哈迪接替卡托出任国民军总司令，并在上任后表明了

与国家警察团结合作的态度，此举也表明在印尼政治年到来之时，两个机构将会继续秉持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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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立场，联手为各选举保驾护航，以保证各项选举工作能够顺利进行。此外，哈迪与外交部

长蕾特诺·马尔苏迪签署了维护国家安全谅解备忘录，国军负责印度尼西亚公民和印度尼西

亚外交人员的安全。公众对国民军的信任程度较高，哈迪上任后的各项工作也提高了他在公

众心中的形象，相信国民军能参与协助维持良好的国家政治局面。同时，佐科与哈迪关系密

切，也为佐科在 2019 年总统大选连任增加了一份保证。

在印度尼西亚政党动态方面，专业集团党推选了新主席艾朗卡，他从 2014 年担任工业部

长，被寄希望带领专业集团党走出困境。众所周知，专业集团党在前主席塞特亚·诺凡多涉

嫌电子身份证贪污案后，民众对其支持度下降。同时该党内存在的多个团体也使其不能高度

团结。而在已经到来的政治年和 2019 年的大选面前，带领专业集团党挽回民众支持度，保持

其在国会中的地位，才是该党的首要工作。

在印度尼西亚特殊部门动态方面，肃贪委在 2017 年期间展开了 19 次当场逮捕行动，侦

破多起大案，此外，在近期最令人关注的电子身份证贪污案中，肃贪委又重新起诉了塞特亚·诺

凡多滥用职权图利自己与他人，在肃贪委锲而不舍的追查过程中，塞特亚·诺凡多的两个得

力律师辞职，此案关键嫌疑人安迪也供出证词指向塞特亚·诺凡多，肃贪委的进展让公众看

到了电子身份证贪污案破解的希望。



10

二、印度尼西亚经济动态

1. 印尼政府经济政策

当局严防非法投资活动。《国际日报》12 月 2 日报道：根据金融服务权威机构投资预防
工作组的记录，从 2010 年至 2017 年 9 月间，非法投资活动已造成投资人蒙受 105.81 万亿盾
的损失，这是投资预防工作组和警方进行合作调查后得出的数据。投资预防工作组主席多宾
（Tangam Lumban Tobing）表示，很多受害投资人遭受很大的损失是因为他们对金融产品的
知识还相当肤浅。

政府拟靠香烟印花税收以确保 BPJS 现金周转安全。《千岛日报》12 月 9 日报道：财政
部副部长马尔迪阿斯莫（Mardiasmo）12月 7日在雅加达说，社会健康保障机构（BPJS Kesehatan）
的现金周转至 2017 年底安全，用户无需担心医疗服务可能受阻。此外，财政部计划未来社会
健康保障机构开支从香烟印花税收中拨出。社会健康保障机构总经理法赫米（Fachmi Idris）
说，社会健康保障机构的开支靠香烟印花税收并非异常。“其目的是逐渐减少抽烟者，同时
逐渐加大社会健康保障金。”

财政副部长玛尔迪阿斯摩称足够的基础设施将是招商引资的巨大吸引力。印尼《商报》
12 月 19 日报道：在佐科总统领导下，政府部门从开始就已专注于加速兴建比各邻国落后的基
础设施建设的工作。财政副部长马尔迪阿斯莫称，无论是基础或者是其它支持基础设施的可
用性，例如公路、电力及其它会成为对进入印尼投资的一种方式。玛尔迪阿斯摩说，政府继
续将经济增长指标定 5%以上，2017 年的指标为 5.2%，2018 年为 5.4%，为达到均匀和平等的
增长目的，政府努力方向之一就是依靠国家战略项目引资来促进经济增长。

政府将简化和放宽中小企业进口程序。《国际日报》12 月 22 日报道：政府承诺将进一步
简化或放宽对中小型工业的进口程序，以推动印尼投资环境和提高竞争能力。经济统筹部长
达尔敏表示，印尼自 2017 年 7 月 12 日开始就一直遏制具有高风险的进口措施，因为担心影
响国家收入以及导致无法履行贸易体制条规。达尔敏指出，至今中小型工业仍无能力自行进
口整箱集装箱货物，因为它只需要五分之一箱的货物。为了满足生产需要，中小型工业只得
通过批发进口商进口原材料。财长丝丽穆丽亚妮也表示，鉴于中小型工业在财力和营业行政
管理经验有限，为支持中小型工业发展，财政部和相关机构已为中小型工业的进口活动简化
或放宽了许多规章制度，希望借此协助推动中小型工业的发展。

印尼央行：今年经济增长仅 5.1%。《国际日报》12 月 27 日报道：中央银行经过一系列
的调查和研究之后预测，直至 2017 年年底，印尼平均经济增长率大约为 5.1%。央行总裁阿古
斯（Agus Martowardojo）表示：“我们希望今年第四季的经济增长率会比第三季更高，但造
成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还是固定资本增长率和出口增长率，而消费市场增长的贡献程度却未
能确定。”他说：“问题是我国经济发展的最大动力是国内消费市场。根据预估，我国在 2017
年的经济成长，消费市场的贡献力约占 56%，而很不巧的是我国消费市场在今年只是缓慢增
长。”根据中央统计局不久前的报告，印尼今年第三季的经济增长率 5.06%，虽然投资增长
率和出口套汇增长率都很高，但消费市场最“不争气”，只增长了 4.93%，所以造成整体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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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缓慢增长。

2. 印尼银行及金融业

印尼央行正式启动国家支付网络。《国际日报》12 月 5 日报道：印尼央行开设国家支付
网络（GPN）作为综合支付系统。该系统包括授信、结算等基本功能，由 4家印尼同业交换
公司共同组成的企业联合体管理和运营。同时，4 家印尼主要电子货币发行银行已签署电子
货币互换协议。央行总裁阿古斯表示，迄今为止，央行的支付系统还没有整合到每家银行开
发的个人支付系统中，这些系统只能分别由电子数据采集机（EDC）进行处理。实施GPN的
主要目标是建立一个可互操作的互联支付生态系统，并能够进行国内结算授权交易，它还加
强了消费者保护，并确保可用性和完整性，以支持中介效率和金融系统效率。

印尼获世行 6万亿盾软贷。《千岛日报》12 月 12 日报道：公共工程与住房部将获得世界
银行为数 4.5 亿美元（约合 6.08 万亿盾）的软贷款，以用于国家经济适用房项目。公共工程
与住房部长峇苏基•哈迪穆利约诺称，该贷款将用于扩大房屋津贴受益者范围，并为非正式员
工提供房屋贷款津贴和修房援助。他说，该房屋项目规模相当大，它将在很大程度上帮助印
尼贫民解决住房问题，以及帮助如摩托出租车司机、肉丸贩等没有固定收入的居民。按计划，
上述世行贷款所涉民房达 6万间，贷款协议有望于 2018 年初签署。

央行：印尼外债增升 4.8%。《千岛日报》12 月 18 日报道：根据央行的记录，到 2017 年
10 月底，印尼外债总额增加至 3415 亿美元（4.8%）。据悉，私人外债增升 1.3%或 1683 亿美
元，增幅同比 9月份或同期的负债比率相持平。私营公司外债主要集中在金融业、制造业、
电力、燃气、供水和采矿。公共部门外债增升 8.4%或 1732 亿美元，低于 9月份的 0.1%。
根据付还期限，长期外债占外债总额的 86.3%，在 10 月底升至 2948 亿美元（3.9%）；短期外
债增升至 466 亿美元（10.6%）。央行认为，鉴于 10 月底外债对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稳定在
34%左右，10 月份的外债仍安全可控。

股指天马行空升至 6221.013 点。《国际日报》12 月 23 日报道：正值迎接圣诞节和新年
之际，印尼股市 12 月 22 日的股价综合指数再一次的刷新高，突破了 6200 点大关，使一些指
称印尼股市面临年末大事“厨窗粉饰”的专家们百思不得其解。据现场报告，股价综合指数
的活动是“先弱后强”，直至午盘结束时变为 6221.013 点，比前一天增加了 37.622 点（增幅
0.61%），破天荒第一次突破了 6200 点大关，同时也成为历来最高纪录。（注：厨窗粉饰，
window dressing，一般指基金经理于年度或季度结束前所使用的策略，目的是给客户或股东展
示外表上良好的投资组合/基金表现）。

由于国内外金融风险增加，低利率时代可能将于今年结束。《印尼商报》12 月 28 日报道：
印尼银行(央行/BI)为明年提升基准利率或央行 7天逆回购利率的推动力将会加强。如果确实
发生的话，则标志着低利率时代将于今年结束。根源既有国内的也有国外的。除了愈加沉重
的通货膨胀压力和盾币汇率风险外，油价强劲、美联储(The Fed)和发达国家的中央银行加息
也是原因。根据预测，印尼政府执行相对低的通货膨胀指标与每桶 48 美元的油价，但实际上，
现在油价已上涨至每桶 60-64 美元，未来还将稳定在每桶 60 美元左右。因此，2018 年有两种
方案：一是燃油价格不上涨，或政府维持价格不变，差价由国营石油北塔米纳(Pertamina)公司
吸纳。这将给北塔米纳的财政造成负担。二是北塔米纳维持 RON 88 或标准汽油类(premi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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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燃油供应量。不管如何，为了稳定通货膨胀，央行不得不调升基准利率。

3. 印尼企业界

鹰航开通棉兰直飞锡江航线。《千岛日报》12 月 2 日报道：今年 12 月 20 日起，鹰航将
开通棉兰直飞锡江航线，以提高旅游人数。苏门答腊岛鹰航公司营业部副总裁 Dian Ediono
表示，这一航线将于 12 月 20 日启航，使用可载 96 名乘客的 CRJ 1000 飞，每天一个航班。飞
机于西部时间晚上 6时从棉兰瓜拉纳姆（Kualanamu）机场起飞，中部时间晚上 10 时 50 分到
达锡江机场。从锡江中部时间晚上 8时起飞，西部时间晚上 10 时 40 分到瓜拉纳姆机场。Dian
表示，开辟新航线有利于游客前往游览印尼东部 Raja Ampat、安汶（Ambon）、查亚普拉
(Jayapura)、提米卡（Timika）、马佬奇（Merauke）和 Bau-bau 等地。机票可通过鹰航网站、
移动应用、销售办事处和旅行社订购，票价为 145.5 万盾。

雅泗中铁最高造价应为 60 万亿盾。《国际日报》12 月 9 日报道：交通部长苏玛迪（Budi
Karya Sumadi）声称，印尼计划建设的雅加达-泗水中速铁路全长 750 千米，全程 5个半小时，
装配有智能科技，运行安全，经济效益高，建设资金最高为 60 万亿盾。2017 年年初，印尼交
通部与日本国际协力机构（JICA）对改线路进行了可行性研究。根据当时的测算，全部建设
资金约达 90 万亿盾。

印尼和法国签署三项电力合同。《国际日报》12 月 13 日报道：印尼国营电力公司（PLN）
和法国三家独立电力企业签署三项可再生能源发电厂的建设协议。印尼驻巴黎大使馆首席秘
书伦卡特披露，这三项电力建设协议是法国可再生能源集团会议的接续行动，该三座电厂总
发电量 17 万千瓦，投资值 3.369 亿美元。该三座电厂分别位于南加省丹纳拉乌特（Tanah Laut）
地热电厂，发电容量 7 万千瓦，投资值 1.53738 亿美元；巴厘库布（Kubu）县的巴厘 1 号太
阳能电厂，发电容量 5 万千瓦，投资值 9160 万美元；巴厘珍布拉娜（Jembrana）县巴厘 2号
太阳能电厂，发电容量 5万千瓦，投资值 9160 万美元。

非法投资公司活动猖獗，政府吁国人勿贪小失大。印尼《好报》12 月 15 日报道：投资警
惕特遣队主席Tongam L Tobing12月 14日呼吁国人提防21家非法投资企业推荐的投资活动和
产品，因为这些非法投资公司提供的回报不合逻辑。金融服务管理局（OJK）提供了非法投
资公司的名单：Ayudee Global Nusantara 制作 Ayudee 化妆品；Indiscub Ziona Ripav（电话充值
卡和机票特殊应用）；Monspace Mega Indonesia；Raja Walet Indonesia/Rajawali（blackwalet 面肥
皂）；Usaha Mikro Indonesia（生活必需品）；IFC Markets Corp；Tifia Markets Limited；Forex Time
Limited；XM Global Limited (perdagangan forex)；Alpari；FX Primus Id；FBS-Indonesia；Ayrex
(broker opsi binary)； Helvetia Equity Aggregator （资产管理）；Bitconnect （比特币）；Ucoin
Cash （Ucoin 产品）；ATM Smart Card （ATM 卡）；The Peterson Group （资产管理）；PT
Grand Nest Production/PT GNP Corporindo （燕巢投资）；PT Rofiq Hanifah Sukses （贸易、
汽车会费和朝圣会费)； dan PT Maju Aset Indonesia （资产投资）。

国企部长莉妮 : 今年 13 国企仍亏蚀。《千岛日报》12 月 23 日报道：国企部长莉妮（Rini
M. Soemarno）称，今年估计有 13-14 家国营企业仍亏蚀，低于今年上半年 24 家亏蚀企业数。
莉妮说，虽然已采取各种措施，但包括克拉卡岛钢铁、Leces 纸业、印尼航天和鸽航等仍将面
临亏蚀。莉妮指出，2013 年国企亏损总额达 13 万亿盾，2016 年为 5 万亿盾，2017 年估计为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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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亿盾。其中鹰航和克拉卡岛钢铁公司的亏损额最大，分别在 1 万亿盾以上。鹰航公司主要
是因陷入价格战以及国际航线稀少，造成公司难以由亏转盈；克拉卡岛钢铁公司则因面临中
国钢产倾销而亏损额越来越大。莉妮认为，亏损国企应提高效率，包括与其他国企协作或同
类国企的合并。

4. 印尼进出口

虽 55%石化原料须从国外进口，印尼石化业前景仍光明。印尼《星洲日报》12 月 6 日报
道：目前印尼石化需求仍须靠进口供应，印尼石化工业有发展潜力。芳香族烯烃与塑料工业
协会（Inaplas）秘书长法查尔.布迪奥诺 12 月 4 日在雅加达向记者表示，目前，印尼每年对石
化原料的需求高达 560 万吨，其中 55%仍须从国外进口；80 万吨石化成品也须从国外进口。
不过，一些投资者已承诺，将落实投资工程：如俄罗斯油气企业 Rosneft 公司计划与国油合作
兴建东爪哇厨闽石化厂区的炼油厂；詹德拉阿斯利石化公司计划 2018 年将增产一倍达 200 万
吨；乐天化学钛公司扩建的石油裂解装置也将于 2021 年建成。印尼国内需求仍然旺盛，石化
业前景依然光明。

1-9 月印尼对美棉进口量同比大增。印尼《好报》12 月 8 日报道：美国农业参赞的最新
报告显示，2016/17 年度和 2017/18 年度印尼棉花进口量预计增加，原因是国内能源价格上涨
抑制了化纤消费的增长。截至 12 月，美棉仍占印尼棉花进口首位，市场份额大约 40%，2017
年美棉对印尼的出口大幅增长。2016/17 年度印尼棉花进口量为 339.1 万包，2017/18 年度进
口量为 340 万包，均高于 2015/16 年度的 294.1 万包。印尼纺织品主要出口到美国（32.34%）、
欧盟（14.97%）和日本（10.08%）。印尼对本国纺织品的需求减少，原因是进口纺织品价格
低且消费者采购力减弱。美国农业参赞预计，2016/17年度印尼棉花消费量为334万包，2017/18
年度消费量为 339 万包。

政府强化进口管制，农产品对外贸易顺差 109.8 亿美元。印尼《商报》12 月 10 日报道：
农业部透露，今年 1月至 8月期间，农产品对外贸易顺差 109.8 亿美元。出口总额达 221.8 亿
美元，而进口总额 112 亿美元。农业部数据中心和信息系统主任苏宛迪（Suwandi）表示，农
业部制定的战略政策主要集中在严格管制进口许可证的同时推动出口，咖啡豆、橡胶、棕榈
油、肉豆蔻、胡椒、绿豆和菠萝等商品的出口量大幅增长。

印尼拟于明年开始对包括无形商品在内的电商产品征收进口关税。“中国-印尼经贸合作
网”12 月 14 日报道：综合印尼媒体近日报道，随着印尼电商行业的日益发展，印尼政府开始
逐步加强对该领域的监管。印尼经济统筹部长达尔敏日前表示，印尼拟于明年开始对通过网
上交易购买的商品征收进口关税，也包括软件、电子书、应用程序等无形商品。印尼现行财
政部第 182/2016 号条例关于进口电商产品关税的规定为通过在线交易且单次不超过 100 美元
的商品免征进口关税。印尼财长斯莉穆妮表示，财政部正在起草数字经济领域的税收条例，
一方面为电商与实体店提供公平的竞争环境，另一方面也会采取倾斜政策为中小电商企业提
供支持。

根据世贸组织 1998 年日内瓦第二次部长会议声明，相关成员将继续不对电子传输交易征
收关税，印尼受此约束暂未对通过电子交易的无形商品课征关税，该协议有效期为 2017 年底。
印尼海关表示，包括印尼在内的发展中国家已向世贸组织提议明年开始对无实体商品征收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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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而发达国家希望该暂停措施能一直实施，无论如何印尼政府都会遵守世贸组织的最终决
议。但上述暂停只是针对线上交易无形商品的进口关税有关，印尼仍征收增值税及其他税种。

印尼财长：500 美元以下私人物品免进口税。《千岛日报》12 月 30 日报道：财政部长斯
丽•斯莉穆妮（Sri Mulyani Indrawati）在雅加达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宣布，财政部将修正有关
乘客携带物品税务规定的 2010 年第 188 号财政部长条例，将限额由原来最多 250 美元提升至
500 美元（约合 677 万盾），但供转卖的物品除外。有关条例有望于一、两天内开始生效。而
价值超过 500 美元的物品，由原先规定的按每件物品算进口税，改为如今按余额征收 10%的
单一税，此举符合国际惯例。比如 700 美元价值的物品，乘客只需支付 200 美元的 10%的关
税。

【编者评论】

2018 年的钟声终于敲响，印尼再次进入了敏感的“政治年”——印尼全国 171 个地区同

步举行地方首长选举和准备 2019 年的总统大选。根据时间表，地方首长选举将在 2018 年 6

月 27 日举行，接着 2018 年 8 月 4 日至 10 日是正副总统候选人的登记日。

回顾刚过去的 2017 年，印尼经济虽表现平稳，却也谈不上“兴旺”。佐科总统曾豪言

7%的经济增长计划终究敌不过 5%左右增长率的现实。印尼政府虽接二连三出台革新措施，却

看不到积极效益，除世界经济不景气带来的负面影响之外，政府为加强国内基础设施建设，

大力提高税收的举措，难免形成一股“阴影”，压在经济体心上，拖延了前行的步伐。

佐科政府的经济建设政策十分清晰，籍以大力发展基础设施建设来促进经济发展。为此，

政府一方面大力吸引外资，努力提供各种便利；另一方面就是努力提高政府财政收入。为了

提高政府财政收入，印尼政府至少在税收和进出口两个方面下了功夫：一是“税务特赦计划”，

为了能让外流资本回流以提高税收，政府甚至不惜既往不咎且一再拖延截止日期；二是海关

“红灯期”，为了促进产品出口、扶持国内加工制造业，同时限制进口，旨在实现贸易顺差

来增加财政收入。虽然两项政策尤其是“税务特赦”并未达到预期，但是它们也确实起到了

增加政府财政收入的作用。2017 年印尼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表现亮眼便是一个证明。然而，

无论是税收计划还是海关政策，它们都是一把双刃剑——它们都同时抑制了印尼国内消费。

以税务为例，当政府将实行豁免税务时，谣言四起，所有纳税人的财政数据将被检查，包括

信用卡的交易。这使信用卡的交易下降，至今未恢复，明显抑制了民众消费。而海关“红灯

期”直接影响到进出口，物流成本上升势必影响物价和民众消费。如此一来，新闻中“（印

尼）消费市场最‘不争气’”也就可以理解了。印尼作为一个传统上一直以国内消费为经济

增长主驱动力的国家，如何在投资、消费和进出口这三驾马车之间做出权衡，着实考验着佐

科政府的智慧。

专家与业者认为，政府大搞基础设施建设，业绩是有目共睹的，应予以赞许。为国家长

期建设而革新税收，实属必要。然操之过急，则有拔苗助长之弊，恐起反效果。因此，有关

部门必须发掘新的纳税者，建立更完善的征税制度，让更多的民众积极主动地成为纳税者，

而不是为了提高税收，采取“动物园里狩猎”的政策，尽量向现有的纳税人加大征税力度，

只会引发普遍性的担忧从而抑制消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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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是下届总统选举的“酝酿年”，印尼国内政局料将升温。在此过程中，政府有必

要更谨慎观察国内经济形势，除继续实施切合实际的税务改善政策外，应斟酌收敛强硬的财

政与税务措施，而重视对经济实业领域进行“安抚”和“鼓励”，以消除不必要的经济压力

及“阴影”，提振经济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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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印度尼西亚社会宗教文化动态

1. 印尼社会发展

10 亿盾冰毒藏在小食品，跨省 3毒贩被查获。《千岛日报》12 月 8 日报道：西爪哇万隆
大都市警署缉毒组抓捕了 3 名跨省毒贩，从他们手中查获数百克价值 10 亿盾冰毒。为瞒过警
员，毒品被藏在小食品中，总共有 500 克。

严防佳节恐袭，印尼警方拘捕 18 名武装嫌犯。新加坡《联合早报》12 月 12 日报道：印
尼警方加紧防范恐怖分子在临近圣诞节和元旦跨年期间发动袭击，拘捕了 18 名与恐怖武装组
织有联系的人。印尼警察总长狄托昨日对媒体说，这一连串拘捕行动是为了防患于未然，当
局并未发现任何恐怖袭击阴谋。“我们先发制人采取行动。他们（被拘留者）大多与以往恐
袭或我们较早前逮捕的人有关联。”

临近圣诞节和元旦，雅京警方维安行动共拘捕 667 地痞。《千岛日报》12 月 13 日报道：
临近圣诞节和 2018 年元旦，美都查雅警区刑侦人员开展“蜡烛维安行动”，从 12 月 7 日至
10 日 4 天内共拘捕威胁社会安宁的 667 地痞。 美都查雅警区公关主任 Raden Prabowo Argo
Yuwono 称：“搜捕行动是警方的例常维安行动，直至 2017 年‘蜡烛维安行动’结束。我希
望社会大众能积极参与维护社会的安宁氛围。”Argo 称，希望此项行动能确保送旧迎新所有
活动不受到骚扰。

2017 圣诞节和 2018 新年庆祝活动，警方将动员 54000 警察维持治安。印尼《商报》12
月13日报道：警方将动员54000警察维持一年一度的圣诞节和2018新年庆祝活动期间的治安。
警方还将在旅游景点增强保安措施。国家警察副总长沙夫鲁丁（Syafruddin）中将 12 月 12 日
在出席国家警察委员会协调会议开幕后透露，“我们已经准备好了，今天将在警察总部召开
蜡烛行动会议。”

图谋袭击廖内多处警局，4恐嫌被捕。新加坡《联合早报》12 月 14 日报道：印尼反恐特
遣队（Densus 88）在廖内警方的支援下，在不同地点抓获 4名恐怖嫌犯。他们被指密谋对廖
内省多处警察局发动恐怖袭击。其中 3名嫌犯属于已宣誓效忠极端组织“伊斯兰国”的印尼
恐怖组织“神权游击队”（Jamaah Ansharut Daulah）。

爪哇 6.5 级地震，至少三人死亡。新加坡《联合早报》12 月 17 日报道：印尼爪哇岛周五
深夜发生 6.5 级地震，印尼国家减灾署发言人确认，到昨天为止已有 3人遇难，另有 7人受伤。
在地震中损毁的建筑分布于中爪哇和西爪哇地区，除了至少 900 所民房受损，一些学校、医
院与政府办事处也受到不同程度的损毁。

印尼严打网上仇恨言论。新加坡《联合早报》12 月 18 日报道：印尼警方严加打击网上散
播憎恨言论的行为，目前已逮捕了 1名女医生及 1 名大学前讲师。总统佐科呼吁印尼两大伊
斯兰组织伊斯兰教士联合会（Nahdatul Ulama，简称伊联）及穆罕默迪亚（Mahammadiyah）的
青年团继续加强民族主义精神和多元化，以维护国民团结。

总统：迎接圣诞节和新年。印尼《国际日报》12 月 19 日报道：佐科总统 12 月 18 日在雅
加达独立宫召开有关迎接圣诞节和 2018 年元旦的内阁会议上表示，为了让全国人民能欢度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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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大节日，政府各级机关的一项最主要的任务就是维持粮食的充分供应和物价的稳定。除此
之外，各有关部门和单位也要注意，在迎接圣诞节和元旦的假期期间的交通运输服务业。

疫情蔓延 28 省 40 童死，印尼医界吁佐科启动加强白喉疫苗接种计划。新加坡《联合早
报》12 月 20 日报道：印尼的白喉疫情已蔓延到 28 个省，累计已有 40 名儿童死亡。印尼医学
界呼吁总统佐科启动加强疫苗接种计划。印尼小儿科医生协会主席阿曼昨天指出，白喉
（diphtheria）疫情已蔓延到印尼 28 个省，在 142 个县市共有 600 名白喉患者住院，死于此病
的儿童增加到 40 人。这次疫情可说是全球规模最大的。

确保圣诞和新年治安秩序，苏北警区动员 7000 余警力。印尼《好报》12 月 21 日报道：
为确保圣诞节及 2018 新年两大节日的治安与秩序，苏北警区在“2017 多峇蜡烛行动” 中，
总共动员了 7740 维安人员。“2017 多峇蜡烛行动”将从 12 月 23 日到 2018 年 1 月 1 日，为
期 10 日。其目的在于确保苏北省境内的居民得以安心欢庆圣诞节和新年。

灾难残骸前留影，忆印度洋海啸 13 载。新加坡《联合早报》12 月 27 日报道：昨天是印
度洋大海啸 13 周年纪念日，数以千计的人参与了在印尼各地举行的悼念活动，为在那场特大
浩劫中丧生的 16 万名同胞祈祷。

圣诞节平安渡过，体现印尼和睦多元化。《千岛日报》12 月 27 日报道：国会副议长 Taufik
Kurniawan 在 12 月 26 日发出的新闻稿表示，警方成功地采取确保圣诞节安全防范措施，让
每个市民在节庆中享受到安全和舒适。军警协作维安已成为一股巨大的保护社会力量。为此
民众不用担心圣诞节和迎新送旧期间的安全。他赞扬国警成功维持圣诞节治安的策略，体现
了印尼的和睦多元化安宁社会。

国警仍然警惕元旦期间恐怖行动。《千岛日报》12 月 28 日报道：国警总部公关处新闻局
局长 Iqbal 26 日在雅加达说：“国警保障节庆安全的力量就是民众。”他呼吁民众关注四周
环境，包括注意和认清隔壁邻居。他还提醒街坊长（RW）和邻组长（RT）尽力发挥工作效
能，摸清辖区居民情况。他最后呼吁，民众最好以举行宗教活动或与家人团聚的方式庆祝辞
旧迎新夜。

国警总长称元旦安保与圣诞节一样。《千岛日报》12 月 30 日报道：国警总长迪多•卡尔
纳非安（Tito Karnavian）12 月 28 日强调说，元旦安保措施与圣诞节一样。不过，元旦前夕警
方将在娱乐场所和旅游景点加强维安，特别是在一些旅游景区海滩和茂物本哲（Puncak）避
暑区加强维安。

佐科总统祝福全国人民。印尼《好报》12 月 31 日报道：佐科总统 12 月 30 日在推特账号
@jokowi 上传视频，恭祝全国人民开心度过新年假期。视频中，由部长们陪同并处在中间位
置的佐科总统穿上褐色长袖峇泽衬衫。佐科在致词中说：“所以今天是 2017 年的最后工作日，
我们当中肯定有人缺少休息和缺少旅行。”他补充说：“但愿度假的人们有一个愉快的假期，
好好享受与家人在一起的时光，但愿我们在 2018 年获得新的力量和精神。”

2. 印尼宗教事务

上千人庆祝穆圣诞辰。《千岛日报》12 月 2 日报道：12 月 1 日早上，上千人挤满了雅加
达中部摩纳斯民族纪念碑广场庆祝先知穆罕默德 1439 年诞辰，圣歌响起活跃了气氛。伊斯兰
教徒从摩纳斯民族纪念碑入口的各个角落陆续到达，部分群众高举组织的横幅旗帜，广场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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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装置了巨大的屏幕、音响系统和监视器，讲道士高声带领教徒颂唱圣歌，宣扬伊斯兰教义，
并邀请会众共同祈祷，祝愿国家繁荣，社会和睦。现场氛围热烈而庄重。

西龙目各宗教和谐备受赞赏。《千岛日报》12 月 9 日报道：西爪哇勿加西县政府率领社
会福利局官员、社会民事协调局、宗教部、军支分区及宗教和睦教众讲坛（FKUB），前来西
龙目参观访问。勿加西 FKUB 主席 Sulaiman Zakairus 哈夷感叹，从龙目国际机场到西龙目县，
我们被一路上的景象吸引，诸多雄伟的清真寺和寺庙相邻。他们的宗教活动并没有因此受到
影响。

印尼伊斯兰组织恫言突击商场，防穆斯林被迫穿戴圣诞服饰。新加坡《联合早报》12 月
22 日报道：印尼一个激进伊斯兰组织恫言要突击商业场所，查看有没有业者强迫穆斯林员工
穿戴圣诞服饰。印尼警方随后出面，呼吁人民对其他族群的宗教节庆活动采取宽容和尊重的
态度，并加强戒备，以防有武装分子在佳节期间伺机发难。

南加跨宗教领袖团结一致，力保圣诞节和元旦治安稳定。《千岛日报》12 月 23 日报道：
来自南加省 13 个县市约 136 名各宗教领袖、习俗领袖、社会精英和青年代表聚集在马辰Rattan
Inn Calamus 大厅携手承诺，一致协作维持圣诞节和元旦节期间社会安全和公共秩序的稳定。

印尼穆斯林理事会（MUI）：穆斯林可以选择圣诞节问候语。《雅加达邮报》12 月 25
日报道：12 月 24 日，一位顾客要求在她订的蛋糕上写上 Selamat Hari Natal keluargaku（圣诞快
乐，我的家人），但被位于望加锡的一家面包店所拒绝。事后，面包店认为它没有做错任何
事，辩解称政策绝不应该被解释为不容忍行为。对此事件，印尼穆斯林理事会（MUI）回应
称，这是言论自由的一部分。理事会副主席 Zainut Tauhid Sa’adi 在一份声明中表示，MUI
不禁止任何人对是否允许穆斯林说“圣诞快乐”发表意见。

总统出席西加联合庆祝圣诞晚会，佐科勉励信徒：在主的工场里不怕累。印尼《商报》
12 月 28 日报道：佐科总统与夫人、海洋统筹部长卢胡特·班柴丹、总统府幕僚长特登·斯杜
基等政要，还有加里曼丹各地教会的代表与全国各宗教团体的代表，共约 15000 人出席了在
西加坤甸市 Radakng 会所举行的联合庆祝圣诞大会。佐科总统在大会上勉励信徒说，为主工
作不要怕累，在各自的工作场所，各自的专业领域、不怕劳累的为主工作，不怕劳累的为国
家与民族的富裕与进步工作。现在你们点燃的蜡烛，代表光明与在黑暗中的指示。光明代表
神，代表人类之间互相友爱，互相尊敬。这也是印尼民族现在与未来所需要的，在多元的宗
教与社会中生活。多元的社会与多元的宗教需要以爱心来建立殊途同归的社会。总统确信，
心里有爱就能够互相尊重、互相照顾，心里就有平静，国家就有平安，整个世界就会有和平。

3. 印尼旅游业发展

风向转变吹散火山灰，巴厘岛机场重新开放。新加坡《联合早报》12 月 1 日报道：印尼
巴厘岛风向转变，将火山灰吹散，当地机场前天下午重新开放，航空公司赶紧增加航班接载
滞留当地多日的上万名游客。多名旅客昨天陆续飞回新加坡，并透露，当地局势已逐渐稳定。

旅游部预估国际游客人数 1400 万。印尼《国际日报》12 月 2 日报道：就政府有关 2017
年国际游客人数达到 1500 万人次的指标，旅游部长阿里夫（Arief Yahya）11 月 30 日在亚齐沙
璜（Sabang）表示，政府当初对上述指标表示乐观，是因为 2017 年 9 月的游客人数有增长的
现象，但自从阿贡火山在上月开始喷发后，来巴厘的国际游客减少了。虽然 1500 万人次的指

http://www.cistudy.cn/do/search.php?type=title&keyword=%B9%AB%CB%B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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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无法完成，但 1400 万人次的游客指标是可以达到的。
火山未爆发，游客已流失。新加坡《联合早报》12 月 6 日报道：目前是印尼巴厘岛的旅

游旺季，然而连日来阿贡火山喷发危机至今未解除，导致大量游客撤离，许多往返巴厘岛的
航班被取消，致使巴厘岛旅游业遭受重创。由于火山情况难以预测，政府发出的警戒级别仍
然处在最高级别，意即可能发生大爆发。

旅游部预期明年旅游业，国际航班需 2500 万座位。印尼《商报》12 月 15 日报道：旅游
部预期，为迎合 1700 万名外游到我国观光，明年国际航班需要 2500 万个座位。旅游部长阿
里夫称，他们对能满足乘客座位的需求表示乐观，因为他相信明年外游人次将达到指标。“若
1700 万名外游，明年有 2500 万个座位就够了。”据他称，旅游部为确保明年座位供应量，也
准备向航空公司提供奖励计划。

亚齐支持中央政府吸引 1700 万外国游客的目标达成。印尼《好报》12 月 16 日报道：亚
齐省政府通过当地文化旅游局表示，亚齐支持“2018 年印尼精彩访问（Visit Wonderful
Indonesia）”活动，以协助中央政府达到吸引 1700 万人次外国游客访问印尼的目标。

火山活跃旅游冷淡，印尼拨款救市，佳节游巴厘岛仅需半价。新加坡《联合早报》12 月
20 日报道：印尼旅游胜地巴厘岛的阿贡火山的剧烈活动持续了三个月，大大打击了当地的旅
游业。印尼旅游部宣布，在圣诞节和新年佳节期间前往巴厘岛的所有游客，都可享有高达 50%
的折扣。

阿贡火山活动减缓，巴厘岛紧急状态解除。新加坡《联合早报》12 月 24 日报道：印尼旅
游胜地巴厘岛阿贡火山的活动已大幅度减缓，印尼因此宣布解除巴厘岛的紧急状态，并做好
准备再次迎接游客。为了证明阿贡火山活动减缓，巴厘岛已恢复正常，印尼总统佐科周五在
巴厘岛的登巴萨召开内阁会议，宣布解除当地的紧急状态。

苏加诺-哈达国际机场报告：节日假期开始，乘客激增。《雅加达邮报》12 月 24 日报道：
在圣诞和新年庆祝活动之前，首都苏加诺-哈达国际机场已经人山人海。据机场人员介绍，周
六的旅客人数大幅增加，与去年同期的 192373 人相比，机场的乘客人数增加了 15％，达到
221652 人。

4. 印尼教育文化发展

纪念印尼教师节，佐科总统向数千名教师鞠躬致敬。《千岛日报》12 月 4 日报道：12 月
2 日，印尼教师协会建会 72 周年暨印尼教师节纪念活动在勿加西 Patriot Candrabhaga 体育场举
行。佐科总统在开幕式致辞时，强调教师对决定印尼民族未来所扮演角色的重要性。为了表
达对教师们的服务奉献，佐科向数千名教师鞠躬致敬。

日惹曼达拉航天博物馆有望成为东南亚最大航天博物馆。《千岛日报》12 月 5 日报道：
日惹曼达拉航天（Dirgantara Mandala）博物馆 12 月 3 日又收藏了 5架直升机和飞机。至此，
该博物馆共收藏 50 多架飞机，有望成为东南亚最大航天博物馆。

Pinisi 船创造艺术列入联合国文化遗产。《千岛日报》12 月 11 日报道：12 月 7 日在韩国
济州市召开的会议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确定印尼南苏拉威西省创造 Pinisi 船的技术被列入人
类文化遗产名录。

纪念努山打拉群岛日。印尼《国际日报》12 月 14 日报道：12 月 13 日纪念努山打拉群岛

http://www.cistudy.cn/do/search.php?type=title&keyword=%B9%AB%CB%B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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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在井里汶港口举行，内政部长查赫约、海军参谋长阿德和西爪哇省长赫尔亚宛参加了欢迎
仪式。

昂格隆联欢节发扬传统文化艺术。印尼《国际日报》12 月 19 日报道：万隆省政府为了祝
贺西爪哇传统文化艺术“昂格隆”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确定为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于 12 月
18 日在万隆西爪哇文化公园室内剧场举办了昂格隆联欢节。

5. 印尼环保发展

印尼致力于减少海上塑料废物至 70％。《千岛日报》12 月 7 日报道：海事统筹部海洋主
权事务第一助理哈发斯（Arif Havas Oegroseno）5 日在出席“管理海洋塑料污染：东盟国家的
政策举措”的论坛上表示，印尼计划到 2025 年减少 70％的海上塑料废物，目前，资金缺乏成
了实现这一目标的障碍。哈发斯希望，成为塑料废物最大贡献者的私营部门通过捐款等方式，
可以协助解决问题。

总统告诫植树后须保护，莫使绿化活动竹篮打水。印尼《好报》12 月 10 日报道：佐科总
统12月9日在日惹特区基度尔县Ponjong镇举行的2017年全国种植月及印尼植树节仪式时说，
他不希望在礼仪活动结束后，没有人再去关心和管理种植的数千甚至数百万棵树。佐科承诺，
政府将继续改善城市绿化率，防止洪水灾难。

【编者评论】

临近 2017 年年底，全国各地沉浸在迎接圣诞节和新年元旦的喜庆氛围中。但对于印尼政

府部门而言，如何维护节日期间的社会安宁，是最大的挑战。因此，整个 12 月，印尼各执法

部门的工作都围绕着即将到来的圣诞节和元旦。首先是印尼警察部门制定了蜡烛行动，维护

社会治安，严厉打击违法犯罪和恐怖主义；其次，印尼政府大力打击仇恨言论，总统佐科呼

吁伊斯兰教士联合会及穆罕默迪亚的青年团加强民族主义精神和多元化，以维护国民团结。

为庆祝节日营造了和谐的社会氛围；最后，以南加省跨宗教领袖和印尼穆斯林理事会为代表

的宗教人士，主张宗教宽容，携手承诺，一致协作维持圣诞节和元旦节期间社会安全和公共

秩序的稳定。 从而为庆祝圣诞节奠定了良好的宗教氛围。在印尼政府部门强力组织及印尼

社会各界的协助下，在整个节日期间，印尼社会稳定祥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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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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印尼与东盟】《国际日报》12 月 4 日报道：第 21 届东盟东部增长区（文莱-印尼-马来
西亚-菲律宾）部长级会议在北加里曼丹塔拉干市举行。会议讨论加强各国在旅游、贸易、交
通、电力、信息通信技术、农业、环保以及文化与教育八个关键领域的合作。四国都表示海
底电缆系统有了积极的发展，该系统预定在 2018 年全面投入运营。会议还鼓励中小企业利用
信息技术促进业务发展，提高对经济的贡献。印尼经济统筹部区域经济合作司副司长聂蒂表
示，东盟东部增长区有线网络是由私企建设，这个网络将连接马来西亚、文莱、菲律宾和印
尼的北苏拉威西岛。未来可望能加强这四个国家的数字连接。

2. 印尼对外双边关系

【印尼与新加坡】印尼外交部 12 月 7 日报道：今日，印尼外长蕾特诺在参加第十届巴厘
民主论坛间隙与新加坡教育部部长 Muhammad Faishal Ibrahim 举行了双边会晤。蕾特诺表示，
印度尼西亚完全支持新加坡成为 2018 年东盟的主席国，以创建一个更加统一和强大的东盟。
蕾特诺还强调了跟进各种印尼-新加坡各项双边协定的重要性，其中包括职业学校培训、提高
高等教育水平、发展数字经济等。2016 年印度尼西亚与新加坡的贸易额为 264 亿美元，2017
年将有可能超过这个数目，因为仅 2017 年 1 月-9 月双方的贸易额已经达到 215 亿美元。

【印尼与美国】《雅加达环球报》12 月 7 日报道：12 月 6 日，特朗普正式宣布承认耶路
撒冷为以色列首都，并表示会尽快将美国驻以色列大使馆从目前的首都特拉维夫迁往耶路撒
冷。12 月 7 日，印度尼西亚总统佐科在印尼国家电视台针对特朗普无视全球其他国家的强烈
反对，承认耶路撒冷是以色列首都一事给予严厉指责。科呼吁伊斯兰合作组织（OIC）和联
合国召开紧急会议讨论特朗普的声明。佐科表示，希望特朗普总统重新考虑这一决议，并认
为这种行为可能会动摇中东和世界的安全。

另据《国际日报》12 月 7 日报道：卡拉副总统认为，美国总统特朗普计划把美国驻以色
列大使馆迁移到耶路撒冷，这将进一步恶化中东地区的政治局势。卡拉 12 月 6 日在雅加达表
示，巴以冲突是中东问题错综复杂的根源，特朗普的上述计划将使中东政局变得更加复杂。
此举除了搅乱中东局势，也将使美国在调解巴以冲突中更加困难。他强调说，印尼显然不赞
同美国的立场，也没有计划把大使馆迁移到耶路撒冷。

【印尼与巴勒斯坦】《国际日报》12 月 13 日报道：巴勒斯坦驻印尼大使祖海尔（Zuhair
Al Shun）称，巴勒斯坦对印尼政府谴责美国总统特朗普的行为给予高度评价，感谢伟大而勇
敢的印尼人民支持巴勒斯坦人的斗争，反对美国总统特朗普承认耶路撒冷为以色列的首都。
祖海尔 12 月 11 日在雅加达由印尼巴勒斯坦友好协会举办的跨宗教人士会晤上说，世界各国
人民反对特朗普承认耶路撒冷为以色列首都，希望特朗普总统改变主意。他说，特朗普总统
的决定并不改变巴勒斯坦在卡沙和约旦河西岸领土的权益，他的决定也不会改变耶路撒冷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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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圣地和巴勒斯坦不可分割的领土。特朗普的决定是错误的，是必须反对的。耶路撒冷永远
是属于巴勒斯坦人民的。他强调，巴勒斯坦是和平的土地，耶路撒冷是犹太教、基督教和伊
斯兰教的圣地，以色列不希望在巴勒斯坦土地上有和平。

【印尼与马达加斯加】印尼外交部 12 月 7 日报道：今日，在第十届巴厘民主论坛召开间
隙，印度尼西亚外交部长蕾特诺与马达加斯加通信部长举行双边会晤。在外交部举行的新闻
发布会上，蕾特诺部长对马达加斯加打算在雅加达设立大使馆的计划表示支持和欢迎。蕾特
诺表示，大使馆的设立将有利于维护和加强两国关系。此外，双方还讨论了各种经济合作。

【印尼与东帝汶】印尼外交部 12 月 7 日报道：今日，印尼外长蕾特诺在参加巴厘民主论
坛间隙与东帝汶外长Aurelio Sergio Guterres 举行了双边会晤。此次会谈旨在加强两国关系，
尤其是贸易伙伴关系。除双边合作之外，双方还计划通过南南合作和三角合作来加强技术交
流。

【印尼与埃及】《国际日报》12 月 11 日报道：印尼同埃及为加强两国经贸关系，于 2017
年 12 月 7 日在开罗举行商业论坛，并在油棕和绿色咖啡加工等产业上达成 1.75 亿美元（或
2.3 万亿盾）交易合同。埃及是印尼在非洲首要出口目的国和非传统市场贸易伙伴国，2016
年两国贸易额共计 12 亿美元，印尼对埃及出口位居第 17 名，占据市场比率 1.72%，2017 年
截至第三季度两国贸易已达到 10.8 亿美元。

【印尼与瑙鲁】《国际日报》12 月 9 日报道：12 月 8日，佐科总统在茂物总统行宫会见
来访的瑙鲁总统巴伦·瓦卡，两位领导人讨论了气候变化和海上合作问题。

【印尼与日本】印尼外交部 12 月 17 日报道：印尼与日本政府 12 月 17 日在雅加达共同
启动两国建交 60 周年纪念的系列活动，主题为“迈向共享未来：共同协作、共同进步”。1958
年 1 月 20 日，印尼与日本签订友好条约，正式建立外交关系，自建交以来，双边关系不断加
强。两国关系不断增强不仅表现在双方领导人和高官在过去的几十年间所进行的高层互访，
还表现在两国在地区和国际社会上的合作。在投资方面，日本是印尼的第二大投资者，也是
印尼的主要贸易伙伴之一，2016 年日本在印尼的投资达 54 亿美元。两国不仅在经济，在政治
和安全领域也有交流合作。2018 年是印尼-日本建交 60 周年，此次举办周年纪念日活动是加
强双边合作，尤其是基础设施合作的重要契机。

3. 印尼对外多边关系

2017 GSSD 博览会：印尼为世界的和平发展而努力。印尼外交部 12 月 2 日报道：11 月
30 日，印度尼西亚外交部高级顾问Ronny Yuliantoro 在土耳其安塔利亚举行的 2017 年全球南-
南发展博览会（GSSD,Global South-South Development ）上表示，印尼需要一个机构来提高印
尼在南-南合作中所能做出的贡献，该机构还要有巨大的潜力来优化国家为福利事业所付出的
努力。Ronny 还补充道：“目前各种问题和挑战依然存在，我们需要通过培养发展自己的能
力、技术交流合作等方式来解决这些问题，南-南合作是发展中国家开展能力建设活动的平
台。”

【编者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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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认为 12 月份印度尼西亚对外关系动态中，对于《卡拉：印尼不赞同特朗普的立场》、

《印度尼西亚谴责特朗普承认耶路撒冷是以色列的首都》、《巴勒斯坦感谢印尼反对特朗普

的态度》这几条新闻要进行解读。

此前，美国总统特朗普突然推翻了美国几十年来一直奉行的政策，承认耶路撒冷是以色

列的首都，遭到包括伊斯兰合作组织、欧盟等的强烈反对。印尼作为东南亚穆斯林人口最多

的国家，此次反对美国支持巴勒斯坦的行为也可看出其对宗教问题的关注。但是正如印尼外

长蕾特诺所言，此次巴勒斯坦的问题不仅仅是宗教问题，它关乎到巴勒斯坦领土主权利益，

关乎到中东乃至世界的和平问题。作为正在努力成为地区大国的印尼在此次事件上也是敢于

提出质疑，积极塑造负责任的大国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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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印度尼西亚-中国关系动态

1. 印尼-中国经济关系

印尼制造企业组团到中国寻求高铁合作。《中国新闻网》12 月 5 日报道：5日，印尼火
车制造公司代表团赴柳州铁道职业技术学院、株洲中车时代电气公司等地参观，探访中国高
铁人才培养基地，了解中国高铁人才培养、高铁相关技术及产业链等，寻找合作机会和项目。

阿里巴巴首次在印尼举办电商课程，千家印尼中小企业参与。综合“驻棉兰总领馆经商
室”和印尼《国际日报》12 月 8 日报道：中国阿里巴巴集团日前首次在印尼为中小企业开办
国际商务课程，上千家印尼中小企业参加。阿里巴巴集团副总裁黄明威表示，希望通过这次
课程向印尼的中小企业家分享电子商务领域知识与经验，探讨未来电子商务的发展趋势，为
开辟印尼电子商务市场和建立高效运作系统做出贡献。印尼创意经济与中小微企业竞争力统
筹事务副部长鲁迪表示，印尼政府对电子商务发展已经制定了一系列政策，包括创建国家电
子商务系统、建设相关基础设施、培养技术人才等，企业家们务必要把握发展趋势和抓住历
史机遇。

林文光呼吁把握“一带一路”商机。印尼《星洲日报》12 月 10 日报道：世界侨商海口峰
会暨第九届中国侨商论坛在美丽的海口隆重举行。印中商务理事会总主席、中国侨商会荣誉
会长林文光博士表示，当前，最热门的话题就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高瞻远瞩提出的“一带
一路”倡议，如何调动海内外企业家参与和推动“一带一路”倡议的积极性；印尼位处“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沿线，是一个拥有 2 亿 5 千万人口、天然资源丰富的国家，今天的印尼
就像 30 多年前的中国，充满发展机会；印尼工业基础薄弱，城市化建设落后，所以需要向中
国学习；目前中国政府也鼓励和支持国企、民企走出去。我欢迎在座的企业家和商会组团到
印尼考察寻找商机，大家共谋发展。

前印尼驻华大使苏庚访中华总商会。印尼《国际日报》12 月 12 日报道：12 月 11 日下午，
印尼前驻华大使苏庚、经贸参赞坦提、随员维吉尼亚访问印尼中华总商会，希望印尼商贾能
积极参展，推介印尼特色产品。苏庚表示，鼓励印尼企业家参展，是基于迎合中国政府“一
带一路”建设的战略决策，即着力推动和促进与海峡东岸及海丝沿线国家基础设施、产业对
接、海洋开发、贸易往来、双向投资、人文交往等方面的交流合作。

福建省外办代表团访问印尼中华总商会。印尼《国际日报》12 月 16 日报道：福建省外办
成员 12 月 15 日访问印尼中华总商会。印尼中华总商会副总主席张锦雄表示，福建作为中国
东南沿海的经济大省，海外侨乡大省，与我们印尼有着天然、心理和文化上的密切链接。如
今，福建作为中国政府确定的“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核心区”，有着得天独厚的发展机遇。
我们非常期待福建省政府、科研单位和福建省的企业家朋友们，多来印尼走走看看，相互交
流，取长补短，探寻更多、更好的合作方式和途径。

印尼满足了 80%中国燕窝需求。《千岛日报》12 月 19 日报道：印尼燕窝供应商Kalimantan
Nest Trading 公司总经理杰瑞（Jerry Hidayat）12 月 17 日对安打拉驻北京记者说，中国燕窝消
费量今年达 800 吨，其中 80%来自印尼。其余来自马来西亚、越南和泰国。他说，中国燕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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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不断扩大，给印尼燕窝商带来了巨大发展空间。杰瑞说，印尼于 2014 年才获许可向中国
出口燕窝产品，与马来西亚的燕窝在中国市场准入上竞争激烈。2015 年，印尼仅 3家公司获
得直接出口中国的准证，而马来西亚有 9家；2016 年，印尼又有 6家公司获证，马来西亚则
已达 16 家。2017 年，为防禽流感，中国对马来西亚发布为期 6个月的燕窝出口禁令，印尼从
此占领中国燕窝市场。据悉，印尼输往中国的燕窝来自苏门答腊、加里曼丹、苏拉威西等地
的燕屋，其生产在中爪哇进行。目前，北京出售的燕窝价格每克约 180 元人民币（约合 36 万
盾）。

小米在印尼推出入门级智能手机。《雅加达邮报》12 月 20 日报道：中国智能手机制造商
小米正式推出的最新智能手机红米 5A成为印尼的入门级智能手机。

印尼 V+国际与中国上海香燕食品有限公司签署战略合作伙伴协议书。印尼《商报》12
月 28 日报道：12 月 27 日，印尼简一贸易有限公司与中国上海香燕食品有限公司，在万登省
丹格朗签署战略合作伙伴协议书。印尼V+国际投资人王红以及中国上海香燕食品有限公司董
事长王强分别代表双方公司，就燕窝产品质量保证、明确质量责任，维护企业安全生产销售
在协议书上签字。王强致辞时表示，目前印尼金丝燕的生态环境需要更进一步加强保护，以
健康良性长久的发展把优质的燕窝原料输入到中国；希望印尼和中国的燕业同仁一起努力促
进两国燕窝文化知识的交流，一起努力维护市场健康发展，通过燕窝的贸易往来，促进两国
人民的友谊，更加符合“一带一路”的发展。

“一带一路”新成果，中企承建的印尼燃煤电站提前运行。《中国新闻网》12 月 29 日报
道：由中国能源建设集团旗下葛洲坝集团总承包的印尼塔卡拉燃煤电站项目 1号机组，28 日
提前投入商业运行，该电站机组正式成为印尼电网的重要枢纽。此举标志着葛洲坝集团在“一
带一路”沿线国家火电领域取得了又一重大成果。中国企业凭借精品工程再一次向世界彰显
了中国速度和中国质量，树立了中国企业良好的履约形象，推动中印尼务实合作向更高水平、
更宽领域、更深层次发展，为“一带一路”建设注入新动力。

印尼满足了 80%中国燕窝需求。《千岛日报》12 月 19 日报道：印尼燕窝供应商Kalimantan
Nest Trading 公司总经理杰瑞（Jerry Hidayat）12 月 17 日对安打拉驻北京记者说，中国燕窝消
费量今年达 800 吨，其中 80%来自印尼。其余来自马来西亚、越南和泰国。他说，中国燕窝
市场不断扩大，给印尼燕窝商带来了巨大发展空间。杰瑞说，印尼于 2014 年才获许可向中国
出口燕窝产品，与马来西亚的燕窝在中国市场准入上竞争激烈。2015 年，印尼仅 3家公司获
得直接出口中国的准证，而马来西亚有 9家；2016 年，印尼又有 6家公司获证，马来西亚则
已达 16 家。2017 年，为防禽流感，中国对马来西亚发布为期 6个月的燕窝出口禁令，印尼从
此占领中国燕窝市场。据悉，印尼输往中国的燕窝来自苏门答腊、加里曼丹、苏拉威西等地
的燕屋，其生产在中爪哇进行。目前，北京出售的燕窝价格每克约 180 元人民币（约合 36 万
盾）。

2. 印尼-中国政治关系

中方正推动被印尼扣押渔船渔民尽快获释。“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和“中国新闻网”
12 月 6 日报道：在今日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新闻发言人耿爽表示，关于印尼扣押中国渔
船一事，中方有关部门正在处理，推动中国渔船渔民能够尽快获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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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建明会见印尼总检察长普拉塞托。《检察日报》12 月 8 日报道：12 月 7 日，最高人民
检察院检察长曹建明在北京会见了印度尼西亚共和国总检察长普拉塞托。曹建明表示，中国
和印尼隔海相望，友好历史源远流长，随着两国关系的不断深入发展，双方执法司法领域的
交往日益深化；两国检察机关自 2014 年签署合作谅解备忘录以来，司法交流合作进入更加务
实阶段，取得了丰硕有效的成果；相信阁下此访，一定会进一步巩固和发展双方既有的合作
成果，推动双方友好关系取得新的发展。曹建明表示，刚刚结束的中共十九大，勾勒了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行动纲领和发展蓝图，表达了中国愿同世界各国加强互利合作，推动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真诚意愿；中国检察机关将以此为指引，与印尼检察机关一道，积极
顺应两国关系发展趋势，认真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加强高层互访和人员交流，提
升打击跨国犯罪的能力，推动在中国—东盟成员国总检察长会议机制中的沟通配合，为优化
区域合作法治环境、深化“一带一路”建设提供有力法律保障和司法服务。普拉塞托感谢曹
建明的热情会见，表示愿意进一步与中国检察机关加强沟通、密切交流、深化合作，为丰富
发展两国友好关系、促进区域和平稳定作出新的贡献。

中国与印尼举行海上合作技术委员会第十次会议。“新华网”12 月 15 日报道：中国-印
度尼西亚海上合作技术委员会第十次会议 14 日至 15 日在印尼首都雅加达举行。会议旨在落
实两国元首在今年“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期间达成的关于对接两国海洋发展战略的
共识，进一步推动两国海上务实合作。会议对“龙目和巽他海峡船舶交通服务操作员能力建
设”、“中印尼国家联合海上搜救沙盘推演”、“中印尼海事卫星地面站建设”等项目顺利
实施表示欢迎，一致同意继续推进已立项项目合作。会议讨论了两国有关部门达成的新项目
建议，同意将“印尼海洋生态牧场”等项目提交海上合作委员会第三次会议审议，并就其他
潜在合作项目保持密切沟通。会议认为，中国和印尼作为地区海洋大国，加强海上务实合作
具有重要意义。会议同意在继续保持两国海上安全、航行安全、海洋科研与环保领域对话合
作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强双方在海洋经济、海上资源开发、海上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合作，
不断丰富中印尼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内涵。

中国领事馆已协助 1万 5 千余名滞留巴厘岛中国游客安全回国。“中国领事服务网”12
月 5 日报道：11 月 27 日，受阿贡火山喷发影响，印尼巴厘岛伍拉莱国际机场暂时关闭，上万
名中国游客滞留当地。连日来，外交部会同国家旅游局、中国民航局积极应对处置，统筹协
调国内相关航空公司和旅行社，按照商业航班模式和市场规则，同时兼顾社会责任，协助滞
留中国游客尽早、安全回国。中国驻登巴萨总领馆积极协调印尼地方政府、机场、中外航空
公司及当地旅行社，并在机场设立“中国游客咨询中心”，全力确保滞留中国游客妥善安置
和顺利回国。

中国驻登巴萨总领事胡银全向领区各界人士辞行。印尼《国际日报》2017 年 12 月 18 日
报道：近日，即将离任的中国驻登巴萨总领事胡银全拜会巴厘省长芒古·帕斯蒂卡、议会议
长阿迪·威尔亚达玛等政要和领区内主要华社、中资企业和中文教师代表等各界人士。胡总
领事回顾了三年多来与领区各界人士相处的点点滴滴，对大家一直以来对总领馆工作的支持
表示由衷感谢，希各方与总领馆保持密切联系与良好合作，积极促进中印尼友好关系不断发
展。

3. 印尼-中国文化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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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办郭骄阳处长与雅协就汉语教学工作进行深入交流。印尼《千岛日报》12 月 7 日报道：
日前，出席副总理级人文交流机制第 3次会议代表孔子学院总部/国家汉办志愿者工作处处长
郭骄阳、项目官员唐金月在出席了梭罗会议之后，拜访了雅加达华文教育协调机构。郭骄阳
处长在会谈中肯定了雅协在开展印尼华文教育工作中发挥的重要作用。她表示，要继续加强
与雅协的合作，尽最大努力，与雅协共同携手将印尼的汉语教学工作做好。

中使馆为印尼华人赴华探亲及商务提供签证便利。“中国新闻网”12 月 11 日报道：近半
年来，印尼华人获颁赴华探亲签证和商务签证的数量大幅提高，享受了根据真实赴华目的申
请签证带来的便捷服务。中国驻印尼使馆在印尼中华总商会举办了签证工作华社恳谈会，该
馆领事部、雅加达中国签证申请服务中心相关负责人与印尼部分华人社团及华文媒体代表就
华人在申请中国签证过程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进行了坦诚沟通和交流。

印尼看好“一带一路”框架下对华旅游合作。“新华网”12 月 16 日报道：印尼旅游部长
阿里夫·亚赫亚 15 日在雅加达接受新华社记者专访时表示，“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和印
度尼西亚的‘海洋高速公路’建设计划相互支持和对接，将为印尼旅游基础设施发展带来资
金，为印尼旅游发展带来机遇，两国旅游业合作的前景广阔，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是印
尼吸引更多中国游客的重要契机。”

泰国农业大学、印尼达国大学副校长访问华侨大学。印尼《国际日报》12 月 21 日报道：
12 月 19 日上午，华侨大学副校长刘塨在厦门校区会见泰国农业大学财务副校
长NuchanataMungkung、印尼达国大学副校长Gatot P. Soemartono，就华大与两合作高校的进
一步交流与合作展开探讨。据悉，华大与泰国农业大学、印尼达国大学均已签署合作协议，
在人才培养、学术交流等领域展开合作。

【编者评论】

本期的中印尼双边关系，有两个亮点值得关注：第一，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曹建明在

北京会见了印尼总检察长普拉塞托。司法合作是中印尼双方重要的合作领域，两国检察机关

自 2014 年签署合作谅解备忘录以来，司法交流与合作进入快速发展阶段，取得很多实质性成

果。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表达了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意愿。中国与印尼

的司法合作顺应了两国关系发展趋势，有利于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加强高层互访

和人员交流，提升打击跨国犯罪的能力，助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第二，中国与印尼举

行海上合作技术委员会第十次会议。中国和印尼同为海洋大国，加强海洋合作对两国和地区

都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此次会议有利于继续进一步加强双方在海洋经济、海上资源开发、

海上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的合作，不断丰富中印尼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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