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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 华 社 北 京 9 月 16 日 电
（记者白洁）国务院总理李克强
9 月 15 日晚在人民大会堂出席
世界经济论坛全球企业家特别
对话会，发表致辞并同企业家
代表互动交流。对话会以视频
方式举行，世界经济论坛主席
施瓦布主持，全球近600位企业
家参加。

李克强在致辞时表示，当前
全球范围新冠肺炎疫情尚未得
到全面控制，给人民生命安全
带来严重威胁，给世界经济造
成严重冲击。中国国家主席
习 近平强调人类是命运共同
体，应对疫情和恢复经济都要
走团结合作之路。面对全球性
挑战，国际社会需要广泛凝聚
共识，协同推进疫情防控和经
济发展，尽早战胜疫情并推动
世界经济重现繁荣。

李克强在介绍当前中国经
济形势时说，面对疫情给中国
经济带来的严重影响，我们统
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
发展，经济实现企稳回升，近
几个月主要指标保持稳定恢
复态势，表明中国经济拥有强
大韧性。中国有 1.2 亿市场主
体，中国人民勤劳、智慧。保
住上亿市场主体特别是量大
面广的中小微企业、个体工商
户，就能实现今年城镇新增就
业 900 万人以上目标，稳住经
济基本盘，并为未来发展奠定
基础。

李克强表示，宏观调控必须
把握好度，既要有效对冲疫情
影响又要可持续。我们用改革
的办法创新宏观政策实施方
式，对新增财政资金建立直达
基层、直接惠企利民的机制，提

高政策落地的时效性和精准
性，及时为保居民就业、保基本
民生、保市场主体提供支撑。
在实施好宏观政策的同时，并
重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营
商环境，既助企纾困又激发市
场主体活力。

李克强表示，7、8 月份中国
经济继续稳定恢复，说明宏观
政策的积极成效在不断显现。
但中国经济下一步发展仍面临
世界经济的不确定性。面对困
难和挑战，我们在保持宏观政
策适时有力合理过程中，将注
重政策实施，也会根据形势变
化完善和丰富政策内涵，巩固
经济企稳回升势头。经过努
力，中国经济发展可以实现年
度主要预期目标，全年经济有
望实现正增长。

李克强指出，当前国际环境

正在发生深刻复杂变化，世界
经济的不稳定性上升，但是和
平与发展仍然是时代主题，交
流与合作仍然是世界趋势。各
方要共同承担责任，支持多边
主义，维护国际秩序，给世界人
民以希望和信心。自由贸易在
曲折中前进，但大方向不会改
变，因为经济全球化大趋势不
会改变。要共同维护贸易和投
资自由化便利化，尽快恢复全
球产业链供应链，让世界经济

“活”起来。
李克强强调，中国经济已经

深度融入世界，中国的发展离
不开世界，世界的发展也需要
中国。无论外部环境如何变
化，中国都会坚定不移深化改
革扩大开放。构建以国内大循
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
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不是封

闭的国内循环，而是开放的国
内国际双循环，既要充分挖掘
国内市场潜力，也要更大力度
吸引外资、发展外贸，实现更高
水平对外开放。中国作为世界
最大发展中国家，正处于新型
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
现代化深入发展阶段，内需空
间广阔。中国将继续放宽市场
准入，保障外资合法权益，营造
内外资企业一视同仁、公平竞
争的市场环境。中国将在有效
防控疫情前提下，开辟更多人
员往来“快捷通道”和货物通关

“绿色通道”，为企业跨国经营
提供便利。

致辞后，李克强还就国际治
理、全球产业链、对外经济贸易
合作等回答了各国企业家代表
的提问。

何立峰等出席上述活动。

李克强出席世界经济论坛全球企业家特别对话会表示

中国经济发展可实现年度主要预期目标
全年经济有望实现正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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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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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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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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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否选择最有利时机解散
众议院并领导本党赢得大选，将
是对菅义伟执政能力和政治手
腕的最大考验。

（新华社东京9月16日电）

既突出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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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稳”字当先 菅义伟政权起航

图片均为9月16日，从北京大兴机场站始发的55001次首趟动态检测车抵达雄安站。

16日13时5分，55001次首趟动态检测车从北京大兴机场站鸣笛始发，14时许抵达雄安站，以此为
标志，京雄城际北京大兴机场站至雄安站间正式进入联调联试动态检测阶段。

来自中国铁路北京局集团有限公司的消息称，京雄城际北京大兴机场至雄安段，自北京大兴机场站
引出，途径北京市大兴区，河北省廊坊市广阳区、固安县、永清县和霸州市，终至雄安新区雄县，沿线设两
站一线路所，分别为固安东站、霸州北站、板西线路所，终到雄安站，线路全长60.65公里，为双线高速铁
路，正线设计速度350公里/小时。 新华社发

据新华社联合国 9 月 15
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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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古特雷斯还表示，联合国
应在继续推进2030年可持续

发展议程以及巴黎气候协定
的基础上，做好疫情后的各种
准备。联合国大会将继续在
和平与安全、裁军、人权、性别
平等一系列全球性挑战方面
开展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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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随后举行的记者会上，
博兹克尔说，第 75 届联大将
举行主题分别为新冠疫情和
反腐的两次特别会议，新一届
联大紧急优先事项之一就是
应对新冠疫情。

第75届联合国大会开幕
强调坚定捍卫多边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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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并非草率作出这一
决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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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论认为，拜登“有备而
来”，提出控制疫情的多种方
案；将恢复科学在政策制定过
程中的作用。他的提议“能让
国家重新回到走向更安全、繁
荣和公正未来的道路上”。

《科学美国人》总编辑劳
拉·赫尔穆特告诉美联社，这
家杂志原先就担心特朗普政
府对科学界不利，而实际情况
远比想象的更糟。社论发表
前一天，特朗普在加利福尼亚
州山火问题上质疑气候变化
的科学性。按照赫尔穆特的
说法，社论在那以前就写好，
发表时机纯属巧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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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新华社电）

175年来首次

美科学杂志就大选“站队”

伊朗政府发言人 15日就
美国媒体报道伊朗企图暗杀
美国驻南非大使及美国总统
唐纳德·特朗普威胁报复作出
回应，说搞暗杀的正是美方，
警告美方不要“再犯错”。

伊朗法尔斯通讯社援引
政府发言人阿里·拉比伊的话
报道，“暗杀”伊朗伊斯兰革命
卫队下属“圣城旅”指挥官卡
西姆·苏莱曼尼，是美国“抹不
去的污点”。

苏莱曼尼 1 月在离开伊
拉克巴格达国际机场途中遭
美军无人机袭击身亡。作为
报复，伊朗随后向伊拉克驻有

美军的基地发射导弹。
美国《政治报》网站 13日

报道，伊朗“正在考虑”暗杀美
国驻南非大使拉娜·马克斯。
这则报道的消息源是两名不
愿公开身份的美国官员。他
们援引美国情报部门的报告
称，伊朗就苏莱曼尼之死继续
寻求报复美方，暗杀马克斯是
选项之一。

报道说，美国情报部门不
清楚伊朗为何把马克斯作为
备选目标，因为她与伊朗可说
没有关联，可能缘于她与特朗
普私人关系密切。

（据新华社电）

伊朗回应“企图暗杀美国大使”报道：

美国才搞暗杀

据新华社电 以色列军方
16 日在加沙地带空袭巴勒斯
坦武装组织“伊斯兰抵抗运
动”（哈马斯）设施，称对方几
乎在以色列和阿拉伯联合酋
长国、巴林签署关系正常化协
议的同时发动火箭弹袭击。

以色列军方 16日凌晨在
哈马斯控制的加沙地带发动

大约 10 次空袭，袭击目标包
括一座武器和炸药生产厂、一
处哈马斯用于军事训练和火
箭试验的设施，以报复对方先
前向以色列边境社区发射 15
枚火箭弹。

哈马斯发表声明称，发射
火箭弹旨在回击以军空袭。它
未点明具体由哪个派别发射。

以阿签协议 加沙起炮火

9月15日，在以色列南部城市阿什杜德，工作人员在清理火
箭弹爆炸现场。据以色列媒体15日报道，2枚火箭弹当晚从加
沙地带发射至以色列境内，造成13名平民受伤。 新华社/美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