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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日本：：受制派阀政治受制派阀政治 岸田恐难岸田恐难““出新出新””
新华社东京 10 月 4 日

电（国际观察）日本：受制派
阀政治 岸田恐难“出新”
新华社记者姜俏梅

日本 4 日召集临时国会
举行“首相指名选举”，9 月
29日当选最大执政党自民党
总裁的岸田文雄在众参两院
均得票过半，毫无悬念当选
日本第100任首相。

这是岸田领导的党内派
阀时隔 30 年再次有人出任
首相。但此间分析人士指
出，从他对党内和内阁的人
事安排来看，岸田政权依旧
无力摆脱党内其他大派阀势
力的影响，将在很大程度上
沿袭安倍晋三和菅义伟政权
的政策，恐难推陈出新。

人事“论功行赏”
岸田 4 日完成组阁，新

任内阁官房长官松野博一宣
读了内阁成员名单。此前，
岸田于10月1日正式任命了
自民党党内高层职务。

岸田曾表示在人事安排
上将注重“老中青”结合，为
此他提拔了多名资历较浅
者。在总计20名阁僚中，13
名阁僚为首次入阁的新人。
在自民党高层中，现年 54
岁、仅三次当选众议员的福
田达夫被提拔为四大要职之
一的总务会长。

尽管岸田的人事安排也
在一定程度上考虑了党内派

阀平衡，但没有完全兑现团
结一致构建“举党”体制的承
诺，反而在很大程度上体现
出“论功行赏”的意味。岸田
在自民党总裁选举第二轮投
票中之所以能获胜，主要是
因为得到了前首相安倍晋三
和前任副首相兼财务大臣麻
生太郎的大力支持。岸田在
新政权人事安排上也对他们
投桃报李。

在新内阁中，出任内阁
中枢职务官房长官的松野博
一来自安倍实际主导的细田
派；安倍的胞弟岸信夫继续
担任防卫大臣；安倍的铁杆
亲信、前任文部科学大臣萩
生田光一转任经济产业大
臣；接替麻生出任财务大臣
兼金融担当大臣的铃木俊一
是麻生的妻弟。在新的自民
党四大要职中，麻生派要员、
总裁选举中领导岸田阵营的
甘利明出任最重要的干事
长；出任总务会长的福田达
夫则属于细田派；出任政务
调查会长的高市早苗虽是无
派阀人士，但在总裁选举中
得到安倍力挺。

有日本媒体评论，岸田的
人事安排依旧是派阀优先，重
点还是放在“党内力学”上。
更有评论说，新内阁只是“长
着岸田面孔的安倍内阁”。

政策恐难改变
岸田此前在介绍其内外

政策时，将“令和版收入倍增
计划”当作一大亮点，声称要
告别过去几届政府的“新自
由主义政策”，通过改革分配
制度缩小贫富差距、扩大中
间阶层，以实现经济增长和
分配的“良性循环”。有日媒
认为，这事实上是要改变安
倍和菅义伟执政时期推行的

“安倍经济学”。
但从内阁和党内人事安

排看，无论是掌握经济政策
协调和执行的阁僚，还是负
责政策制定的党内要职，都
由安倍和麻生的人控制，岸
田的经济政策能否“落地”很
难说。

在外交安保上，继承安
倍路线的菅义伟政府坚持强
化日美同盟，配合美国所谓

“印太战略”搞大国竞争，对
周边国家态度强硬，谋求军

备扩张。岸田在竞选自民党
总裁期间为讨好党内保守势
力，一改稳健作风，发表强硬
言论。有分析指出，岸田在
新内阁中留任菅义伟内阁的
外务大臣茂木敏充和防卫大
臣岸信夫，在党内则重用高
市早苗这样的右翼保守人
物，使得未来岸田政权的外
交防卫路线打上了“延续安
倍政权”的烙印。

执政面临考验
岸田正式上台后将面临

多重考验。首先，随着临时
国会的召开，在野党正酝酿
对岸田政权的攻势，其中一
个重要的攻击点就是“政治
和金钱”问题。安倍和菅义
伟执政时期曝出多起丑闻，
包括安倍本人涉及的森友和
加计学园丑闻以及“赏樱会”
丑闻。岸田新任命的自民党

干事长甘利明则在2016年 1
月因被曝出涉嫌受贿丑闻而
辞去当时担任的经济再生担
当大臣职务。这些丑闻至今
真相不明，引发日本民众普
遍不满，将成为在野党在国
会追究的重点。

其次，岸田需要带领自
民党迎战即将到来的国会众
议院大选。本届众议院议员
任期将于10月21日届满，有
报道说，岸田考虑将大选投
票日定在 10 月 31 日。菅义
伟9月初宣布不谋求继续担
任自民党总裁后，内阁和自
民党支持率有所回升，但人
气平平的岸田借助派阀政治
成为新首相，又基于派阀政
治安排内阁和党内人事，很
难给日本国民留下好印象。
如果自民党在大选中议席减
少过多，岸田将在党内面临

压力。而由于岸田在此次人
事安排中为讨好安倍和麻
生，对自己派阀的人起用不
多，这也给岸田派内部带来
了失望情绪，恐将削弱他的
党内基本盘。

再次，岸田仍面临应对
新冠疫情和恢复经济的重
任。目前日本疫情有所缓
解，自 10 月 1 日起已全面解
除紧急状态和“蔓延防止等
重点措施”。但防疫专家警
告，防疫措施的放松可能导
致疫情反弹。岸田此前表
示，为促进经济复苏，他将出
台数十万亿日元规模的刺激
措施。日本山口大学名誉教
授纐缬厚预测，岸田可能在
众议院大选前出台刺激措
施。但在当前日本政府债台
高筑的情况下，这将进一步
恶化日本的财政状况。

10 月 4 日，在位于东京的日本国会众议院举
行的首相指名选举中，自民党新总裁岸田文雄
（中）起身致谢。日本自民党新总裁岸田文雄 4 日
在临时国会众议院和参议院首相指名选举中，均
获得超过半数选票，当选日本第 100 任首相。

新华社记者 杜潇逸 摄

岸田文雄当选日本第100任首相

新华社莫斯科10月4日
电（记者胡晓光）俄罗斯国防
部 4 日向媒体通报，俄首次
从核潜艇试射“锆石”高超音
速导弹取得成功。

通报说，俄海军日前首次
进行从核潜艇发射“锆石”高
超音速导弹试验。据目标监
测数据，从北方舰队“北德文
斯克”号核潜艇发射的导弹飞

行符合设定的参数，击中了位
于巴伦支海水域的靶标。

塔斯社曾在9月30日发
布预报说，“北德文斯克”号
核潜艇 10 月将从西北部白
海水域发射“锆石”导弹。根
据试射结果，第二次发射计
划11月从水下进行。

今年 7 月，俄水面军舰
在白海水域试射“锆石”导弹

并成功命中预定目标。据俄
国防部通报，“戈尔什科夫海
军元帅”号护卫舰在白海水
域用“锆石”导弹对位于 350
公里外的巴伦支海沿岸地面
目标实施打击。测试过程
中，“锆石”导弹飞行速度接
近7马赫（1马赫约为每小时
1224公里），相关战术和技术
性能得到验证。

据今日俄罗斯通讯社报
道，“锆石”导弹为俄首个海
基高超音速巡航导弹，可从
护卫舰、巡洋舰和潜艇上发
射，最大射程达 1000 公里，
战斗部重量可达 400 千克。
该导弹可摧毁所有类型的水
面舰艇和地面目标，且无法
被导弹防御系统或防空系统
拦截。

俄宣布从核潜艇成功试射“锆石”高超音速导弹

中东多国接连投产中国新冠疫苗
新华社开罗10月4日电

综合新华社驻中东地区记者
报道：中国与中东国家合作抗
疫再传捷报。继埃及和阿联
酋之后，阿尔及利亚日前宣
布，与中国科兴公司合作生产
新冠疫苗的项目正式投产，成
为中东地区第三个与中国合
作生产疫苗的国家。

阿尔及利亚赛达尔医药
集团和科兴公司合作生产新
冠疫苗的项目9月29日正式
投产。根据规划，该项目在
今年10月即可生产100万剂
疫苗，明年的年产量有望达
9600 万剂，可以完全满足阿
尔及利亚国民接种需求并向
非洲其他国家出口。

中国是最早向阿尔及利
亚捐赠疫苗的国家，也是迄
今向该国提供疫苗最多的国

家。虽然中国很早就伸出援
手，但阿尔及利亚疫苗供应
仍然紧张，一直没能大规模
接种，导致今年夏季疫情一
度恶化。8 月底，中国又通
过“新冠疫苗实施计划”向阿
尔及利亚提供了 56.76 万剂
科兴疫苗。

埃及是非洲大陆第一个
与中国合作生产新冠疫苗的
国家。今年 4 月，科兴公司
和埃及生物制品与疫苗公司
（VACSERA）签署在埃及生
产科兴疫苗的协议。5 月，
埃及从中国采购的首批科兴
疫苗原液运抵开罗，并开始
灌装生产。

不久前，新华社记者前
往吉萨省阿古扎区，探访了
VACSERA 公司与科兴公司
合作生产疫苗的本土工厂。

据介绍，工厂内的科兴疫苗
生产线年产能可达 2 亿剂，
成为中埃抗疫合作的又一重
要成果。埃及卫生部长哈
拉·扎耶德近日表示，目前埃
及每周为境内疫苗接种中心
提供200万剂本土灌装生产
的科兴疫苗，不少埃及民众
对中国助力抗疫表示衷心感
谢和支持。

阿联酋去年与中国合作
开展全球首个新冠灭活疫苗
Ⅲ期国际临床试验，创造了
多国籍、大规模临床试验的
纪录。今年 3 月，双方启动
中国疫苗原液灌装生产线项
目。阿联酋外长阿卜杜拉表
示，阿方愿同中方深化疫苗
合作，将阿打造成海湾地区
疫苗生产和转运枢纽，支持
更多国家抗击疫情。

土耳其也表达了希望合
作生产中国疫苗的愿望。今
年 1 月，土耳其药品和医疗
设备局批准紧急使用科兴疫
苗，这是该国批准紧急使用
的首款新冠疫苗。土耳其总
统埃尔多安带头接种科兴疫
苗并在社交媒体上发布消
息，为中国疫苗投下信任
票。土耳其卫生部长科贾在
与科兴公司负责人的视频连
线中表示，土方希望合作更
进一步，邀请科兴公司在土
投资生产新冠疫苗，卫生部
将为此提供支持。

从援助物资到共同开展
临床试验，再到合作生产疫
苗，中国与中东国家不断扩
大合作，共克时艰，在共同应
对公共卫生危机过程中加深
互信，开拓新合作领域，树立
起团结抗疫的典范。

（执笔记者：王昊；参与
记者：黄灵、吴丹妮、王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