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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鲜特使崔龙海抵达莫斯科
将向普京转交金正恩亲笔信，并就朝俄首脑会谈等议题进行磋商

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的特使、朝鲜劳动党中央政
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崔龙海当地时间18日凌晨抵达俄罗
斯首都莫斯科。尽管行程延误，消息人士称崔龙海一行
当天仍可能与俄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会晤。

韩国政府消息人士称，崔龙海17
日启程访问俄罗斯后因飞机故障，不
得不返回平壤。韩国媒体报道，崔龙

海一行乘坐的朝鲜高丽航空公司专机
上午从平壤顺安机场出发后，中途折
返，于下午1时左右降落在顺安机场，

可能是客机出现机械故障。崔龙海一
行一直在机场等候，直到当晚8时左
右，崔龙海一行重新从顺安机场起飞。

专机原定于当地时间当天下午2
时抵达莫斯科谢列梅捷沃国际机场，
因为延误，于18日凌晨抵达。

中途专机曾出现故障

韩国联合通讯社报道，当地时间18日
凌晨，朝方专机抵达莫斯科以北的谢列梅
捷沃国际机场。降落大约40分钟后，崔龙
海出现，受到几名俄罗斯外交部官员迎
接，并在他们陪同下乘坐一辆轿车离开。

朝鲜外务省第一副相金桂冠、朝鲜

人民军副总参谋长努光铁、劳动党中央
副部长李永哲、对外经济省副相李光根
等陪同崔龙海出访。

一名克里姆林宫官员说，普京18
日没有安排与崔龙海会晤。而韩国联
合通讯社以一名外交官为消息源报道，

会晤仍有可能举行。
朝鲜《朝鲜日报》说，崔龙海将向普

京转交金正恩的亲笔信，并就朝俄首脑
会谈等议题进行磋商。此前俄罗斯外
交部公告说，崔龙海将先访问俄首都莫
斯科，随后是俄远东城市哈巴罗夫斯克
和符拉迪沃斯托克。

此前，韩国联合通讯社说，崔龙海
此行可能是为金正恩访俄打前站。

可能会晤普京

韩国外交部发言人鲁光镒18日说，
崔龙海访俄显示，面对国际环境变化，朝
鲜最近一段时间积极加强了外交活动。

韩国智库世宗研究院资深研究员
郑相昌认为，对朝鲜而言，崔龙海访俄
意在缓解朝鲜面临的外交孤立。

而一些韩国分析师认为，俄罗斯正
在“转向”亚洲，希望提升在东亚的地
位，而加强与朝鲜的关系是其中一环。

韩国东国大学朝鲜事务专家高宇焕说：
“由于与西方国家的关系因乌克兰局势
趋向恶化，俄罗斯可能正寻求增强在远
东地区的影响力。”

韩国媒体8月下旬报道，金正恩寻求
8月底或9月初访俄，与普京会晤，以期加
强朝俄关系。如果成行，这将是金正恩掌
权两年多来首次出访。俄罗斯外交部长
谢尔盖·拉夫罗夫随后否认这一消息。

不过，朝鲜外务相李洙墉10月初
到访莫斯科并与拉夫罗夫会晤后，拉夫
罗夫没有排除金正恩首次出访选择俄
罗斯的可能性。

就朝俄峰会能否实现，韩国高丽大
学教授南成旭说，双方有共同利益，应该
能举行。官方智库韩国民族统一研究院
首席研究员赵汉凡则认为，金正恩不会
轻易离开平壤，而普京已经因乌克兰问
题受到指责，如果跟金正恩见面，没什么
好处。

胡若愚（新华社供本报特稿）

金正恩首次出访选择俄罗斯？

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特使、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
委、中央书记崔龙海（左一）17日乘专机离开平壤，赴俄罗斯
进行访问。 新华社/朝中社

据新华社东京 11 月 18 日电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18日宣

布，将于21日解散众
议院，提前举行

大选，如
选

举失利他将下台。
安倍在当天晚间举行的新闻发

布会上宣布了解散众议院的决定。
他同时宣布推迟实施消费税率增至
10％的计划，将提税日程从原定的
2015年 10月 1日延后到 2017年 4月
1日。

安倍表示，重大税收政策变化
是关系到国民生活和国民

经济的大事，因此推迟
提高消费税需

要“问信
于

民”，为此他决定在21日解散众议院，提
前举行大选。

安倍在记者会上表示，第三季度国
内生产总值再现负增长显示日本经济尚
未回到增长轨道，其中4月起开始实施
的消费税提高对个人消费的抑制作用明
显，如果按期继续提高消费税将进一步
加大个人消费的下行压力，可能导致日
本景气复苏夭折，日本经济克服通缩也
将面临危险。

推迟提高消费税将使日本财政重
建更加困难，可能引发国际社会对日本
财政问题的更大担忧。对此安倍承诺，

他将寻求同时实现经济增长和财政重
建，日本政府保证在2017年 4月将消
费税率提高到10％，为此，消费税增税
法案中有关允许“冻结”增税的“景气条
款”将在下一届国会中提请删除。

日本在野党批评道，以景气低迷为
由推迟提高消费税意味着“安倍经济
学”的失败。安倍对此辩解说，继
续推动“安倍经济学”需要得
到国民的理解和支
持。他同时表
示，如果
自

民党和公明党执政联盟在大选中
议席未能过半，意味着“安倍
经济学”遭到民意否
认，他将因此主
动下台。

安倍宣布21日解散众议院提前大选
同时将消费税调整推迟18个月实施

前瞻

提前大选用意何在？
安倍希望延长执政期到2018年底

由于本届议员任期2016年
底将届满，对于安倍来说，解散众议

院提前选举这招越晚使用风险越大。安倍
希望在目前支持率尚可的情况下提前举行大

选，从而为其长期执政铺路，但如果自民党丧失议席
超过预想，安倍可能适得其反。

日本首相由众议院选举产生，根据
日本宪法相关解释，首相有权解散众议
院，“解散权”因此在日本政坛被视为首
相执政的“杀手锏”。

眼下自民党在众议院占据很大优
势，安倍为何急于解散？这与安倍为谋
求长期执政的个人算计息息相关。据
此间媒体和观察人士分析，安倍在今年
解散众议院主要基于以下考虑：

首先，阻止在野党继续追究阁僚政
治资金丑闻，借助选举企图使焦头烂额
的内阁丑闻“归零”，并通过“重启”政权
维持党内凝聚力。

其 次 ，当 下 安 倍 政 权 仍 能 维 持
40％－50％的支持率，自民党一党独
大、在野党一盘散沙的“一强多弱”政治
格局未变。年内突击选举，将使反对党
无法及时调整选区和候选人。安倍政
权和党内普遍乐观预测，即使议席有所
损失，自民党仍能确保半数以上议席。

最后，明年9月自民党总裁选举前，
安倍政权将面临核电重启、“安倍经济
学”成效盘点、集体自卫权相关法案等
多个内政难题。而如果此次大选获胜，
安倍明年成功连任自民党总裁，就有可
能最长执政到2018年年底。

意图：突击选举保议席

安倍试图将选举焦点集中在消费税
问题，但17日公布的第三季度经济数据
之差出乎意料，使得选举焦点很可能转
移到“安倍经济学”成败问题上。

有分析人士认为，如今安倍提前举
行选举等同于“变相”承认“安倍经济学”
失败，这势必会在民意支持率方面有所
体现，并在选举中遭遇在野党的声讨和
追责。如果自民党在选举中丧失的议席
超过预想，安倍可能适得其反，在党内遭
遇强烈反弹，给他在明年自民党总裁选

举中谋求连任的前景蒙上阴影。
英国 IG 集团公司市场策略分析师

斯坦·沙穆说，安倍提前选举是在“赌一
把”，希望民众能够“预见”新经济刺激措
施带来的利好前景，继而“忽略”国内经
济近期的糟糕表现。

“分析师们觉得，安倍想要一个全新
的开始，重整旗鼓来实现他的经济目
标，”沙穆说，“但从另一方面来说，现在
宣布提前选举可能导致他的支持率大幅
下滑。”

前景：或拉低支持率

这次大选主要有三大看点：
一是自民党能否维持半数以上议

席。安倍上台两年来，无视民意推出一
系列影响日本走向的政策，已经引发许
多民众不满，但这些反对声音能在多大
程度反映到投票中尚未可知。如果自民
党在选举中无法单独过半数，即使与公
明党联盟后仍能执政，安倍无疑也将在
党内遭到严厉追责。安倍已经表示，一
旦选举失利他将下台。

二是民主党为首的在野党势力格局
能否出现重大变化。2012 年众议院选
举中，民主党议席大幅减少，日本维新会

（现变更为“维新党”）、大家党趁机崛起
为新的“第三势力”。但此后，日本维新
会、大家党反复内乱、分裂。分析人士认
为，选举前后，在野党都可能重新洗牌，
乃至合并整合。

三是日本经济走势将如何变化。10
月31日，日本央行再度追加货币宽松政
策，其前提是政府能如期提高消费税
率。安倍宣布，提高消费税到10％的措
施将从原定明年 10 月推迟到 2017 年 4
月。日本宏观经济走势引人关注。

记者冯武勇 刘秀玲
（新华社东京11月18日电）

影响：政坛重新洗牌

“三箭”射完还剩啥？
安倍内阁或出台更多经济刺激计划

安倍自 2012 年年底上
台后就推出了“安倍经济学”，力
推日本经济摆脱持续多年的低迷状
态。然而，近两年时间过去了，日本经济虽
然曾经短暂向好，但当前整体复苏前景依然难言
乐观。“安倍经济学”将面临严峻考验。

“安倍经济学”最主要内容是所谓的
“三支箭”，即“大胆的金融政策”、“积极
的财政政策”以及“经济结构改革”。此
外，“安倍经济学”的一个重要目标是将
通胀率控制在2.0％，以期扭转通缩趋
势，在消费者和企业之间创造良好的经
济循环，从而推动就业、提高工资和带动
经济发展。

初期，“安倍经济学”看起来的确
起到“强心针”作用。“安倍经济学”导
致日元大幅贬值，有利于索尼、丰田等
大型企业的出口，使得这些公司股价
上升、利润提高。这也带动了工资出
现适度增长、消费支出上升。数据显
示，2014年第一季度，日本国内生产总
值（GDP）增长1.6％，“安倍经济学”似
乎正在见效。

然而，安倍不得不面对一个棘手的

问题，那就是日本国债日益庞大，已经超
过日本经济规模的两倍。

为此，今年4月，安倍决定将消费税
从5.0％提高到8.0％，这也是17年来日
本首次上调消费税。由于国内消费占到
日本经济的60％，上调消费税对于日本
经济的负面影响之大、持续时间之长超
出预期。

事实上，“安倍经济学”自推出之日
起就引发不小的争议，对于它能够推动
长期停滞的日本经济，各界一直半信半
疑。

《金融时报》首席经济评论员马丁·
沃尔夫曾表示，开动印钞机解决不了日
本人口结构危机，也不能改善女性职场
环境。英国《经济学家》杂志测算，随着
人口减少，日本国民生产总值到2050年
将缩减至全球的1.9％。

“强心针”负面影响大

是否如期上调消费税原本是安倍政
府的职责所在，但安倍利用民众多数反
对增税的心理，以景气低迷为由冻结增
税，并以提前选举的方式借助民意为自
己的政策找“合理”依据。

看似如意算盘，但分析人士指出，此
举也有可能对安倍政权和自民党构成

“双刃剑”。以景气恶化为由推迟上调消
费税率，相当于承认“安倍经济学”的失
利，特别是在糟糕的第三季度经济数据
公布后，预计在野党将在选举中集中攻
击“安倍经济学”的破产。

主要反对党民主党干事长枝野幸男
17日表示，第三季度GDP数据之差超
出想象，再次证明“安倍经济学”的局限
性。

民意对“安倍经济学”的看法也越发
严厉，特别是在东京等少数大都市以外
的地方，民众普遍感到“安倍经济学”根
本无助改善生活和景气。

《朝日新闻》新近一项民调显示，三
分之二民众认为“安倍经济学”对自己的
生活没有带来改变，更有近三成民众认
为自己的生活因此“恶化”。

民众不满“安倍经济学”

媒体认为，“安倍经济学”是安倍
上台后的“样板工程”，即便如今遭到
诸多问题，但对于安倍来说，实在难言
放弃。然而，在经济持续低迷的情况
下，安倍的经济政策今后不可避免地
会出现调整。

虽然安倍宣布推迟消费税调整，但
法新社认为，安倍内阁预计还会出台更
多刺激计划。此外，鉴于第三季度GDP
数据糟糕，日本银行可能会实施更为宽
松的货币政策。

张伟（新华社供本报特稿）

安倍难弃“样板工程”

日本丰田公司18日宣布，氢燃料汽车(上图）
“未来”定于12月上市。这款车将于当月15日在
日本发售，含消费税的价格为723万日元（约合
38万元人民币）。由于日本政府对燃料电池车买
主提供补助，实际价格为大约520万日元（27万
元人民币）。

这种4门乘用车有两个高压氢气储存箱，容
积共计122.4升，一次最远行驶距离为650至700
公里，加满燃料需要大约3分钟。由于加氢站尚
不普及，“未来”初期仅在东京、大阪、名古屋和福
冈4座大城市销售。丰田已经接到200辆预订，
计划明年年底前生产700辆。“未来”定于明年夏
季在美国和欧洲市场发售。

惠晓霜（新华社微特稿）

丰田氢燃料车下月上市
单次最远行驶700公里

从2015年开始，无线网络基站有望逐步在美
国纽约市取代公用电话，不仅提供免费上网，还可
免费打电话。

纽约市长白思豪（比尔·德布拉西奥）17日宣
布，如果计划下月获得批准，纽约全部5个区将从
明年开始淘汰已经少有人问津的公用电话，新安
装多至1万个WiFi基站，每个基站信号覆盖半径
为45米。届时，路人可免费上网，还可用触摸屏
拨打国内电话。基站还设有充电器，可为手机和
平板电脑充电。

白思豪说，这项计划将使纽约拥有“全球最快、
覆盖面最广”的城市无线网络。这一系统的运营成
本将来自基站电子屏广告收入。而且，预计项目最
初12年的经济效益超过5亿美元，创造100至150
个就业岗位。 惠晓霜（新华社微特稿）

纽约拟用免费WiFi
取代公用电话

智能手机图片分享软件Snapchat17日推出
私信转账功能，使用者只需在信息中输入转账金
额，就可直接把钱转给朋友。例如，如果用户在信
息中输入“这是午饭的5美元”，软件即可识别出5
美元，键盘旁将显示一个绿色支付按钮。使用者
点击按钮后就能激活账户、完成支付。

要使用这项功能，用户必须绑定信用卡且年
龄超过18岁。

Snapchat公司和移动支付公司Square联合
开发这一功能。作为一款热门社交软件，Snap-
chat以推出“阅后即焚”照片浏览功能而知名，颇
受青少年用户欢迎。 韩梁（新华社微特稿）

SnapChat推私信转账

11月13日，在位于法国巴黎的MOIMEE3D
模型打印公司，工作人员举着以自己为模特的
3D打印玩偶合影。

MOIMEE公司利用50台相机同时多角度拍
摄，记录下模特的全方位形态，然后利用3D打印
机复制出模特1/12大小的玩偶。 新华社/法新

复制自己

11月18日，在日本东京，日本
首相安倍晋三在新闻发布会上讲
话。 新华社/法新

解读

怎么吃才能保持苗条？最新的说法是，得问
问你的基因。美国权威杂志《科学公共图书馆综
合卷》刊载的一项研究结果说，减肥餐不能“一刀
切”，得根据每个人的基因制定。这项研究中，加
拿大多伦多大学的营养学专家征募了两组志愿
者，一组根据个人基因给出咖啡因、钠、维生素C
和糖的摄入量建议，另一组则根据当前流行的健
康饮食建议摄入。3个月后，第一组节食效果明
显优于第二组；12个月后差异更大。

黄敏（新华社微特稿）

减肥餐得按基因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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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科罗拉多大学研究人员发现，夜班族总
体而言消耗热量较少，容易长肉。研究人员连续
6天跟踪分析14名健康成年人的身体状况。参
与者头两天正常作息，随后连上3天夜班，晚上工
作、进食，白天睡觉。研究期间，参与者跟平常吃
得一样多，每天睡8小时。研究人员发现，总体而
言，上夜班者一天的总能量消耗减少 12％至
16％。这一结果刊载于最新一期美国《国家科学
院学报》。 黄敏（新华社微特稿）

常上夜班易发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