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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方愿同日本新政府一道推动
中日关系取得新的更大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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菅义伟内阁 继承安倍色彩浓厚
据新华社东京 9 月 16 日电（记者 姜俏梅 郭丹）日本执政
党自民党新总裁菅义伟 16 日在日本临时国会首相指名选举
中顺利当选日本首相，并立即组建内阁。新内阁将于当晚在
皇宫举行首相任命仪式和内阁大臣认证仪式后正式成立。
菅义伟内阁共有阁僚 20 人。从人员构成来看，前厚生劳
动大臣加藤胜信担任内阁官房长官，副首相兼财务大臣麻生
太郎、外务大臣茂木敏充、文部科学大臣萩生田光一、经济再
生担当大臣西村康稔、经济产业大臣梶山弘志、环境大臣小泉
进次郎、奥运大臣桥本圣子以及国土交通大臣赤羽一嘉这 8
位安倍内阁成员继续留任。安倍胞弟岸信夫首次入阁担任防
卫大臣要职。分析人士认为，这反映出菅义伟内阁看重政权
稳定性，继承前任安倍政策的色彩浓厚。
此外，菅义伟还起用有科技大臣经验的平井卓也担任数
字大臣，武田良太出任总务大臣。行政改革担当大臣河野太
郎、厚生劳动大臣田村宪久、法务大臣上川阳子和国家公安委
员长小此木八郎 4 位阁僚均曾担任过相同职位。农林水产大
臣野上浩太郎、复兴大臣平泽胜荣、一亿总活跃担当大臣坂本
哲志、防卫大臣岸信夫以及为筹备 2025 年世界博览会增设的
世博担当大臣井上信治为首次入阁。

国际观察

一切
“稳”
字当先
日本自民党新任总裁菅义伟在 16 日举行的国会临时会
议上被推选为日本新首相。新内阁成员名单于当天公布，新
的自民党领导层名单此前也已确定。
从新政权的人员构成看，菅义伟此次人事安排“稳”字当
先，既突出了对前首相安倍晋三施政路线的
“继承”
，又在兼顾
党内派阀平衡的同时“论功行赏”。此外，他通过设置数字担
当大臣等新内阁岗位打造自身特色，并在自民党和内阁重要
岗位上确保政权运营主导权。

“继承”
安倍稳政策
和 16 日上午辞职的安倍内阁相比，菅义伟新内阁中有 8
名阁僚留任原有职位，包括副首相兼财务大臣麻生太郎、外务
大臣茂木敏充、文部科学大臣萩生田光一等与安倍关系密切
的内阁要员。
有 3 名安倍内阁成员转任其他职务：
原厚生劳动大臣加藤
胜信转任内阁官房长官，
原国家公安委员长武田良太转任总务
大臣，
原防卫大臣河野太郎转任行政改革担当大臣。其中，
内阁
官房长官是菅义伟组阁最受外界瞩目的阁僚位置。加藤胜信是
安倍的亲信，
曾作为内阁官房副长官与菅义伟搭档过一段时间。
菅义伟新内阁中还有 4 人曾在安倍手下担任阁僚，现在
又重新入阁，分别是法务大臣上川阳子、厚生劳动大臣田村宪
久、国家公安委员长小此木八郎和数字担当大臣平井卓也。
内阁中另一要职防卫大臣则由安倍的弟弟岸信夫出任。
安倍下台前曾就安保政策“留作业”，要求新政府在今年年底
前就有关导弹拦截的新政策确定方针。岸信夫的政治理念与
安倍相近，他出任防相被认为体现了安倍督促
“作业”
的意志。
分析人士指出，菅义伟在竞选自民党总裁时明确提出继
承安倍路线，以上人事安排体现了这一方针。此外，上台伊始
多用有经验的安倍
“旧臣”
，既可保持政策的稳定性与延续性，
又能确保政权
“安全运转”。

“论功行赏”
稳派阀
菅义伟在自民党中属无派阀人士，此次能以巨大优势击

9 月 16 日，在日本东京首相官邸，日本首相菅义伟（前排
中）率阁僚走下楼梯，
准备合影。
新华社发

安倍录制视频

回顾任期 感谢国民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内阁 16 日上午在临时内阁会议上集
体辞职，安倍当天早些时候在社交媒体上发布“告别讲话”视
频，回顾任期、感谢国民。
安倍感谢日本民众对即将组建的新内阁的理解和支持，
表示自己将作为一名国会议员，支持新任首相菅义伟及新内
阁的工作。安倍还谈及自己的健康问题，
说在药物帮助下，自
己正在逐渐恢复。
安倍说：
“在我再次当选后，我每一日都全身心投入经济
复苏和外交事业，以保护日本国家利益。在这一时期内，我和
国民一起经受各种挑战，我为自己自豪。”
当天早些时候，在社交媒体推特上发布的一段视频中，安
倍回顾自己执政生涯。他说：
“很遗憾，我们的一些目标没有
实现。
”
媒体分析，他所指的明显是修改和平宪法一事，而对于
这一目标，他的继任者菅义伟似乎不太热切。
“不过，我们得以作出尝试，实现了其他一些目标。”安倍
2006 年 9 月首次当选首相，次年 9 月辞职，2012 年 12 月第二
次上台执政，连续在任时间 7 年 8 个多月，无论任职总时间还
是连续任职时间，都创下日本历史最长纪录。
安倍重视发展与多国领导人的私人关系，近 8 年里会晤
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共计 27 次，与美国总统唐纳德·
特朗普频繁开展“高尔夫外交”。在 2016 年里约奥运会闭幕
式上，安倍短暂亮相，
身着马里奥服装参与表演。马里奥是日
本经典游戏《超级马里奥兄弟》的主角。不过，东京奥运会因
新冠疫情推迟至 2021 年举办，而日本部分人士始终反对在东
京举办奥运会，理由包括 2011 年福岛核泄漏事件后一些地方
辐射水平依然较高，不适宜办奥运。
新华社专特稿

败竞争对手当选自民党新总裁并成为新首相，党内几大派阀的
支持不可或缺。菅义伟在任命阁僚和自民党重要职位时也对支
持他的派阀投桃报李，
“论功行赏”
的意味颇浓。
自民党主要领导层中，率先支持菅义伟竞选总裁的干事长、
二阶派领袖二阶俊博继续留任，
政务调查会长下村博文来自最大
派阀细田派，总务会长佐藤勉来自麻生派，
选举对策委员长山口
泰明来自竹下派，
留任的国会对策委员长森山裕来自石原派。这
5个派阀在总裁选举中都支持菅义伟。
同时，
菅义伟对竞争对手岸田文雄和石破茂的派阀也没有赶尽杀
绝，
岸田派和石破派各有1人出任阁僚。无派阀人士也有3人入阁。
分析人士认为，作为无派阀出身的自民党总裁和首相，菅义
伟当务之急是要巩固权力基础，平衡派阀利益，最大限度消除党
内不满，避免内部隐患。

兼顾特色谋主动
菅义伟政权被认为有一定的“过渡”色彩，要实现长期执政
需至少跨越两个门槛，一是明年 9 月连任总裁，二是率领自民党
在最晚明年 10 月启动的众议院选举中获胜。
菅义伟自己公开表示他的政权不会是过渡政权，
此次他也提
拔了一些新人进入内阁。最值得一提的是，
他设立了数字担当大
臣一职，
并准备新创设
“数字厅”
，
以打破政府部门间条块分割，
推
动数字化行政改革。这被视为菅义伟最有个人色彩的政策之一。
此外，内阁成员中也有不少菅义伟自己的“人脉”。内阁官
房长官加藤胜信是菅义伟的长期副手。菅义伟初入政坛时，曾
长期给国家公安委员长小此木八郎的父亲小此木彦三郎当秘
书。菅义伟当选国会议员后，经济产业大臣梶山弘志的父亲梶
山静六是他的
“政治导师”
。这些
“人脉”
有助于菅义伟政权运营
的平稳顺畅。
当然，菅义伟能否长期执政，
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今后一年的
执政表现，特别是能否带领自民党取得下届众议院选举的胜
利。能否选择最有利时机解散众议院并领导本党赢得大选，将
是对菅义伟执政能力和政治手腕的最大考验。
据新华社东京 9 月 16 日电

据新华社北京 9 月 16 日电（记者 潘洁）外交部发言人
汪文斌 16 日在例行记者会上说，中方对菅义伟当选日本首
相表示祝贺，愿同日本新政府一道推动中日关系不断取得
新的更大发展。
“菅义伟首相近来多次表示，
要同中国等周边邻国构筑稳
定外交关系，
对此我们表示赞赏。
”
他说，
中日互为友好近邻，
也是亚洲乃至世界的重要国家，
发展长期稳定、
友好合作的中
日关系，
符合两国人民根本利益和国际社会的普遍期待。
汪文斌表示，中方愿同日本新政府一道，按照中日四个
政治文件确立的各项原则和精神，不断巩固政治互信，持续
加强两国各领域交流合作，共同推动中日关系不断取得新
的更大发展。

第 75 届联合国大会开幕
强调坚定捍卫多边主义
据新华社联合国 9 月 15 日电（记者王建刚 尚绪谦）第
75 届联合国大会 15 日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开幕。联合国秘
书长古特雷斯和第 75 届联大主席沃尔坎·博兹克尔强调，
在面临诸多威胁与挑战、尤其是在新冠疫情肆虐全球之际，
国际社会更应坚定捍卫多边主义，抵制单边主义，树立对联
合国的信心。
古特雷斯在开幕式上说，今年是联合国非同寻常的一
年。为有效抗击新冠疫情，联合国应通过强化卫生系统、支
持开发和公平分配医疗资源和疫苗等手段，更好地应对疫
情直接影响。作为在国际体系中基于规则的多边主义及合
作主要平台，世界对联合国寄予很高期望，应努力在 21 世
纪建立更网络化和包容性的多边主义。
古特雷斯还表示，联合国应在继续推进 2030 年可持续
发展议程以及巴黎气候协定的基础上，做好疫情后的各种
准备。联合国大会将继续在和平与安全、裁军、人权、性别
平等一系列全球性挑战方面开展工作。
博兹克尔在致辞中表示，国际社会应坚定捍卫多边体
系，
秉持《联合国宪章》精神，
应对人类共同面临的各种挑战。
此外，博兹克尔在当天举行的第 74 届联大闭幕式上
说，新冠疫情被一些人用来为单边行动辩护，从而削弱基于
规则的国际体系。他说：
“任何国家都无法单独应对这一流
行病。单边主义只会进一步加剧这一流行病。这将使我们
离共同目标越来越远。
”

俄向西方合作伙伴喊话
不要将“北溪-2”
天然气管道项目政治化
据新华社莫斯科 9 月 16 日电（记者 李奥）俄罗斯总统
新闻秘书佩斯科夫 16 日呼吁西方合作伙伴不要将“北溪2”
天然气管道项目政治化。
俄媒体当天援引佩斯科夫的话说，俄方认为在谈及
“北
溪-2”项目时应避免将其政治化。这是商业项目，符合俄
罗斯与包括德国在内的欧盟国家的利益。
他说，俄德双方有必要展开合作以查明所谓的俄反对
派人士纳瓦利内“中毒”事件及其原因，俄方正在寻求与德
方合作，但目前尚未得到德方回应。
围绕所谓的纳瓦利内“中毒”事件，俄罗斯与欧盟之间
“口水战”
不断，
一些政界人士呼吁暂停
“北溪-2”
项目建设。
俄反腐基金会创始人纳瓦利内 8 月 20 日在乘坐俄一
国内航班途中感到身体极度不适。飞机紧急降落在鄂木斯
克市后，纳瓦利内被送往当地一家医院接受救治，随后被送
往德国柏林沙里泰医院接受治疗。德国政府 9 月 2 日发表
声明说，纳瓦利内中了一种
“诺维乔克”
类型的神经毒剂。

印度确诊病例突破 500 万
新德里近 7 日平均日增病例达 4094 例
新华社新德里 9 月 16 日电（记者 赵旭）印度累计新冠
确诊病例 16 日突破 500 万例，成为继美国之后第二个累计
确诊病例超过 500 万例的国家。
印度卫生部16日发布的数据显示，
过去一天印度新增确诊
病例90123例，
累计确诊病例5020359例；
新增死亡病例1290
例，
创下单日新增死亡病例数新高，
累计死亡病例82066例。
据《印度时报》统计，疫情暴发至今，
印度每新增百万病
例所用时间不断缩短，达到首个百万病例历时 167 天，之后
每增加 100 万例病例分别历时 21 天、16 天、13 天和 11 天。
当前印度疫情仍在加速蔓延的一个迹象是每日新增病例
数连创新高。9月11日印度单日新增病例达97570例，
为目前
全球所有国家的最高纪录。
《印度斯坦时报》16日报道说，
过去
一周印度平均日增病例93334例，
比上月同期上涨了50.7%。
印度近来开始实施分阶段“解封”措施后，部分大城市
疫情反弹明显。以首都新德里为例，社会经济活动恢复、地
铁重新开放等因素使该市病例再次激增，过去 7 日平均日
增病例达 4094 例，比上月同期的 1033 例几乎翻了两番。

9 月 15 日，在墨西哥首都墨西哥城中心的国家
宫，墨西哥总统洛佩斯出席庆祝墨西哥独立 210 周年
活动。9 月 16 日是墨西哥独立日。
新华社发

电视剧
■《觉 醒》第 29、30
集 小北风被送进医院，大
夫也无力回天，
杜鹃崩溃，
发誓要让刘贵血债血偿，
她冲进黑五的赌场找吴蕾
报仇，吴蕾听见后，想去认
错，被黑五拦住。杜丽和
童飞要启程返回上海之
际，接到电报得知小北风
的事情，两人都不知道该
怎么解决这件事情……
天津卫视 19:30

■《楼外楼》第 9—11
集 杜晓笙再到楼外楼捣
乱，李百盛请来杜晓笙的
姐姐制止其劣行。原来杜
姐姐受雇于李百盛家，李
家对杜家有恩。得知弟弟
杜晓笙跑到恩人家捣乱，
杜姐姐恨铁不成钢直接就
训斥起弟弟来。杜晓笙虽
顽劣无赖，
却知恩图报，直
向洪家道歉……
天视 2 套 18:25
■《热 血 英 雄 传》第
5—8 集 夏玉虎和黄麻子
暗地讨论着如何处置梁碧
坤之时，
没有顾忌到一旁的
“聋哑人”老靰鞡，
这一切都
被老靰鞡听在耳中。赵思
文到炮台山向夏玉虎说明
情况，
铁了心要娶大山菜为
妻。夏玉虎对他说觉得大
山菜没有女人味，
但因为婚
事是大当家雷豹子亲自安
排的，
他不敢反对……
天视 3 套 19:20
■《不要离开我》第36
集 周骏的生命已走到最后
一刻，
他一直坚持着等待儿
子的诞生。段蓉为他生下
一个健康的儿子，
所有的纠
葛烟消云散，
一家三口紧紧
拥抱在一起。看着儿子天
使般的笑脸，
周骏微笑着拼
尽全力地对儿子说:“爸爸
爱你！
”终于安心地合上了
眼睛……
天视 4 套 21:15

■《鱼龙百戏》本期节
目中的 3 位寻师人分别是
来自江苏徐州的山东快书
演员王晓武，
来自天津的律
师刘晟恺，
以及来自天津的
相声演员张千一。本场的
监考官分别是中国曲协副
主席、快板书名家李少杰，
天津市曲艺团副团长、
相声
演员李梓庭，
天津艺术职业
学院曲艺系专业教师、
梅花
大鼓名家安冰。
天视 2 套 20:40
■《今日开庭》一般争
夺孩子抚养权的案子都是孩
子的父母来对簿公堂的，
不
过也有例外，
这个案子是婆
媳之间来争夺孩子抚养权
的。为什么是婆媳而不是孩
子父母来打官司呢？这背后
又有什么样的隐情呢？
天视 6 套 18:00

黄金频道
天津卫视（101）
19:30 剧 场 ：觉 醒
（29、30）
天视 2 套（103）
18:25 剧 场 ：楼 外 楼
（9—11）20:40 鱼龙百戏
天视 3 套（104）
17:40 剧 场 ：油 菜 花
香 (18—19)19:20 剧 场 ：
热血英雄传(5—8)22:15
剧场：
穿甲弹(6—7)
天视 4 套（105）
21:15 剧 场 ：不 要 离
开我（36）
天视 5 套（106）
19:55 中 超 第 11 轮
集锦
天视 6 套（107）
18:30 新说法 19:20
法 眼 大 律 师 20:10 百 医
百顺 21:00 二哥说事
天津少儿（108）
19:33 多派玩儿动画
《猪 猪 侠 深 海 小 英 雄》
（11—18）
（节目如有变动，以当天播出为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