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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 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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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9
任首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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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顺利当选日本第99任首相

菅义伟组建新内阁

日本自民党总裁菅义伟16日在
临时国会首相指名选举中当选日本
第99任首相，正式成为安倍晋三的
接班人。在日本经济深陷衰退的背
景下走马上任，菅义伟政府能否为日
本经济复苏开出新药方引人关注。

自宣布参选自民党总裁以来菅义
伟一再重申，自己将全面继承、继续推
进“安倍经济学”，继续坚持抗疫和促
进经济复苏两手抓，保就业、促恢复，
在全力克服眼前危机的同时，也将继
续挑战少子高龄化等结构性问题。

不过，以超宽松货币政策为主打
的“安倍经济学”已执行了近8年。
虽然曾引领日本经济迅速走向复苏，
但其开启的超长低速复苏周期已于
2018年10月结束。“安倍经济学”实
际早已成强弩之末，也给后任留下太
多未解的课题。

9月8日，内阁府发表公报将按
年率计算的日本二季度实际经济增
长率由负27.8%下调至负28.1%，原
因是最新统计数据显示设备投资对
经济增长的贡献大幅下滑。

为重振经济，除了继承“安倍经济
学”，菅义伟已表示决意改革。他在接
受媒体采访时表示，日本电子政务发
展滞后的问题在疫情中凸显，为推进
数字行政发展，他将致力于打破日本
官僚体制纵向割据的局面，研究设立

“数字厅”，并将其视为最优先课题。
曾担任总务大臣、主管通信行业

的菅义伟说，他将继续推动通信运营
商之间的竞争。目前日本三大通信运
营商垄断着约九成通信市场，坐享
20%的营业利润。日本手机通信费居
高不下，不仅成为家庭支出中的沉重
负担，也将成为数字经济发展的障碍。

他说，日本的劳动生产率在七国
集团中处于最低水平。在少子高龄化
不断加剧的背景下，日本经济要继续增

长，提高生产率是必然选择。数字行政
滞后将成为经济发展的制约因素。

此外，他还提到考虑修改日本
《中小企业基本法》、促进中小企业的
合并与重组问题。目前，日本的中小
企业约有358万家，占企业总数的
99.7%。根据《2020年日本中小企业
白皮书》，与大企业年人均创造585
万日元（1美元约合105日元）的附加
值相比，中型企业只有326万日元，
小型企业只有174万日元。

设立数字厅、促进手机降费、推
动中小企业重组，这些考量的最大公
约数就是促进竞争力的提高。各界
对菅义伟内阁将推动改革也寄予很
大期待。

不过，菅义伟作为安倍的接班
人，担任自民党总裁的任期只剩一
年，在有限的任期内能否有所作为还
有待继续观察。

（据新华社东京9月16日电 记者
刘春燕）

新政府能否给日本经济复苏开出新药方

国际观察

财经观察

“稳”字当先 菅义伟政权起航

兼顾特色谋主动

菅义伟从安倍手中接过的自民党总裁任期
只有一年。明年9月自民党将举行新的总裁选
举。因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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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此次人事安排看，众多重要岗位的留任
和以稳为主的用人符合菅义伟和自民党的利
益，一方面通过内阁人选强调了“继承”色彩，另
一方面也在党内为迎战大选夯实了组织基础。

不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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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社东京9月16日电 记者郭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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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内阁职位也是各派均沾，上述 5 大
派阀均有阁僚职位进账。同时，菅义伟对
总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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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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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菅义伟试图有所
作为的行政改革领域，河野太郎和平井卓也将
是他的“秘密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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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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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9月10日在瑞士苏黎世小镇基尔希贝格拍摄的“瑞士莲”巧克力博物馆中的
巨型巧克力喷泉。

瑞士知名巧克力生产商“瑞士莲”位于瑞士苏黎世小镇基尔希贝格的大型巧克力博
物馆9月13日开始接待游客。这座博物馆占地约6038.7平方米，其中的巧克力商店占
地500平方米，是全球最大瑞士莲巧克力商店。博物馆中设有一座9米高的巨型巧克力
喷泉，1500公斤巧克力浓浆沿着一个巨型打蛋器造型的设备缓缓流下。 新华社/美联

“瑞士莲”巧克力博物馆开张

《科学美国人》杂志15日宣布为美国
民主党总统候选人乔·拜登背书，理由是
拜登提出的卫生、经济和环境计划“基于
事实”，而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现任总统唐
纳德·特朗普“排斥”科学。

这是《科学美国人》创刊175年来首次
为美国总统候选人背书。《科学美国人》10
月刊一篇社论写道，“特朗普已严重损害美
国和美国民众，因为他排斥证据和科学。”

社论称，特朗普应对新冠疫情的措施
凸显其“不诚实、无能”。自2月底以来，
这场疫情已导致近20万美国人病亡。

社论称，特朗普的“错误”不胜枚举，
疫情应对只是其中第一条。他还在气候

变化方面“不断否认现实”，阻碍美国为应
对这一危机做准备，“还攻击环境保护措
施、医疗系统以及帮助国家应对最严峻挑
战的研究人员和公共科学机构”。

在《科学美国人》总编辑劳拉·赫尔穆
特看来，《科学美国人》不仅需要“向人们
展示世界如何运转”，还有义务“提醒人们
特朗普一直是研究、科学、健康和环境的
灾难”。她希望，该杂志今后不会再次被
迫在美国总统选举中“选边站”。

法新社报道，《科学美国人》1845年
创刊，是美国连续发行时间最长的杂志，
全球读者超过1000万人。

陈丹（新华社专特稿）

175年来首次 美科学杂志就大选“站队”

美国电子商务巨头亚马逊公司15日
确认，将启动“奢侈品商店”项目，专门出
售高端时尚商品。

“奢侈品商店”是亚马逊的“店中店”
体验项目，仅为入选的美国高级会员提
供服务。顾客只有在收到邀请后才能在

“奢侈品商店”购物，但可申请得到亚马
逊的邀请。

“奢侈品商店”开业将结合设计师奥斯
卡·德拉伦塔的品牌新品发布。“奢侈品商
店”的顾客可提前买到奥斯卡·德拉伦塔的
2020秋冬和初秋系列。此前，这些商品仅

能在这一品牌自家店铺和网站买到。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认为，“奢侈品

商店”的开业时机颇为“有趣”；随着新冠
疫情持续改变人们的生活方式，消费者对
高端时尚商品的需求减少。

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评论，亚
马逊“奢侈品商店”将让美国实体商店再
受重创。受新冠疫情影响，自今年5月初
以来，多家在美国家喻户晓的零售企业申
请破产保护，包括尼曼·马库斯公司、J。
Crew服装集团、杰西潘尼公司和布克兄
弟公司等。 卜晓明（新华社专特稿）

亚马逊开奢侈品店 非邀勿扰

黎巴嫩首都贝鲁特一座地标性建筑
15日发生火灾，所幸火很快被扑灭，暂时
没有人员伤亡报告。

这是贝鲁特港口区8月4日发生大爆
炸后，贝鲁特市本月第二次出现火灾。起
火建筑位于市内靠近海边的商业区，由已
故著名建筑大师扎哈·哈迪德设计，火焰
烧焦建筑的一角。

贝鲁特港口区发生的剧烈爆炸导致
至少190人死亡，6500多人受伤，一些人

至今仍然下落不明。爆炸具体原因仍不
清楚。爆炸前港口仓库存放的数千吨化
学物质硝酸铵成为怀疑重点。

本月10日，贝鲁特港口一处存放轮
胎和油料的仓库起火，民防部门、消防局
和军方共同奋战约22小时后将火扑灭。
起火原因仍不清楚。

就贝鲁特本月再次出现火灾，市民乔·
萨伊格告诉路透社记者，“难以置信”，“每天
都有新问题”。 郑昊宁(新华社微特稿）

大爆炸后 贝鲁特再现火灾

9月15日，在孟加拉国纳拉扬甘杰地区，当地村民将手工印染后的布匹进行晾晒。
在孟加拉国中部的纳拉扬甘杰地区，当地村庄还保留着手工印染的工艺。 新华社发

孟加拉国：手工布匹印染作坊

瑞士一名女教师对粉色情有独钟，在
超过10年时间里，不仅坚持穿粉色衣服，还
把住所装饰成粉色，堪称“活在粉色中”。

亚丝明·夏洛特现年32岁。大约13
年前，夏洛特丢掉衣柜里最后一条蓝色牛
仔裤，开始只穿粉色衣服。亲友们起初认
为她只是一时兴起，后来逐渐意识到她不
会改变这一喜好，对她的做法表示支持。

去年搬进租住的新公寓后，夏洛特不
仅把墙壁刷成粉色，还用粉色家居用品装
饰房间。跟男友同居期间，她把一半房间
装饰成粉色，后来独自居住，就专心打造属
于自己的“粉色天堂”。她的衣柜里挂满深
深浅浅的粉色衣服，还有超过100双粉色
鞋。除了参加葬礼等特殊活动，她都只穿
粉色衣服和鞋。 乔颖（新华社微特稿）

酷爱粉色 瑞士一教师“活在粉色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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