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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电（记者 姜俏梅 郭

丹） 日本16 日召集临时国会举行首

相指名选举，执政党自民党新总裁菅

义伟顺利当选日本第99任首相，并于

当天组建新内阁。

当天下午，菅义伟在众议院462张

有效选票中获得314票，在参议院240张

有效选票中获得142票，均超过半数，顺

利当选日本首相。菅义伟随即组建内

阁，新内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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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日本首相自 2012 年 12 月以

来首次实现更替。时任首相安倍晋三

8月28日宣布因健康原因辞职。16日

上午，安倍内阁在临时内阁会议上集体

辞职，标志着创下日本史上连续在职时

间最长纪录的安倍内阁落下帷幕。

菅义伟现年 71 岁，出生于秋田县

一个农民家庭。他于 1996 年当选国

会众议员，曾担任总务大臣、内阁官房

长官等要职，是日本在位时间最长的

内阁官房长官。2019 年 4 月，菅义伟

代表安倍政府宣布新年号“令和”，由

此获得“令和大叔”的绰号。本月 14

日，菅义伟在自民党总裁选举中当选

总裁。菅义伟将完成安倍晋三剩余的

自民党总裁任期至2021年9月。

日本首相由政党提名、国会众参两

院议员投票选举产生，获得众参两院议

员半数以上票数者当选首相。一般而

言，国会多数党领袖担任首相一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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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省人民政府指定国有资产拍卖机构

安徽银河竞租公告 45期

于 10月10日（周六）上午10时
在本公司会议室竞租：合肥市滨湖中山
路1号--3号楼1012室房产3年租
赁经营权,约 78㎡，年租金约 11.3 万
元。（以目录、注意事项等内容为准。）

看样登记：公告日至会前日下午
4时止（到账） 13856934193 张

公司地址：合肥市长江中路 55 号
省委办公厅服务楼四层

监督电话：62703690 李工
注意事项：仅限金融服务企业凭

有效营业执照办理登记手续。仅限
金融办公使用。保证金 10 万元。装
修转让综合费231万元。竞租成功保
证金冲抵价款，竞租不成 3 日内退回
（不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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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房公告
合肥市经开区融科城·创泽园业主：

合 肥 融 科 城·创 泽 园（8#-13#、
15#-17#、19#-22#楼）将于 2020 年 9
月 23-2020 年 9 月 29 日办理交付，届
时，请该楼栋业主携带产权人（共有产
权人）身份证、房款收据、《商品房买卖
合同》等相关资料及办理不动产证费
用、物业管理费等各项费用，按时前往
合肥融科城·创泽园 S2 配套楼一楼办
理入伙及领房手续。逾期领房者，视
为自愿接收房屋。

自本《交房公告》发布之日起，视
为交房通知书已送达业主 。

特此公告，恭候亲临！
咨询电话：0551-63536999
合肥联创智融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2020年9月17日

菅义伟当选日本首相并组建新内阁

9月16日，在位于东京的日本国会众议院，自民党总裁菅义伟

（中）起身致谢。 □新华社记者 杜潇逸/摄

据新华社电 《经济参考报》16日发

表王婧撰写的报道《日本新首相将面临

多重经济挑战》。文章摘要如下：

分析指出，菅义伟已经表示将延续安

倍晋三的经济政策，但后安倍时代，日本

经济还需更加重视结构性改革。

目前，日本正面临控制新冠肺炎疫

情与恢复国内经济的严峻挑战。日本面

临的疫情形势依然严峻。有分析认为，

随着秋冬流感季节到来，日本应当加强

和改善之前受到诟病的疫情应对措施，

疫情的良好应对是经济恢复和奥运会能

否顺利进行的前提条件。

受新冠肺炎疫情以及去年上调消

费税的影响，日本第二季度经济增速按

年率计算萎缩 28.1%，创下自 1955 年以

来日本经济最大跌幅。在疫情之前日本

经济已经显露疲态，新政府当务之急是

推出新冠肺炎疫情应对政策，但在疫情

没有缓解的情况下如何提振国内经济，

无疑是一项巨大的挑战。

日本经济目前正面临着内外交困

的严峻局面。数据显示，日本出口已经

连续 20 个月同比下降，入境旅游尚难恢

复；同时，设备投资低迷，家庭消费已经

连续10个月出现同比下降。

日本目前还面临着老龄少子等结

构性问题，由此带来的劳动力短缺和竞

争力问题日益突出，并成为拖累经济增

长的一个因素。日本政府已经采取了一

些应对措施，比如鼓励女性外出工作和

放松移民限制等，但是收到的效果有限。

2012年二度当选日本首相后，安倍

推出以“三支箭”为代表的“安倍经济

学”，即大规模宽松货币政策，为企业减

税和上调消费税等财政政策，以及推动

结构性改革，解决劳动力不足、中小企业

信贷短缺和竞争力低下等问题。有观点

指出，菅义伟已经表示将延续安倍的经

济政策，希望日本央行继续维持超宽松货

币政策，并考虑继续推出经济刺激计划。

东京奥运会的延迟为日本带来难

题，由此产生的巨大经济损失如何承担成

为现实的问题。目前，东京奥运会能否如

期举办也是日本面临的一大挑战。这取

决于疫情防控，关系到经济振兴。

据新华社电（记者 王建刚）联合国

15日发布的一份有关生物多样性的报告

指出，全球最近10年在保护生物多样性

方面未能达成目标，环境持续恶化正在增

加疾病从动物传播给人类的风险。

由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秘书处

发布的第五版《全球生物多样性展望》报

告指出，全球在 2010 年拟定的 20 个原

定于 2020 年实现的保护物种和生态环

境的目标中，除6个“部分达成”外，其他

均未达成。生物多样性的持续丧失和生

态系统的持续退化对人类的福祉和生存

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秘书处

执行秘书伊丽莎白·穆雷玛说：“随着自

然的退化，新的风险随之出现。破坏森

林、侵占野生物种栖

息地等问题最终会影

响到人类自身。”

报告强调，几乎

所有国家现在都在采

取措施来保护生物多

样性，这些努力带来

的进展包括森林砍伐

率下降、人们对生物

多样性及其重要性的

认识提高等，但这并不能掩盖一个事实，

那就是自然界正遭受严重苦难，局势正

在恶化。

报告建议采取一系列紧急措施以

扭转对环境的破坏，包括恢复生态系统，

重新规划农业和城市布局，减少对肉类

和水产品的消费等。

穆雷玛同时指出，虽然保护生态多

样性的机会窗口已经很短，但（新冠）大

流行也证明，在必要时变革是可能的。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也表示，随着世

界逐步走出新冠疫情的直接影响，随之

而来的各种转型将成为“更好地重建”

的空前机遇。

在联合国大会的主持下，各国领导

人将在 9 月 30 日举行的在线生物多样

性峰会上审议第五版《全球生物多样性

展望》报告的结论并讨论相应对策。

□延伸阅读

菅义伟将面临多重经济挑战

生物多样性持续丧失增加疾病传播风险联合国报告：

据新华社电（记者 王建刚 尚绪谦）

第 75 届联合国大会 15 日在纽约联合国

总部开幕。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和第

75届联大主席沃尔坎·博兹克尔强调，在

面临诸多威胁与挑战、尤其是在新冠疫

情肆虐全球之际，国际社会更应坚定捍

卫多边主义，抵制单边主义，树立对联合

国的信心。

古特雷斯在开幕式上说，今年是联

合国非同寻常的一年。为有效抗击新冠

疫情，联合国应通过强化卫生系统、支持

开发和公平分配医疗资源和疫苗等手

段，更好地应对疫情直接影响。作为在

国际体系中基于规则的多边主义及合作

主要平台，世界对联合国寄予很高期望，

应努力在 21 世纪建立更网络化和包容

性的多边主义。

博兹克尔在致辞中表示，国际社

会应坚定捍卫多边体系，秉持《联合国

宪章》精神，应对人类共同面临的各种

挑战。

此外，博兹克尔在当天举行的第 74

届联大闭幕式上说，新冠疫情被一些人

用来为单边行动辩护，从而削弱基于规

则的国际体系。他说：“任何国家都无法

单独应对这一流行病。单边主义只会进

一步加剧这一流行病。这将使我们离共

同目标越来越远。”

第75届联合国大会开幕
强调坚定捍卫多边主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