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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东京7月22日电（记者沈红
辉）日本国会第25届参议院选举结果22
日凌晨揭晓。由自民党和公明党组成的
执政联盟依旧将参议院牢牢控制在手
中，但修宪势力丧失参议院三分之二以
上多数。

分析人士指出，鉴于执政联盟在参
议院议席数超过半数，安倍政府执政基
础得以维持。而另一方面，随着现有修
宪势力削弱，安倍政府已无法强行修宪，
只能通过拉拢在野党部分保守势力等

“策略”重组修宪阵营。
继续执掌参院

日本参议院议员任期6年，每三年
改选一半，此次改选的是2013年当选议
员。根据日本去年修改的相关法律，参
议院议席数扩容6席，从原先的242席增
至248席，本次选举先扩容3席，共选出
124名参议员，选举后参议院议席总数达
到245个。

最终开票结果显示，自民党斩获57
席，计入公明党14席后，执政联盟合计
获得71席。加上未改选的70个议席，执
政联盟选后在参议院占据141席，超过
半数，继续掌控参议院。

分析人士指出，由于日本选民求稳
心态明显，再加上在野党难改颓势，执政
联盟此次获胜在意料之中。2012年安
倍政权上台以来，自公执政联盟在日本
政坛始终占据主导地位，赢下多次众议
院和参议院选举。此次选举结果再次体
现了这一政坛格局。安倍政府将继续拥

有稳固的执政基础，内政外交政策预计
维持基本不变。

此次选举中，主要在野党立宪民主
党、日本维新会、日本共产党和国民民主
党分获17席、10席、7席和6席。为打破
自民党独大格局，在野党在部分选区展
开合作推举联合候选人，但即便如此，最
大在野党立宪民主党所获议席也不及执
政联盟四分之一，无法对执政联盟造成
实质威胁。

本 次 参 议 院 选 举 投 票 率 仅 为
48.8%，是日本战后国会选举投票率历史
第二低值，显示选民对选战议题和推动
朝野势力变动的兴趣不大。

修宪难度加大
选前，修宪势力能否维持三分之二

以上多数是本次参议院选举关键看点之
一。在这方面，在野党可以说成功实现
阻击。

自民党、公明党、日本维新会等修宪
势力在选举中共获得81个议席，加上79
个未改选议席，在参议院的议席数降至
160个议席，不足议席总数的三分之二。
根据日本修宪相关程序，发起修宪动议
需要在国会众参两院分别获得三分之二
以上议员支持。

日本舆论普遍认为，这一结果意味
着修宪势力依靠议员数量优势强行修宪
的可能性消失，安倍所提出的“2020年实
施新宪法”目标恐怕无从实现。

安倍21日深夜在接受各大媒体采
访时宣称，他将在剩下的任期中对修宪

发起挑战。安倍这一届的首相任期将在
2021年到期。有媒体认为，安倍可能另
辟蹊径，拉拢部分对修宪持开放态度的
在野党议员，重组修宪势力。其中，国民
民主党议员是其拉拢重点之一。

不过，安倍的修宪路线设计并非易
事。首先，立宪民主党坚决反对在安倍
执政期间修宪，这个最大在野党将继续
在国会扮演阻击安倍的堡垒。其次，国
民民主党虽有被挖墙脚的可能，但其党
内人士向日本媒体强调，“很多选民是因
为国民民主党反对安倍修宪而将票投给
了我们，党内保守派议员不可能背叛这
种民意，领导层也不会纵容他们投敌”。

此外，现有修宪势力也不是铁板一
块。2016年参议院选举后，修宪势力在
众参两院均达到可以发起修宪动议的三
分之二多数。但过去3年，修宪日程并
未取得重大进展，近来更是处于停滞状
态。其重要原因就是自民党、公明党和
日本维新会虽然支持修改宪法，但对修
改内容意见不一。

公明党对含有将自卫队写入宪法的
自民党修宪草案态度谨慎。日本维新会
希望通过修宪实现行政体制改革等，其目
标和自民党也存在差异。对安倍而言，统
一现有修宪势力意见本身就十分艰巨。

分析人士认为，在过去3年修宪势
力占据较大优势的背景下，安倍尚且未
能在国会发起修宪动议，如今在参议院
失去三分之二以上多数后，修宪难度将
进一步加大。

新华社北京7月22日电（记者 杨
舒怡）韩国知情人士21日披露，尽管朝
鲜本月警告韩美军演将影响朝美磋商
重新启动，韩国和美国仍然打算8月举
行“19-2同盟”联合军事演习。只是，
韩美考虑给这场军演换代号，显然有
意掩人耳目。

执意军演
韩联社21日以多名韩国官员为来

源报道，韩国和美国打算 8 月初举行
“19-2同盟”指挥所演习，为期三周。

朝美首脑去年6月会晤，美方随后
宣布暂停美韩联合军演。美韩随后商
定终止三大军演，分别是每年春季的

“关键决断”和“秃鹫”、八九月的“乙支
自由卫士”，代之以小规模演习。

其中，“关键决断”这一代号停用，
改为韩文名称“同盟”，韩美今年3月举
行的第一次“同盟”指挥所演习因而改
为“19-1同盟”；“乙支自由卫士”得以

拆分，其中韩国政府负责的“乙支”与
韩国军方负责的“太极”合并为“乙支
太极”演习，“自由卫士”则改版为“19-
2同盟”韩美联合演习。

韩国总统府青瓦台一名官员20日
在美国阿斯彭学会年度战略论坛上
说：“据我所知，特朗普总统没有说要
取消即将到来的这场军演。”这名官员
告诉路透社记者，“19-2同盟”以电脑
模拟为主要形式，不是实兵野战演习。

考虑改名
韩国官员说，韩美双方正在考虑

是否给下月举行的“19-2同盟”联合演
习换代号。据他们推测，可能弃用“同
盟”这一代号。

韩联社分析，韩美考虑给8月联合
军演更名，显然是考虑朝鲜方面先前
警告。

朝鲜外务省 16 日发表声明，警告
美国和韩国一旦举行联合军事演习，

将影响朝美重启关联半岛无核化谈判
的“工作层面磋商”。

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和美国总
统唐纳德·特朗普 6 月 30 日在位于朝
鲜半岛非军事区的板门店会面，是两
人第三次会面。特朗普说，他与金正
恩同意重启两人 2月越南会晤以后停
滞的朝美工作层面磋商。

在一份由朝鲜中央通讯社播发的
声明中，朝鲜外务省发言人 16 日说：

“朝美首脑在板门店会面不到一个月，
美国就打算重新启动它在最高层面亲
自承诺停止的联合军事演习。”

朝方指认韩美联合军演针对朝
鲜，是“战争预演”，“美国单方面食言
让我们逐渐失去继续履行对美承诺的
理由”。朝方暗示，如果美韩举行军
演，朝方将重新考虑是否继续遵守停
止 核 试 验 和 洲 际 弹 道 导 弹 试 射 的
承诺。

多年来，一些发达国家出于对处理成本等
因素的考虑，长期将本国产生的固体废物出口
到发展中国家。但随着民众环保意识的提高，
发展中国家纷纷开始对发达国家的这种“甩锅”
行为严正说“不”。近一段时间以来，一场关于

“洋垃圾”的“环境保卫战”陆续在多国打响。“自
己的垃圾该自己处理”，也正在成为发展中国家
的广泛共识。
“洋垃圾”成国际难题，发展中国家不堪重负

抵制“洋垃圾”为何成为一场战役？几项数
据触目惊心：全球每年生产约3亿吨塑料；2050
年，人类制造的固体垃圾预计将达 34亿吨；发
达国家人口只占世界人口的 16%，却制造了全
球34%的垃圾。

巨量垃圾如何处理？许多发达国家选择
“洁身自好”，将固体垃圾出口到发展中国家。
有数据显示，2018年，德国、美国和日本出口塑
料垃圾均超过 100万吨，美国向发展中国家出
口15.7万个装有塑料垃圾的大型集装箱。

垃圾出口虽能为垃圾接收国带来一定经济
效益，却让他们承担了巨大的社会和环境成
本。在马来西亚吉隆坡，一座小镇因垃圾处理
造成水源污染、庄稼枯萎、民众患病。
抵制“洋垃圾”成共识，各国重拳出击彰显决心

由于“洋垃圾”给发展中国家的生态环境和
民众健康带来严重危害，各国纷纷开始重拳出
击，对“洋垃圾”说“不”。

今年5月，马来西亚宣布将把450吨进口垃
圾送回澳大利亚、加拿大、日本、美国等地。

6月，菲律宾不惜以打“外交战”为代价，坚持
将69个装有违规进口垃圾的集装箱送回加拿大。

近日，印尼、柬埔寨也都表示要将大量装满
“洋垃圾”的集装箱陆续退回，拒做发达国家的
“垃圾场”。此外，从去年起，部分东南亚国家陆
续立法，给“洋垃圾”套上法律枷锁。泰国政府
宣布 2021 年前将禁止进口塑料废物。越南政
府也表示，停止发放新的垃圾进口许可。

破解“洋垃圾”难题，要从源头做起
环境权益是国家主权权益的重要部分，转

嫁垃圾处理责任，既有违国际规则，更不符合国
际道义。

拒收“洋垃圾”，是发展中国家的权利。早
在上世纪80年代末，国际社会就通过了以保护
发展中国家环境利益为宗旨的《控制危险废物
越境转移及其处置巴塞尔公约》。公约充分确
认，各个国家有权禁止外国危险废物和其他废
物进入本国领土。

破解“洋垃圾”难题，源头治理才是治本之
策。作为“洋垃圾”出口国和垃圾制造大国，发
达国家理应承担更多责任和义务，减量、处理和
消化自己产生的垃圾。

（来源：新华网、人民日报海外版、央视网等）

新华社维也纳7月22日电（记者
于涛 赵菲菲）国际原子能机构 22日在
官网发表声明，宣布该机构总干事天
野之弥因病去世，享年72岁。

但声明没有透露天野之弥去世的
时间与病因。近期，天野之弥健康一
直欠佳。国际原子能机构理事会10日
在维也纳举行特别会议，审议伊朗执
行伊核问题全面协议相关问题，天野

之弥因健康原因未能出席。
天野之弥1947年生于日本神奈川

县，2009年 12月担任国际原子能机构
总干事，2017年赢得第三届四年任期，
原定2021年11月30日卸任。

此前有消息说，因健康原因，天野
之弥计划在 2020 年初离任，并于本周
正式通知国际原子能机构理事会成员
国，让 35个国家代表组成的理事会有

足够时间选出继任者，再于 9月 9日举
行的年度大会由各成员国表决。

天野之弥突然去世，总干事的未
来人选成为各界关注的焦点。舆论普
遍认为，无论谁接任这一职务，国际原
子能机构在有关伊朗和其他敏感问题
上采取的方针不会发生重大变化。天
野生前曾多次强调，国际原子能机构
的工作是技术而非政治性质。

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天野之弥去世

不顾朝鲜反对 韩美下月军演

日本国会参议院选举喜忧参半

执政联盟赢了 修宪势力输了

多国打响“环境保卫战”

中国帮助巴基斯坦民众缓解中国帮助巴基斯坦民众缓解““吃水难吃水难””问题问题

7月21日，由中国援建的5处供水站正式移
交巴基斯坦俾路支省首府奎达市方面，供水站
将有助于缓解奎达市民众“吃水难”问题。

新华社记者 刘天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