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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月 8 日，英国首相特蕾莎·梅宣布改组
内阁。10日，新内阁在唐宁街集体亮相。

内阁改组 一波三折

在此次改组中，参与“脱欧”谈判的政
府主要人物均留任原职。通过此次内阁改
组，特蕾莎·梅内阁将迎来 6名男性与 8名女
性成员，其中 5 名为少数族裔。这是自 2017
年6月英国提前大选后最大规模内阁调整。

此次改组并非一帆风顺。在改组伊始，
特蕾莎·梅所在的保守党接连在对外宣传方面
犯下错误。此外，还有两位大臣并没有接受
此次改组过程中的职务变动建议。

美联社报道称，特蕾莎·梅这次改组原本
想为内阁注入活力，拉拢更多女性和少数族
裔选民，却因这些插曲招致媒体和反对党批
评。英国媒体毫不客气地质疑特蕾莎·梅的领
导能力，甚至怀疑其能否带领英国顺利赶在
2019 年 3 月的“脱欧”大限前完成与欧盟的
谈判。其实，去年 6 月提前大选的挫败就已
经使得特蕾莎·梅的领导力受到质疑。

平衡势力 应对“脱欧”

去年年末，国防大臣和内阁办公厅大臣相
继因丑闻辞职。继在提前选举中失去了议会多

数席位后，特蕾莎·梅在接二连
三的打击中迎来了新的一年。

对于与欧盟的“脱欧”谈
判，保守党内部一直存在两股
力量：一部分人希望跟欧盟果
断决裂，另一部分人则支持所
谓的“软脱欧”，希望英国留在
欧盟的单一市场内，继续接收
欧陆移民。

去年 11 月，保守党内部
有多达 40 名议员签署针对首相的不信任函。
这距离触发党内领导权争夺战仅差 8 票，凸
显了保守党内部的分歧。当时，有英国媒体指
出，如果这些分歧不能彻底解决，将令英国在

“脱欧”谈判进程中的主导地位有所下降。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欧洲研究所所长崔

洪建在接受本报采访时表示：“特蕾莎·梅此
次改组的深层原因是为了保持‘脱欧’派和

‘留欧’派之间的平衡以及巩固她在内阁和党
内的权威，确保其自身能够掌握对“脱欧”
谈判的主导权。”

“脱欧”谈判 前路漫漫

自去年 3 月启动了为期两年的“脱欧”
程序后，英国于去年12月与欧盟就金融、移
民权利以及爱尔兰边界问题达成了协议。本

月，双方开始就一项过渡协议展开磋商，关
于英国未来与欧盟在贸易等方面的一系列艰
苦谈判将于今年3月启动。

中国人民大学欧盟“让·莫内讲席”教授
王义桅在接受本报采访时表示：“接下来即将
进行的实质性谈判会涉及到将来英国与欧盟
关系的定位。目前，德国默克尔内阁重组尚
未完成，欧盟内部也存在着很多不确定性，

‘脱欧’谈判还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
在此次内阁改组中，有两位大臣并没有接

受职务变动的建议。崔洪建认为，特蕾莎·梅本
想通过改组内阁树立威信，却反而暴露了她
的权力和控制力的下降；另一方面，新加入
内阁的成员能否成为特蕾莎·梅的支持者，
也决定着她能否通过内阁改组巩固其自身在
内阁中的地位，以确保“脱欧”谈判顺利进
行。

一边积极表态 一边炒作“威胁”

据日媒透露，日本外相河野太郎初步决定本月下
旬访问中国。日本共同社称，这将是继 2016 年 4 月
底岸田文雄之后日本外相再度访华，也是河野上任
后的首次。报道称，2018 年是 《中日和平友好条
约》 签署 40 周年的重要节点年，日本政府正在努力
于 4 月中日韩三国领导人会谈后实现中日两国领导
人互访。

近来，日本政府频频就改善对华关系积极表态。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表示，今年是日中和平友好条约缔
结 40周年，希望今年能成为日中两国人民都承认两国
关系长足改善的一年。日本内阁官房长官菅义伟接受
采访时也表示，在日中关系逐步改善的情况下，2018
年是最好的机会，希望能通过加强经济关系和促进民
众交流来增进双方的信任。

但是，另一方面，日本却依然处处流露对所谓
“中国威胁”的担忧。近来，河野太郎对中国在国际社
会上影响力增强、日本地位相对下降表示担忧。共同
社报道称，河野指出，中国在他国参与道路桥梁等基
础设施建设，称“ （在国外） 不论去哪儿，建筑工地
上都能看到中文标牌”。过去，日本的官方开发援助

（ODA） 对外援助曾经是世界第一，但现在世界上绝大
多数地区，中国的投资额已经远远超过日本。

日本最近的行动也有遮掩不住的小心思。1月4日
到6日，河野太郎访问了巴基斯坦、斯里兰卡和马尔代
夫，向这 3个印度洋地区国家承诺提供基础设施援助。

《读卖新闻》旗下的“日本新闻”网站称，促使河野太
郎如此忙碌的是日本对中国与日俱增的警惕。共同社
的评论也直白地指出，河野的访问隐约流露出对抗中
国的意识。

一边抓住机遇 一边实现“夙愿”

世界银行 9日发布最新一期 《全球经济展望》，中
国经济今年预计增长6.4%，较世行去年6月份预测值上
调0.1个百分点。报告指出，2017年全球经济预计增长
3%。东亚和太平洋地区对2017年全球经济增速的贡献
率超过1/3，其中大部分贡献来自中国。

正如比利时智库布吕格尔经济研究所高级研究员
索特·达瓦兹所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稳健发展的
中国经济始终为全球经济增长贡献动力，也为各国提
供了发展机遇。”

深受经济低迷之苦的日本自然不愿放弃这样的机
遇。《日本经济新闻》报道指出，日本政府决定改善对华
关系，是因为认识到如果持续与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关系
紧张，提升日本经济活力和维护安保稳定就没有指望。

日本已经行动起来。据日本 《读卖新闻》 报道，
日本政府准备正式邀请中国参与日本实施的非洲开发
事业，例如基础道路的整修等。据外务省官员透露，
这是日本首次提议中国与自己合作参与援建非洲的事
业。此外，对于中国正在推进的“一带一路”建设，
日本也由原来的抵制到如今展现合作姿态。

但是，日本对中国的防范与争斗心态依然明显。
炒作所谓“中国威胁论”除了体现制衡中国的小心思
外，还成为安倍政府推动修宪的借口之一。

日本共同社1月1日发表评论称，2018年日本政局
的焦点将是修改《宪法》。安倍晋三已经在不同场合反
复表达了尽快由国会提议修宪之意。自 2012年起，安
倍就在多个场合透露修宪是为了应对中国崛起，为了
在海上威慑中国。在如此关键时刻，安倍政府显然不

会放过炒作“中国威胁论”的机会。

两幅面孔无益“相向而行”

《日本经济新闻》近日刊登题为《日本的课题是对
华软硬兼施》 的报道称，日本政府 2018年致力于改善
与中国的关系，反映出安倍晋三首相“现实主义者”
和“保守政治家”的两副面孔。

毫无疑问，修宪是安倍这个“保守政治家”的
“毕生夙愿”。日本共同网刊文称，日本 《宪法》 于
2018 年迎来重要岔路口。自民党宪法修改推进总部将
于 1月下旬重启全体会议。结合围绕规定“放弃战争”
的第九条等4个项目的论点展开讨论。

据日本《东京新闻》报道，正在美国夏威夷进行访问
的日本防相小野寺五典，1月11日上午参观了位于考爱
岛的“陆基宙斯盾”系统试验基地。报道称，日方正考虑
引进该系统。显然，日本正向着“军事大国”狂奔。防卫费
连创新高、推进“水陆机动团”建设、积极开拓国际军售
市场、大量购买美国武器装备以及计划改造攻击型航
母，这一系列军事领域的大动作仍被日本政府包装成提
升“防御”能力的“常规操作”。

分析普遍指出，安倍执意修宪，尤其是修改第九
条规定，妄图让日本拥有独立军备和交战权，这将使
和平宪法与和平精神遭到严重破坏，将对亚太安全局
势构成威胁。而且，安倍政府至今没有为发动侵略战
争的罪行进行真诚的道歉，安倍每年还向靖国神社供
奉祭品。对于包括中国在内的周边国家而言，对于日
本修宪必须保持警惕。

在新的一年里，要推动中日关系进一步改善，需要日
方同中方相向而行。只有表态，没有行动，显然行不通。

法国总统马克龙10日结束亮点纷呈的中国之行。在
秀中文和“骏马外交”之外，中法经贸大单同样吸引眼
球，其中包括天津空客总装线增产协议、飞机发动机采
购协议以及价值120亿美元的核能项目谅解备忘录。

近年来，在中国与世界的贸易往来中，“大单”成
为闪亮高频词。这些大单以千亿、百亿美元计的体量
以及官员排队签约的景象给世界留下了深刻印象。然
而，在庞大数字和盛大场面之外，更值得关注的是大
单背后的那些“门道”。

大单频现表明，务实合作在中国与世界关系中的
分量越来越重，已成为各国发展对华关系最重要议题
之一。媒体讨论更多的，是谁和中国签订的大单多，
谁更能抓住中国发展带来的机遇。

大单频现表明，中国经济对世界的吸引力越来越
大。2015 年 4 月中国和巴基斯坦签订 460 亿美元大单，
2015年10月中国与英国400亿英镑大单，2017年3月中
国与沙特 650 亿美元大单，2017 年 11 月中国与美国
2500 多亿美元“奇迹大单”……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
发展中国家，都希望与中国谈合作、签大单，搭乘中
国发展的“快车”、“便车”。

细看这些大单，会发现中国与世界的合作光谱越
来越多彩。此次中法大单，不仅涵盖航空、核能等传
统项目，还涉及养老服务、电子商务等新兴领域。而
中美“奇迹大单”，既有贸易项目，也有双向投资项
目；既有货物贸易，也有服务贸易。在世界经济体系
中，中国正扮演越来越丰富的角色，既是规模庞大的
消费市场，也是实力雄厚的投资伙伴，既是高端制
造、技术革新的平等合作者，也是开发第三方市场的
理想合伙人。

大单频现更表明，中国开放大门越开越大。中国
的开放不是你输我赢，而是合作共赢。此次马克龙访
华，中方承诺将对符合要求的法国猪肉及乳制品，特
别是婴幼儿乳制品出口予以批准。波兰苹果、智利车
厘子、新西兰蜂蜜、哈萨克斯坦葵花籽油……中国自
信打开大市场，欢迎各国商品前来“淘金”。支持自由
贸易、支持经济全球化，中国重信守诺、以行践言。

这些大单，展现中国与世界合作共赢的大气度。
期待这样的大单越来越多，让越来越多的国家分享到
中国与世界携手发展的红利。 （据新华社电）

日对华积极表态只是开始
本报记者 张 红

日对华积极表态只是开始日对华积极表态只是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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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年伊始，日本安倍政府频频释放对华善意

信号，改善中日关系的迫切愿望显而易见。然

而，另一方面，日本却仍在炒作“中国威胁

论”，并积极推进修宪进程，引发世界尤其是周

边国家的警惕与担忧。要真正改善与中国关系，

日本仅有积极表态显然是不够的，还需要说到做

到，同中国相向而行。

★环球热点

1月7日，日本东京都北区的王子车站前，日本市民团体向路过的民众募集反对安倍修改宪法第
九条的签名。除募集签名外，当天下午2时，1300多名来自日本各地的民众参加了在王子车站附近
剧场举行的题为“阻止战争，对安倍修改宪法第九条说‘不’”的集会。 刘军国摄

2018年拉斯维加斯消费电子展于当地时间1月9日开幕，来自中国
的各类新型科技产品闪耀会场。

大图：1月 10日，在美国拉斯维加斯，旗瀚科技有限公司工作人
员在消费电子展上和机器人“三宝金刚”合影。

小图：1月 10日，在美国拉斯维加斯，小鸡快跑公司工作人员在
消费电子展上展示具有灵敏触控板的游戏手柄。

新华社记者 李 颖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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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单”背后不简单
郝薇薇

1月9日，中国和法国两国国旗在湛蓝的天空中迎
风飘扬。 徐经来摄 （来源：人民图片）

1月9日，中国和法国两国国旗在湛蓝的天空中迎
风飘扬。 徐经来摄 （来源：人民图片）

英改组内阁英改组内阁应对应对““脱欧脱欧””
毕梦静

1月8日，在英国伦敦，英国首相特蕾莎·梅 （中） 与
保守党主席布兰登·刘易斯 （左五） 等在唐宁街10号首相官
邸前合影。 蒂姆·爱尔兰摄 （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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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守党主席布兰登·刘易斯 （左五） 等在唐宁街10号首相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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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名

阿富汗记者安全委员会11日发布
报告说，2017年至少有20名新闻从业
者在阿富汗各类暴力事件中殉职，这
一数字比2016年上升54％。

报告说，2017年对在阿富汗的新
闻从业者是“最血腥的一年”，全国各
地共发生169起针对新闻从业者的暴力
事件，比2016年上升67％。

报告说，造成新闻从业者死亡的
事件全部由极端组织所为，其中18人
遭极端组织“伊斯兰国”杀害，2人被
塔利班组织杀害。

报告说，尽管安全形势恶化，但
阿富汗新闻业在2017年依然取得重要
成绩，例如主要由女性新闻从业者发
起和运营的两个新闻频道成功开播。

41名

土耳其海岸警卫队11日在土西部
爱琴海海域成功救起41名企图偷渡到
希腊的外国人。

土耳其海岸警卫队在其网站上发
布声明说，一艘充气船搭载41名外国
人企图偷渡到希腊某海岛，充气船行
驶到土耳其西部伊兹密尔省福恰附近
海域时开始渗水，海岸警卫队救出船
上所有人员，其中包括 13 名阿富汗
人、8名叙利亚人、6名安哥拉人、6名
塞拉利昂人、3名厄立特里亚人、2名
马里人、1名伊拉克人、1名索马里人
和1名科摩罗人。

2016 年 3 月，土耳其与欧盟就解
决难民危机达成协议，土方加强管控
后，偷渡人数大幅减少。

49量子位

美国英特尔公司近日宣布，成功
研制49量子位测试芯片。这是又一家
科技企业接近实现“量子霸权”目标。

“量子霸权”指量子计算机的计算
能力超过传统计算机，实现相对于传统
计算机的“霸权”。如同大家常用计算机
中的基本信息单位是比特，量子计算机
的基本信息单位是量子比特，也称为量
子位。有观点认为，真正实现50量子位
的量子计算机有望达成“量子霸权”。

英特尔的官网声明说，这款芯片
代表着该公司在开发从架构到算法再
到控制电路的完整量子计算系统方面
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将使得研究人员
能够评估和改进纠错技术，并模拟一些
计算问题。 （均据新华社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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