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首开记者会
计划今年内推出数十万亿日元经济政策

当地时间9月29日下午6时，岸田文雄作为日本自
民党新任总裁，在位于东京的自民党总部召开记者会介
绍其施政政策。

岸田文雄表示，自己自从8月26日宣布参加竞选自民
党总裁以来，得到了日本国民的支持，他对此表示感谢。他
也对竞选对手河野太郎、高市早苗、野田圣子表示敬意。

岸田文雄指出，目前日本正在经历困难，新冠疫情
之下，需要全国一心共同走出困境，并且要重视推进新
冠疫苗的接种。他计划在今年内推出高达数十万亿日元
的经济政策，强调通过经济政策提高居民收入。在内政
方面，他主张以宽容的政治制度重新团结日本国民。

岸田文雄还表示，他善于听取意见，希望各方就施政政
策向他多提建议。他认为自己在竞选中获胜是因为民众支
持他提出的推行宽容的政治制度。对于自民党内部人事调
整等问题，岸田文雄认为相关工作可能在9月30日进行。在
人事方面，他希望形成平衡态势，考虑起用部分青年人才。

关于森友学园问题，岸田文雄表示，有必要从政治
立场好好进行说明。 据央视新闻

执政前路挑战多
按照此前已确定的日程，日本国会将于10月4日举

行首相指名选举，由于以自民党为首的执政联盟在国会
控制两院多数，岸田届时将当选日本新首相。

岸田上台后，将面临多重挑战。日本本届众议院将
于10月21日任期届满，大选预计将于11月举行。岸田面
临的第一道考验是能否率领自民党赢得大选。如果自民
党在大选中丧失议席过多，即使仍能维持执政地位，岸
田在党内也将遭遇信任危机。

施政方面，岸田需要在菅义伟政府的基础上平衡好
疫情防控与经济复苏。竞选期间，岸田提出“令和版收入
倍增计划”，主张通过改革分配制度来缩小贫富差距、扩
大中间阶层，但在整体“蛋糕”难以做大的情况下，光靠
改革分配来提振经济能否奏效也成问题。此外，如何处
理好与党内大佬和其他派阀力量的关系，确保施政理念
和政策举措不受牵制和摆布，也将是岸田的一大课题。

在外交安保方面，菅义伟政府积极配合美国“印太
战略”，对周边国家态度强硬，谋求军备扩张。岸田在竞
选总裁期间为讨好党内保守势力，一改以往稳健路线，
也提出类似主张。但与周边国家一直矛盾不断并不真正
符合日本国家利益，如何做出理性选择也是岸田面临的
一大难题。 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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岸田的座右铭是“春风待
人”。选战期间，他说，希望实行

“暖心政治”，凸显“宽容和郑
重”，率领自民党赢得预计11月
举行的众议院选举和定于明年
夏天举行的参议院选举。

岸田喜欢打棒球，高中加入
棒球社团。在他看来，政治就像打
棒球，无论场上选手，还是场下替
补队员，都要团结一致。

在日本媒体看来，岸田性格
温厚。石破茂曾评价道：“没见过
讨厌岸田的人。”不过，也有舆论
认为，岸田缺乏“冲击力”，难以
给人留下深刻印象。酒量好是

“宏池会”传统，岸田也不例外。
担任外务大臣期间，他曾与俄罗
斯外交部长谢尔盖·拉夫罗夫畅
饮日本清酒和俄罗斯伏特加，酒
量不相上下。

岸田的推特账号“粉丝”远
不及河野太郎、高市早苗，但积
极借助视频分享网站优兔做竞
选宣传。他在网络上开设“意见
箱”，拉上妻子和儿子一起直播，
介绍自己的日常生活。

除了在网络直播中谈政策主
张，岸田乐于回答一些涉及私人
生活的提问。曾有网友问，是否会
看漫画，岸田说，看，已经看完《鬼
灭之刃》这样的热门漫画。

岸田和妻子育有三个儿子。
长子翔太郎现在担任父亲的国
会议员秘书，正在延续子承父业
的家族传统。 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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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明·公告
●新津县餐饮协会财务专用章
（编号：5101326019841）， 法人
张 利 平 私 章 （ 编 号 ：5101
326019842）遗失作废。
●杜晓军、 苏秀芳购买成都博
览城3-1053房屋收据 (编号
10285,金额823393元)遗失作废

●成都市金牛区驷马桥街道未
暮村日间照料中心 （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52510106MJQ3640
97G） 社会组织登记证书正副
本遗失作废。
●彭州市丹景山镇洋宏建材经
营部刘应均法人章编号510182
5008388遗失作废。

●四川
成林机
电设备有限公司南充都尉美食
城项目1台电梯合格证 （编号
R2N87508）遗失，特此声明
●高新区正合意火锅店公章（
编号：5101095569311），周琳法
人章（编号：5101095589851）遗
失作废。

●成 都 蓝
鹤智 慧 体
育科技有限公司公章 （印章编
号：5101096004812）遗失作废。
●成都望乡商贸有限公司公章
(编号5101065127898)遗失作废

●四川誉盛石
油装备有限公司公章编号
5101008343183遗失作废。
●成都众和出租车公司川ATA
132曾毅服务证(03010-2)遗失

●金牛区精利宏建
材经营部公章（编号：51010601
68148）、发票章（编号：510106
0168150）均遗失，声明作废。

●高新区神之韵建材经营部营
业执照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2510
100MA6DHECE1K副本遗失作废

●成都博恩凯瑞商务咨询有限
公司刘俊瑜法人章编号510104
0025248遗失作废。

●成都煜宏房地产经纪有限公
司公章编号5101095427479遗
失作废。

美国：
普遍感到松了一口气

据日本时事社29日报道，在岸田文雄当选新一任自
民党总裁后，美国政府相关人士普遍感到松了一口气，主
流观点认为岸田将会继承以日美同盟为基轴的安倍、菅
义伟两届政府的外交政策。

在美国，菅义伟执政一年即告下台，再次引发了对于
日本政局不稳的担忧。美国政府有关人士透露说：“如果
日本首相像‘回转寿司’一样不停换人，将是一场噩梦。”

报道称，日美外交消息人士还希望曾经担任过外相
的岸田能够下决心改善陷入低谷的日韩关系。

据参考消息

韩媒预测：
上台短期不会改变日韩关系低迷现状

据日本《每日新闻》报道，多家韩国媒体29日均对岸
田文雄当选自民党新总裁一事进行了报道，但多数观点
均认为，因征用劳工和“慰安妇”等历史问题冷却的日韩
关系并不会因为岸田当选发生变化。

青瓦台相关人士在岸田当选后也表示：“韩国政府
将会就与未来新组建的日本内阁发展日韩之间面向未
来的关系持续提供合作。”

韩联社评论说：“岸田主张推行积极运用软实力的
外交，在保守派和右倾势头强劲的自民党内属于稳健
派。”但是由于岸田未来大概率会继承安倍和菅义伟两
任首相的执政路线，以应对新冠疫情和借众议院选举稳
定政权为优先事项，韩媒据此判断“无法期待韩日关系
将会即刻发生重大变化”。 据参考消息

法国疫情趋缓
贴面礼渐“回归”

贴面礼是法国人打招呼时的一种
传统礼节。新冠疫情之下，不少人不再
行贴面礼。眼下，法国第四波新冠疫情
趋缓，加之民众新冠疫苗接种率达到
一定水平，贴面礼在巴黎逐渐“回归”。

公务员樊尚·塞兹内克与朋友
行过贴面礼后，手拿啤酒说：“为遵
守保持社交距离的规定，我们停止
（行贴面礼）了，但这真的是我喜欢
的一种礼节。”

不过，也有部分巴黎人认为，如今
人们有更多选择，可以更容易地拒绝
行贴面礼。大学生埃莉萨·马约尔则
说，她们这代人中行贴面礼已经不那
么流行，即便是疫情暴发前，大家更习
惯从远处说“嗨”来打招呼。

在旅居巴黎的英国演员保罗·泰
勒看来，贴面礼无疑“回来了”。“我在
演出时请观众以鼓掌的方式告诉我，
他们是否在疫情下行过贴面礼”，整场
观众都鼓掌回应。 据新华社

印度拉贾斯坦邦
“断网”防考生作弊
印度拉贾斯坦邦多地本周早些时

候在一场大型考试时切断移动网络，
防止考生作弊。由于这场考试考点众
多，断网影响2500多万民众。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28日报
道，拉贾斯坦邦教师资格考试两天前
举行，考生数十万，考点数千个。为防
止考生作弊，政府下令各区颁布网络
限制令。拉贾斯坦邦至少10个区切断
移动网络。其他防作弊措施包括所有
考点安装视频监控、考生入考场后只
能戴考场提供的口罩。

过去数年印度考试作弊事件层
出不穷。比较“出名”的一起发生在
2015年，比哈尔邦一场学生期末考
试，考生家长从教学楼外爬墙给孩
子递“小抄”。

印度各地政府和学校采取不同措
施防止考生作弊，但一些做法遭到批
评。比如，卡纳塔克邦一所学校2019年
要求学生考试时把头套进纸板箱，只
能看到自己的考卷。 据新华社

日本自民党总裁选举29日在
东京举行，日本前外务大臣岸田文
雄以明显优势胜出，成功当选自民
党第27任总裁。按惯例他将接替菅
义伟出任首相职务，将成为日本第
100任首相。

当天的选举共经历了两轮投票。
在第一轮投票中，由于4名候选人无
一超过半数，因此得票前两位的岸田
文雄和行政改革担当大臣河野太郎
进入第二轮投票，最终岸田文雄获
257票，领先河野太郎87票。

【【政治世家政治世家】】
与日本历史上多数首相相似，岸

田同样出身政治世家。
岸田的祖父岸田正记、父亲岸田

文武曾任国会众议员，母亲澄子是日
本大型综合商社三菱商事董事的女
儿。日本前首相宫泽喜一是岸田家的
亲戚。

受父亲影响，岸田大学时代就立
下从政志向。30岁时，担任父亲的国会
议员秘书；次年，与小七岁的妻子裕子
结婚。两家是世交，岸田的岳父是广岛
企业家，祖母和裕子的祖母是同学。

岸田迄今9次当选国会众议员，
1993年首次当选时，“同期”包括日本
前任首相安倍晋三。安倍2007年首次
执政，招揽岸田入阁，让他担任冲绳和
北方领土事务担当大臣。2012年安倍
第二次执政后，岸田担任外务大臣约
四年半，是日本自二战结束以来连续
在任时间最长的外相。

2017年8月，安倍改组内阁并调整
自民党高层，岸田选择离任，转而出任
自民党政务调查会长。日本媒体当时分
析，岸田着眼“后安倍时期”，累积实力。

岸田一度被视为安倍“钦定”接班
人，但安倍去年8月因病辞职时，没有
推岸田“上位”。随后的党首选举中，岸
田以较大劣势不敌获得二阶俊博、麻
生太郎等党内大佬支持的菅义伟。

【“【“复读复读””逆袭逆袭】】

蛰伏一年后，岸田再次出马，8月
下旬率先宣布要竞选自民党总裁。

这种“复读”经历，岸田并不陌生。
岸田的父亲和母亲都是日本知名高

校东京大学毕业生。受父母影响，岸田读
书时立志上东大。不料，高考名落孙山。

复读两年后，岸田考上另一所名
校早稻田大学，就读法学部。他的同学
包括前防卫大臣岩屋毅。

岸田说，去年败选是因为自己能
力不足。共同社报道，岸田十多年前开
始记录选民意见，写满三十本笔记，展
现自己善于“倾听意见”的长处。

岸田在党内所率领第四大派系
“岸田派”，正式名称是“宏池会”，由前
首相池田勇人创设，还出过大平正芳、
铃木善幸、宫泽喜一等首相。不过，今
年总裁选举前，“宏池会”已经有快二
十年没有出过首相了。

尽管安倍这次支持前总务大臣高
市早苗竞选自民党总裁，岸田仍然争
取安倍支持，在选战期间向安倍和麻
生暗送秋波，改口称“没有考虑重新调
查”森友学园丑闻，承诺实现安倍未竟
的“修宪梦”。而素来与安倍和麻生政
见对立的前防卫大臣石破茂支持河野
太郎，促使安倍和麻生选择支持在第
二轮更有胜算的岸田。

最终，凭借高市阵营和岸田阵营
“合流”，岸田获胜。

【【转向保守转向保守】】

按照共同社的说法，岸田这次竞
选“向右转”，为争取在自民党内占主
流的保守派支持，拼命淡化“宏池会”
在安全和对外政策上的鸽派形象。

“宏池会”创始人池田勇人主张“轻
军备，重经济，在美国保护下发展”，执
政期间助推日本经济起飞。因此，派系
成员以自由派居多，鸽派色彩偏浓。

去年竞选总裁时，岸田对日本拥
有“对敌基地攻击能力”持谨慎立场，
但这次表态称“这是有力选项”。就美
国有意在驻日美军基地部署陆基中程
导弹，岸田认为，应当有具体构想才能
决定赞成还是反对。

相比鹰派色彩突出的高市早苗，

岸田没有明言会在任内参拜靖国神社，说要
根据时机、状况作判断。

【【长期担任外相长期担任外相】】

1993年，岸田首次当选众议院议员。他
随后加入自民党中的名门派阀宏池会。2000
年，当时的宏池会领袖加藤纮一准备配合在
野党在国会通过针对森喜朗政府的不信任
案，岸田也加入其中，但这场“叛乱”以失败
告终。岸田回忆说，“加藤之乱”的后果塑造
了他此后从政的谨慎作风。

2007年，岸田首次进入内阁，出任负责
冲绳及北方对策等事务的内阁府特命担当
大臣。2009年自民党下野后，他出任自民党
国会对策委员长这一要职。2012年10月，他
被推举为宏池会会长。宏池会也被称为“岸
田派”，成为他在自民党内的基本盘。

2012年12月自民党重新上台，岸田被时任
首相安倍晋三任命为外务大臣。他在这一职位
上一干就是4年多，在党内外知名度有所提升。
但由于安倍本人在外交领域特别活跃，作风低
调的岸田基本上还是扮演“绿叶”的角色。

【【备受安倍备受安倍““煎熬煎熬”】”】

2017年8月，岸田转任自民党要职政务
调查会长。当时，他被认为是安倍接班人的
头号人选。但他延续了一贯的谨慎立场，没
有参加2018年9月的自民党总裁选举，而是
想等安倍再当一任总裁后“禅让”。2020年8
月，安倍因健康原因辞职后，包括安倍在内
的党内大佬却没有支持岸田接任，导致岸田
在总裁选举中输给菅义伟。

在此次自民党总裁选举日程确定后，岸
田第一个公开宣布参选。在内政方面，他提
出“令和版收入倍增计划”；在外交安保方
面，他为迎合安倍等党内保守势力，一改以
往的稳健路线，提出增强军备的政策主张。
但安倍仍未支持他，而是选择支持右翼政客
高市早苗。

“复读生”
的拜相之路

国际
观察

各方
回应

王毅：
美英澳核潜艇合作给
本地区带来五重危害

9月29日，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
分别同马来西亚、文莱外长通电话。三
国外长就美国与英国、澳大利亚结成
三方安全伙伴关系（AUKUS）并计划
开展核潜艇合作交换看法，对此表示
严重关切。王毅表示，AUKUS此举有
可能给本地区带来五重危害：

一是制造核扩散风险。根据《核不
扩散条约》，无核国家只能在监督保障
条件下和平利用核能。美国对其它国
家开发铀浓缩技术予以单边制裁，却
对澳大利亚网开一面，这必将带来核
技术及核原料扩散风险，冲击国际核
不扩散体系。

二是诱发新一轮军备竞赛。核潜
艇是战略安全力量，具备运载核武器
的能力。澳大利亚此举将打破区域战
略平衡，使其签署《南太平洋无核区条
约》时所做的承诺变成一纸空文，对地
区国家构成现实威胁，不排除导致其
它国家效仿行事，开展新一轮军备竞
赛，甚至跨越核门槛。

三是损害地区繁荣稳定。在中国
和东盟等地区国家多年共同努力下，
本地区已成为世界上最具活力、增长
最快的地区，这一局面来之不易，弥足
珍惜。但 AUKUS 执意制造地区紧张
局势，给本地区的和平稳定与发展蒙
上了阴影。

四是破坏东南亚无核区建设。
《东南亚无核武器区条约》反映了东
南亚各国人民的共同意志，理应得到
其它国家的理解和尊重。

五是引致冷战思维回潮。AUKUS
与“四边机制”一脉相承，都服从和服
务于美国主导的“印太战略”，试图在
本地区另搞一套、另起炉灶，旨在挑动
地区阵营对立，进行地缘零和博弈，这
是逆时代潮流而动，是冷战思维死灰
复燃，应当引起本地区各国以及国际
社会警惕和抵制。 据新华社

我外交部：
中方愿意同日本新一届执政团队
一道推动中日关系健康稳定发展
日本自民党总裁选举29日展开投票，第二轮投票结

果于当天下午公布，岸田文雄当选新任总裁。在29日的
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就此向发言人华春莹提问。

华春莹表示，我们也注意到了刚刚出来有关选举的结
果，中方愿意同日本新一届执政团队一道，恪守中日四个政
治文件确定的各项原则和精神，深化各领域的务实合作，推
动中日关系沿着正确的轨道健康稳定发展。 据央视新闻

人 / 物 / 速 / 写

岸田文雄岸田文雄
当选自民党第27任总裁

并将成为日本第100任首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