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抗疫不力
◆日本截至昨日累積逾7.6萬人感
染新冠病毒，1,400多人死亡，每
日感染人數排續徘徊在約500人。
日本政府被指對疫情反應過慢，且
欠缺組織，向國民派錢、派發口罩
和頒布緊急事態宣言等措施亦出現
混亂。
經濟插水
◆連月疫情重創日本經濟，日本第
二季國內生產總值(GDP)按年倒退
27.8%，破二戰後紀錄，旅遊業更

受重創，海外旅客銳減逾9成。
奧運延後
◆原定今年舉行的東京奧運，因疫
情關係押後一年，能否舉辦仍是未
知之數。即使奧運可成功舉行，日
本亦勢因延期而需承擔額外成本。
外交關係
◆安倍與美國總統特朗普關係良
好，菅義偉上任後將需重新與他打
交道，美國11月舉行的總統大選亦
增加變數。日本也要處理對華、對
韓，以至與朝鮮的關係。

安倍醜聞
◆安倍在任期後期爆發加計學園、
賞櫻會等多項醜聞，安倍下台後難
保不會有人再追究，在安倍政府身
居要職的菅義偉亦可能被捲入其
中。
黨內鬥爭
◆菅義偉的自民黨黨魁任期明年9
月便屆滿，下任黨魁的爭奪戰料將
在短期內開打，菅義偉恐未能及時
鞏固權力。

■法新社

菅義偉面臨各項挑戰

日本

執政自民黨昨日選舉新黨

魁，內閣官房長官菅義偉一如外

界所料，以壓倒性優勢勝出，並將於明

日正式接替因病辭職的安倍晉三，出任首

相一職並籌組新內閣。菅義偉表示會「繼承

和發展」安倍的政策，包括繼續推動修憲，

克服新冠疫情的危機，同時承諾打破政治中

的因循慣例；分析則指出菅義偉的外交經

驗較少，面對日美同盟不斷受壓及複

雜的中日經濟關係，新任首相

需做好權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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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方表祝賀
續推動關係持續發展
針對日本現任內閣官房長官菅義偉當選

自民黨新任黨魁，並將成為下一任日本首
相，中國外交部發言人汪文斌昨日在例行
記者會上表示祝賀。汪文斌說：「中方願
同日本新一屆黨政領導人一道，繼續恪守
中日四個政治文件確定的各項原則和精
神，深化抗擊疫情和經濟社會發展合作，
推動中日關係持續改善發展。」

■綜合報道

英國國會下議院昨日二讀辯論涉及脫歐
安排的《內部市場法案》，預計於當地時
間昨日深夜(香港時間今日清晨)表決。由
於法案條文違反英國此前與歐盟達成的脫
歐協議部分內容，包括文翠珊、卡梅倫等
全數5名在世前首相先後表態反對，保守
黨內亦有議員密謀倒戈，由前檢察總長郝
思賢牽頭，據報有十多人響應。
《內部市場法案》提出假如英歐最終無

法達成自貿協定，英國將可單方面重新檢

討北愛爾蘭貨物檢查，以及對北愛企業補
貼等安排，被指違反脫歐協議。英國北愛
爾蘭事務大臣盧柏敦承認，法案會有限度
地違反國際法，政府則重申法案只是「保
險措施」。
英國政界連日批評法案，除了工黨的前

首相貝理雅和白高敦，保守黨的馬卓安、
文翠珊和卡梅倫亦齊聲反對，其中昨日才
表態的卡梅倫形容，對於法案感到不安，
強調違反國際條約屬「最後選項」，當局

應繼續尋求與歐盟達成貿易協定。目前仍
是後座議員的文翠珊則稱，破壞國際法將
損害國際對英國的信任。

逾10保守黨人擬倒戈
郝思賢立場長期支持脫歐，他昨日在

《泰晤士報》撰文，指出脫歐協議及附帶
北愛爾蘭條款代表英國的義務，強調英國
憑尊重法治聞名世界，若單方面退出協
議，必然損害英國的國際地位和聲望，強

調「首相許下諾言後，即使結果令人不
快，也應言出必行」。
消息人士透露，最少十多名保守黨議員

本來仍然觀望是否贊成法案，但在郝思賢
表態後，將很可能跟隨他投下反對票。由
於保守黨在下議院優勢達80席，估計政
府的法案仍然很可能獲二讀通過，反對法
案的保守黨人正放眼稍後辯論的修正案，
希望說服更多人倒戈。

■綜合報道

5前英揆反對推翻脫歐協議

「派閥政治復活」
恐爆內鬥施政受制

改年號舉牌
與小淵同登相位

農民之子「逆襲」
首名無派系非世襲黨魁

自民
黨昨日召

開兩院議員總會，由394
名自民黨國會議員及47
個都道府縣各3名代表，合共535票選出
新任黨魁。71歲的菅義偉取得377票，分
別是288票議員票及89票地方票，相當於
有效票約七成，遠超過半數的當選門檻，
無論在國會議員及地方代表中，所得票數
均為最高。

岸田第二 石破茂慘敗
至於外界最關注的第二名之爭，自民黨
政務調查會長岸田文雄最終以89票壓過
僅得68票的前防相石破茂，保住在明年
另一次黨魁選舉中再戰的機會。相反，對
於向來以地方支持基礎為賣點的石破茂而
言，今次背水一戰之下也只能取得42張
地方票，連菅義偉的一半也不到，加上他
在國會議員只得26票，再次凸顯於黨內
四面樹敵、人脈不足的弱點，幾乎可以說
是足以終結其從政生涯的慘敗。
安倍預料將於明日上午的內閣會議上，
率領內閣總辭，其後國會兩院將推選新首
相，如無意外將會選出菅義偉為日本第
99任首相，是7年8個月以來首相首次易
人。由於今次黨魁選舉屬於特別安排，因
此菅義偉的任期只會到安倍原先任期屆滿
的2021年9月為止，屆時將需再次舉行黨
魁選舉。

誓言打破因循慣例
菅義偉當選黨魁後表示，新冠疫情仍未
緩和，日本正國難當頭，政治上不能出現
空窗期，他承諾繼承安倍的政策，讓國民
擁有安心、穩定的生活；未來會努力打造
「自助、共助、公助」的社會，打破政府
各自為政、既得利益，以及因循慣例的
「前例主義」，塑造為國民服務的內閣。
菅義偉自安倍2012年第二次執政以來
一直擔任內閣官房長官，任職時間是迄今
為止最長，安倍在選舉後形容，菅義偉是
「最適合令和時代的新黨魁」，並稱一直
看到菅義偉作為官房長官「默默流汗付出
的身影」。

外界關注會否提前大選
國會現屆眾議員任期將於明年10月結
束，外界開始關注菅義偉會否最快下月宣
布提早大選，以爭取在明年再次競逐首相
的勝算。英國《經濟學人》雜誌分析，菅
義偉作為安倍接班人將擁有巨大權勢，不
過同時要接手處理巨大隱患；外交上要確
保日美同盟不受美國施壓影響，另一邊廂
亦需平衡複雜的中日經濟關係，對外交經
驗較少的菅義偉而言是一大挑戰。

■綜合報道

菅義偉在自民黨5大派閥拱照下，
以壓倒性優勢當選黨魁，但菅義偉這
次由參選到當選的過程，充滿黑箱作
業色彩，屬主流派閥之間的妥協，加
上菅義偉的任期明年便屆滿，各個派
閥勢將在菅義偉政府內部爭奪勢力，
恐令菅義偉的政府受制派閥意見。
今屆自民黨黨魁選舉被日本傳媒形

容為「派閥政治之復活」，菅義偉在
安倍晉三宣布辭職時，並未表態參
選，但後來在各派閥表態支持下出
馬。
消息人士透露，安倍和副首相麻生太

郎本來屬意由政調會長岸田文雄接班，
但幹事長二階俊博反對，使得無論是岸
田還是石破茂當選，自民黨和內閣要職
均可能面臨極大變動。麻生因此與二階
私下接觸，並同意「擁立」菅義偉，以
維持現時權力結構，「保住自己的職
位」，使菅義偉迅速取得優勢。

三大派壟斷黨內三要職
據報菅義偉將以維持政權延續性為

主軸，傾向讓麻生等主要官員留任。
菅義偉預定今日公布黨內三大要職人
選，日本放送協會指，菅義偉已決定

二階續任幹事長；總務會長繼續由麻
生派出任，只是人選換成佐藤勉；至
於原本由岸田出任的政調會長一職，
則由細田派(安倍所屬派閥)的下村博文
取代，整項安排派閥色彩濃厚。
雖然菅義偉本人不屬任何派閥，甚
至表明新內閣人選不會有派閥考量，
但其政治基礎不足，未來施政恐事事
陷於掣肘，甚至使政務陷入僵局。日
媒推測菅義偉可能趁新政府誕生的蜜
月期，解散眾院提前大選，東京都甚
至已有公明黨議員開始展開街頭演
說。 ■綜合報道

菅義偉昨日早上主持官房長
官任內最後一場記者會，他去
年公布新年號「令和」，並高
舉寫有年號的字板，令他更廣
為人識。相當巧合的是，日本
再上一次在改元負責公布新年
號的人，是 1989 年高舉「平
成」年號字板、時任內閣官房
長官的小淵惠三，而兩位官房
長官都在之後登上首相大位。
談到公布新年號一事，菅義

偉說，感覺像是機緣或命運，
「令和」伊始，心想必須要做
與新時代相符的工作同時，用
全新的心情致力每一項課題。

任官房長官幾次想劈炮
在記者會上，菅義偉被問到

在長達7年8個月的任期內，有
沒有曾經想過辭去官房長官一

職時說，「有過好幾次」，例
如2015年安保法案爭議期間，
他負責國會方面應對，非常辛
苦，「常常有這種讓人無法入
眠的事情」。菅義偉當選自民
黨黨魁後，在新的內閣官房長
官正式上任前，今後例行記者
會預計將暫由官房副長官代理
主持。
談到能在這個職務上持續這

麼久的秘訣，菅義偉說，要作
出準確判斷，很重要的一點是
維持良好的健康狀態，他每天
上午都會透過散步等方式來自
我調整。菅義偉強調這7年8個
月來，他都以危機管理作為最
優先課題，即使是新政府，仍
有必要對安全保障課題、天然
災害及反恐對策等，做好萬全
危機管理。 ■綜合報道

當選自民黨黨魁的菅義偉明日獲參眾兩院投票
確定後，將成為日本第99任首相。本身是農家之
子的菅義偉是自民黨歷來首名「無派系」、「非
世襲」的黨魁，在充滿世襲精英的日本政壇可說
是異數。
菅義偉是秋田縣一戶草莓農家的長子，高中畢
業後前往東京入讀法政大學。畢業後在「推動社
會的是政治」的決心影響下，通過關係成為眾議
員秘書，後親身從政，在擔任兩屆橫濱市議員
後，於1996年47歲時當選眾議員。
菅義偉通過處理朝鮮綁架日本人問題，與安倍
晉三相識，在安倍第一次拜相時獲提拔為總務
相，之後又一直支持安倍再次登上首相之位，並
於安倍2012年第二次執政後，獲任命為內閣官房

長官。
菅義偉從

政期間一直
表現低調，
發言幹練沉
穩、十分謹
慎，生活中
則 頗 具 毅
力，滴酒不
沾，還保持
每日走路鍛煉的習慣。不過有前同事介紹稱，菅
義偉十分擅長收集訊息，平衡各方矛盾，外界普
遍相信他正是以良好的安定感獲得黨內各大派系
支持，最終在黨魁選舉中順利跑出。 ■綜合報道

■■文翠珊等多名前首文翠珊等多名前首
相皆反對推翻脫歐協相皆反對推翻脫歐協
議議。。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卡梅倫卡梅倫

■■貝理雅貝理雅

■街頭派發菅義偉當選的號外。

■■菅義偉接棒安倍菅義偉接棒安倍((左左))，，當選自當選自
民黨新黨魁民黨新黨魁。。 美聯社美聯社

■■菅義偉以壓倒性優勢勝出菅義偉以壓倒性優勢勝出。。 路透社路透社

■■ 岸田岸田（（上圖上圖））得票第二得票第二，，石破茂石破茂
（（下圖下圖））則慘敗收場則慘敗收場。。路透社路透社//美聯社美聯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