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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月 10 日，日本首相岸田文雄进行了内

阁改组和自民党高层人事调整。新内阁 19

人中共有 9 人为首次入阁。在分析人士看

来，岸田此次改组内阁有两大特点，一是平衡

自民党内各派，二是替换与“统一教”有关联

的人。但此次改组能否提振岸田政府的支持

率，仍然有待观察。

10 日下午，日本内阁官房长官松野博一

公布了新内阁成员名单。新内阁共有 19 名

阁员，其中 9人为首次入阁。原内阁有 5人留

任，分别为外务大臣林芳正、财务大臣铃木俊

一、官房长官松野博一、国土交通大臣齐藤铁

夫和经济再生担当大臣及新冠对策担当大臣

山际大志郎。备受关注的防卫大臣，由曾在

2008 年麻生内阁时期担任过防卫大臣的滨

田靖一出任，原防卫大臣岸信夫出任首相辅

佐官。

新内阁名单出炉之前，岸田先对自民党

高层进行了人事调整。四大要职中，干事长

茂木敏充留任，原经济产业大臣萩生田光一

出任政调会长，原选举对策委员长远藤利明

转任总务会长，原代理总务会长森山裕出任

选举对策委员长。此外，副总裁麻生太郎和

国会对策委员长高木毅留任。

岸田原定在 9月进行内阁改组，但他在 8

月 6日表示，为了应对新冠疫情、物价飙升等

挑战，决定提前进行内阁改组。

据日本媒体分析，安倍之死引发的自民

党内派系势力变化，部分自民党议员和阁员

与“统一教”关系曝光导致的岸田政府支持率

下滑，是促使岸田进行人事调整的重要原

因。最终的结果也显示，岸田确实针对这两

方面进行了调整。

安倍派是自民党内最大派系。安倍身亡

后，安倍派决定不设新领导人，改由 7人组成

的看守小组领导。外界因此关注，岸田是否

会借改组之机削弱安倍派的影响力。

改组后的自民党和内阁中，安倍派仍然

占据一些关键职位，如萩生田光一、高木毅、

松野博一和新任经济产业大臣西村康稔都是

安倍派 7人小组成员。但自民党内其他派系

也获得了一些职位，如麻生派、茂木派、岸田

派、二阶派以及森山派、谷垣派等。

在宣布将改组内阁之前，岸田强调自己

与“统一教”无关，并要求内阁成员审查和汇

报与“统一教”的关系。改组结果表明，被曝

光与“统一教”有关联的岸信夫等 7 人均被

替换。

有分析指出，从新的自民党高层和内阁

名单来看，岸田政权仍未彻底摆脱安倍派的

影响，但岸田试图通过平衡各派系来获取更

多党内支持。新内阁还体现出岸田重视经

验和提拔新人的倾向。

改组完成后，岸田的执政重点将转向应

对当前面临的各种挑战，新内阁的民意支持

率能否反弹还有待观察。

首先，留任的山际大志郎和新任总务大臣

寺田稔10日均承认与“统一教”有关联。一些

声音因此质疑岸田与“统一教”的分割不彻底。

其次，日本第七波新冠疫情当前正在迅

速蔓延中，单日新增感染人数连续多日超过

20万例，10日单日新增新冠确诊病例首次超

过 25万例，创疫情暴发以来新高。日本的医

疗机构、经营场所和民众生活都受到较大影

响。尽快控制疫情、恢复民众信心，是岸田政

府的当务之急。

再次，受能源价格上涨、日元贬值等因

素影响，日本的贸易收支恶化，上半年经常

项目顺差大幅下跌，其中货物贸易收支和

服务贸易收支都是逆差。与此同时，物价

上涨对居民生活构成压力。如何控制通胀、

提振经济，是岸田“新资本主义”需要解决的

难题。

岸田改组内阁能否提振民意

董沛

8月 10日，韩国首都首尔阳光灿烂，但韩

国总统尹锡悦还是主持了防汛抗灾会议。他

表示，暴雨频仍之际，最重要的是防止次生灾

害发生。尹锡悦说，本轮暴雨是韩国开始气

象观测 115年来最大的一场强降雨。

当时，尹锡悦手上收到的损失数字是：

持续暴雨已造成 11 人死亡、6 人失踪、9 人受

伤；截至 10 日上午 6 时，有 724 户 1253 人因

灾疏散转移；包括铁路、堤坝等在内的公共

设施受淹或遭到损毁，出现 28 处山体滑坡；

私人设施方面，大量住宅、商铺被淹，7处挡土

墙坍塌……

这场突如其来的暴雨，始于 8月 8日。暴

雨降下不久，首尔城市圈及其周边地区就创

下了破纪录的雨量，多地淹水和停电。瞬时

大量的暴雨，使首尔的交通一度面临中断，很

多地铁站雨水如洪水般灌入，地铁停驶……

尹锡悦居住的瑞草区周边道路被淹没，他被

迫取消灾情视察，改为居家远程指挥。

“我在江南站附近时，雨势一下子变大。

突然之间，公车站、地铁站和街道全都被淹没

了。”一位首尔市民这样表述当时的情景。

8日傍晚 5时许，首尔铜雀区一名居民因

房屋遭雨水灌入未能脱身遇难；随后，同地区

另有一名 60 多岁的公务员在清理倒塌树木

时触电身亡；晚间 9时，首尔冠岳区的一家三

口被困半地下室住处，最终溺水身亡……

中国驻韩国大使馆当地时间 10日证实，

截至目前，共有两名中国公民确认在暴雨中

遇难。遇难的两名中国公民中，一人因山体

滑坡导致的集装箱宿舍被掩埋身亡，另一人

系在雨中进行户外施工时触电身亡。

首尔 9 日 0 时至凌晨 4 时之间累计雨量

多达 417 毫米，部分地区甚至每小时雨量超

过 140毫米。到 9日晚首尔解除暴雨警报时，

汉江水位已高达 9.6米，超过需要进行全面通

行管制的水位下限——6.5 米近 50%。由于

汉江洪水泛滥，位于盘浦洞的汉江潜水桥完

全被淹没。

有消息称，此次暴雨中，韩国首尔市和京

畿道地区已有 7000 多辆汽车被淹。据损害

保险协会汇总的国内 12 家损失保险公司数

据，截至当天上午 9时，共有 6853辆汽车因浸

水申请理赔，据此推算损失金额为 855.9亿韩

元（约合人民币 4.4亿元）。

10 日首尔晴朗的天气，并不能让人松

懈。韩国气象部门 9 日称，该国大范围强降

雨天气将持续至 12 日。若积雨云带持续增

强，每小时降水量将达 50 毫米到 100 毫米。

气象厅还表示，13 日至 16 日期间，韩国中部

地区或将再次出现降雨天气。此外，今年第

7 号台风“木兰”虽不会对韩国构成直接威

胁，但有可能带来间接影响和降雨。

更麻烦的是，虽然韩国在夏季经常遇到

大雨，但有气象部门的专家称，如果没有气候

变化的大趋势，就无法解释如此急剧增加的

降水和频繁的暴雨。该专家表示，极端气候

使暴雨频发、降水量剧增，另因夏季普遍延

长，预计这种情况未来还会不断发生。

韩国总统尹锡悦亦称，这种反常天气已

成常态，随时都有可能刷新更罕见的纪录，防

汛救灾不能墨守成规，要做最坏打算。

“115 年来最大暴雨”来袭

韩国首都一夜泽国

新华社记者

连日来，世界各国重申坚持一个中国原

则，坚定支持中方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

严厉谴责美国国会众议长佩洛西窜访中国台

湾地区的严重挑衅行径。

叙利亚总统特别顾问布赛纳·沙班表示，

佩洛西窜访中国台湾地区是刻意挑衅，是美

方奉行霸权主义、为所欲为的表现。美国部

分政客为了自身政治利益刻意制造事端，中

国有权采取反制措施。

巴勒斯坦总理阿什提耶强调，巴勒斯坦政

府坚定支持中国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反

对任何侵犯中国主权和分裂中国的行径。

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议会）通过一项

决议，严厉谴责佩洛西的挑衅行为。决议指

出，佩洛西窜访是对中国政府和人民的严重

挑衅，是对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的侵犯。委

议会坚定支持中国为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所

采取的一切反制措施。

塔吉克斯坦外交部发表声明说，塔吉克

斯坦坚持一个中国原则。中华人民共和国政

府是代表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

毛里求斯总理贾格纳特、外长加努均

强调，主权和领土完整对世界上任何国家

而言都是核心利益问题，毛方重申坚持一

个中国原则，坚定支持中国捍卫核心利益

的努力。

克罗地亚外交部国务秘书马图希奇强

调，克方始终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台湾

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一立场不会

改变。

老挝政府总理潘坎强调，老挝党和政府

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坚定支持中国党和

政府维护国家主权、实现国家统一的努力。

塞舌尔总统拉姆卡拉旺重申，塞舌尔坚

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支持中方维护主权和

领土完整的努力。

约旦外交部发言人海赛姆·阿布·富尔表

示，约旦坚定支持一个中国原则的立场是一

贯的，呼吁有关方面遵守国际法和联合国相

关决议，尊重各国主权。

巴布亚新几内亚外交部秘书长沃亨古表

示，巴新政府坚定支持中方维护国家主权和

领土完整，坚决反对“台独”势力。巴新政府

将继续坚持这一基本立场。

布隆迪外交与发展合作部发表声明强

调，台湾问题纯属中国内政，布方反对任何外

部势力干涉中国内政。布方坚定支持中国维

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努力，支持中国完

成统一大业。

阿富汗、圣多美和普林西比、几内亚比

绍、文莱等国政府也纷纷重申，将一如既往地

支持一个中国原则，反对任何支持“台独”的

行为。

（新华社北京 8月 9日电）

严厉谴责佩洛西窜访挑衅

国际社会坚定支持中方捍卫主权和领土完整

8月8日，在韩国首尔江南区，汽车被困在积水的道路上。

新华社/纽西斯通讯社

这是8月9日在韩国首尔大学拍摄的因遭遇强降雨而受损的道路（手机拍摄）。
新华社记者 王益亮 摄

新华社哈瓦那8月9日电（记者朱婉君）古巴消防局

官员亚历山大·阿瓦洛 9日表示，马坦萨斯省一储油基地

持续多日的火灾灭火工作当天取得进展，但火势尚未完

全控制，仍存在新的起火风险。

位于马坦萨斯省马坦萨斯港工业区的储油基地内有

8 个储油罐，其中一个 5 日晚遭雷击后起火，大火随后蔓

延至紧邻的 3个储油罐并引发多次爆炸。据了解，这 4个

起火储油罐之间间隔约 50米。

阿瓦洛在当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4 个着火的

储油罐已全部坍塌，储油罐和附近区域仍有燃料在燃烧，

但储油基地内其余储油罐和发电机组暂未受到火势影

响。消防人员在前一日主要采取防御行动，9 日变为攻

防并举，进入火情核心区域进行灭火和冷却工作。从 10
日起，将增派消防员前往灭火。

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 9 日下午再次前往事

故现场。他肯定了当天的灭火行动，并提醒要谨防出现

新的火情。

据古巴媒体报道，多架古巴军用直升机持续在火灾

现场扑火。墨西哥和委内瑞拉政府 9日继续向古巴运送

火灾救援物资。

古巴公共卫生部 9 日晚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储油

基地火灾及引发的爆炸已造成 1 人死亡、125 人受伤，其

中 106人已出院。公共卫生部还将此前公布的失踪消防

员人数更正为 14人。

据古巴媒体报道，马坦萨斯港是古巴接收进口燃料

最大的港口，火灾事发地是古巴最大的储油基地。

古巴消防局：

储油基地火灾形势好转但风险犹存

8月 8日，在古巴马坦萨斯省，消防直升机在火灾现
场作业。 新华社发

新华社记者 王湘江

观看舞狮表演、体验中国功夫、听中国大使讲郑和下西

洋的故事……为庆祝中荷建交 50 周年，“魅力北京”文化交

流活动 8 日在荷兰 2022 海上童子军夏令营中国长城营地拉

开帷幕，吸引众多 11 岁至 16 岁的青少年参加，感受精彩的中

国文化。

荷兰海上童子军夏令营每 4 年组织一次，以具有航海风

格的探险活动而闻名。今年的荷兰海上童子军夏令营是迄

今荷兰乃至欧洲规模最大的海上童子军夏令营，有超过

5000 名青少年参加，可露营 10 天并开展丰富多彩的夏令营

活动。

8 日晚，在位于荷兰中部城市泽沃尔德的中国长城营地

内，“魅力北京”徽标和大红灯笼悬挂在一座高 6米、长 50米的

微缩长城上，为夏令营增添一股浓郁的中国风。

“中华文明绵延五千年，是世界上唯一自古延续至今、从

未中断的文明。”中国驻荷兰大使谈践在致辞时，向现场 600
余名夏令营营员介绍了中国的悠久历史、古老文明和灿烂文

化，从丝绸、陶瓷谈到熊猫和中国功夫，从大运河、长城讲到郑

和下西洋……

谈践对小营员们说，建设长城是为了抵御外敌，中国人

民爱好和平，中国人对挑衅和战争不感兴趣，但会坚决保卫

家园。

身着橙色营员服的小营员们被中国大使的演讲深深吸

引，听到精彩处还不时挥动手臂，发出欢呼声。演讲结束前，

谈践欢迎小营员们到访北京，亲自攀登长城，亲眼看一看多姿

多彩的中国。

随后，小营员们还欣赏了精彩纷呈的舞狮和武术表演，并

在武术老师指导下一拳一脚地学了几个武术动作，亲身体验

中国功夫的魅力。

在营地内，57岁的荷兰人安德烈·范德尔·威尔特陪着儿

子一起来参与交流活动。他对记者说，自己热爱中国功夫，20
多年来一直坚持学习太极拳和八卦掌，这让他身体强健、精力

充沛。他还自豪地说，儿子虽然刚满 13 岁，但已学习中国功

夫 6年之久。

此次“魅力北京”文化交流活动由中国驻荷兰大使馆、北

京市新闻办联合荷兰 2022 海上童子军夏令营组委会共同举

办，从 8日持续至 17日。夏令营组委会负责人费德·布尔斯马

表示，小营员们在此期间可以了解有关中国的知识，感受中国

文化，这对他们来说是一次难得的人生体验。

（新华社荷兰泽沃尔德 8月 9日电）

“魅力北京”文化交流活动
走进荷兰海上童子军夏令营

8月10日，在印度尼西亚中苏拉威西省帕卢的辣椒地里，农民展示收获的辣椒。
在印度尼西亚，辣椒是重要的农作物，也是印尼菜中不可或缺的调味品，深受人们喜爱。

新华社发（奥潘 摄）

印尼中苏拉威西：辣椒丰收

新华社布达佩斯8月9日电（记者陈浩）

匈牙利中央统计局 9日发布的初步统计数据

显示，匈牙利 7 月消费者价格指数较去年同

期上涨 13.7%，涨幅为 1998年 7月以来最高。

这一涨幅高于 6 月的 11.7%，超出专家

13%的预期，远高于匈牙利国家银行设定的

3.0%目标。

数据显示，在过去 12 个月中，食品和耐

用消费品价格涨幅最大。尽管匈牙利政府今

年 1 月规定了 6 种基本食品的价格上限，但 7
月食品价格同比上涨 27%，环比上涨 4.1%；耐

用 消 费 品 价 格 同 比 上 涨 14% ，环 比 上 涨

1.9%。此外，7 月剔除能源和食品价格的核

心通胀率为 16.7%，高于 6月的 13.8%。

为减轻通胀给民众造成的负担，匈牙利

政府去年 11 月实施车用燃油价格限制措

施。该措施有效期至今年 10 月 1 日，但匈牙

利政府于 7 月底收紧了其适用范围，公司车

辆不再享受优惠油价。

此外，由于能源价格飙升，匈牙利政府无

法继续维持原有的家庭能源价格限制措施，

决定从 8 月 1 日开始引入市场价格。即当家

庭能源消费高于平均水平时，电价将从每千

瓦时 36福林提高到 70.1福林（1美元约合 388
福林），天然气价格将从每立方米 102福林提

高到 747福林。

根据匈牙利国家银行最新预测，匈牙利

本年度通胀率将在 11%至 12.6%之间。

匈牙利7月通胀率飙升至13.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