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1日，坦桑尼亚总统办公室发表声明，宣布
10日至12日为国家哀悼日，全国所有国旗降半旗
志哀。同时，坦桑尼亚总理马贾利瓦将前往莫罗
戈罗省出席遇难者的葬礼。10日上午，坦桑尼亚
东部莫罗戈罗省发生一起油罐车爆炸事故，造成
至少60人死亡，另有70余人受伤。图为当地民众
在医院排队认领遇难者遗体。 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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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记者 郭丹
8 月 10 日，中国外交部副部长乐

玉成和日本外务事务次官秋叶刚男在
日本长野县共同主持新一轮中日战略
对话。双方再次确认，将积极落实中
日领导人大阪会晤达成的重要共识，
努力构建契合新时代要求的中日关
系。

分析人士认为，中日时隔 7 年重
启战略对话是两国政治互信不断增强
的表现，有利于双方拓展合作。在当
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中日需
要进一步加强合作，共同应对挑战，为
动荡不定的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正
能量。

重启对话意义重大
战略对话是国家之间就重大、关

键性问题进行沟通的一种机制。分析
人士认为，重启战略对话体现了中日
政治互信正在不断增强。

中日战略对话始于 2005 年 5月。
截至 2012年 6月，中日战略对话共进
行了 13 轮，为克服两国间政治障碍、
确定两国战略互惠关系的基本框架和

重要内涵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后来由
于日方的错误行径，战略对话被中断。

近些年来，中日关系趋暖回升。
2017年11月11日，在中日邦交正常化
45周年之际，两国领导人在APEC 岘
港会议期间举行会见；2018 年，两国
迎来《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签订 40 周
年并开展了高层往来等一系列活动；
2019 年 6 月，两国领导人在二十国集
团领导人大阪峰会期间举行会晤并确
立了十项共识，为中日关系发展确定
了方向。

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外交研究
室主任吕耀东认为，政治互信是双方
友好关系不断推进的基础。2017 年
以来，中日文化交流、海洋对话、安全
对话等全方位展开，为此次战略对话
重启做了良好铺垫。

中日重启战略对话有助于推动双
边合作。吕耀东说，中日在经贸、能
源、环保、养老等领域都有非常大的合
作空间，希望两国在合作过程中能全
方位增强互信，促进双边关系不断向
好发展。

加强协调应对挑战
中日关系不仅仅涉及双边，也是关

系到地区乃至世界和平发展的重要关
系。当今世界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抬
头，不确定、不稳定性仍很突出，中日两
国需要加强协调合作，共同应对挑战。

吕耀东说，从地区经济合作来看，
日韩贸易摩擦势必影响到中日韩自贸
区谈判，中日韩自贸区不仅仅涉及三国
的利益，更关乎整个东亚经济的共同利
益。此外，日韩摩擦可能也会影响到区
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谈判。中日双方
需要就这些问题进行沟通协商。从区
域安全角度来说，中日双方有必要就朝
鲜半岛等问题坦诚交换意见。

两国领导人在大阪表示，中日同为
亚洲重要国家和世界主要经济体，应共
同维护多边主义和自由贸易体制，积极
引领区域一体化，推动构建开放型世界
经济，促进世界各国共同发展。

早稻田大学现代中国研究所所长
青山瑠妙认为，中日作为亚洲大国，能
就各种地区问题交换意见，对于亚洲
的稳定非常重要。

新华社新德里8月11日电（记者 姜磊）据印
度媒体11日报道，近日印度西海岸多地持续暴雨
引发洪灾和山体滑坡，造成的死亡人数已上升至
132人，另有多人失踪。

据印度《今日商业》网站报道，受灾最严重的
喀拉拉邦至少有57人死亡，古吉拉特邦至少有22
人死亡，马哈拉施特拉邦至少有 27人死亡，卡纳
塔克邦至少有26人死亡。

据了解，洪水和山体滑坡导致多地交通瘫痪。
喀拉拉邦目前已有25辆列车停运，港口城市科钦
的机场已关闭3天，预计11日将部分恢复运营。

新华社罗马8月11日电（记者 刘
咏秋 陈占杰）西班牙台阶是意大利罗
马城的地标之一，也是不少来罗马的
游客一定要打卡的地方。由于著名影
星赫本在《罗马假日》里的加持，在
100 多级台阶的任何一级上坐一坐，
吃吃冰激凌发发呆，是游客的必选动
作。但最近罗马市政府的一纸台阶

“禁坐令”或让这种享受成为过去，并
引起争议。

“禁坐令”规定，坐在台阶上将被
罚 250欧元（约合 1977元人民币），坐
在台阶上还丢垃圾或损坏台阶，罚款
额将上升到 400欧元（约合 3163元人
民币）。

罗马市政府给出的理由是，大量
游客坐在台阶上会造成拥堵，而且游
客们通常会在台阶上丢垃圾。“禁坐

令”是保持城市清洁的举措之一，目的
是让罗马对游客更有吸引力。

目前西班牙台阶上不时有警察巡
逻，提醒坐下来的人坐台阶是违法的。
现在已经很少有人坐在台阶上了。

但一些罗马人表示反对“禁坐
令”。意大利众议员、政治和社会评论
家斯加尔比告诉新华社记者：“这是罗
马管理舍本逐末的一个典型案例。放
着那么多问题不解决，罗马市政府却
要去惩罚那些想坐在台阶上读几页济
慈或雪莱著作的人——这真的有意义
吗？”

英国著名诗人济慈和雪莱曾住在
毗邻西班牙台阶的房子里，现在已经
辟为博物馆。

专门给罗马挑毛病的组织“罗马
太糟糕了”的创始人托内利同意斯加

尔比的观点。“18 世纪的建筑师桑克
蒂斯设计的西班牙台阶就是用来坐
的。这个城市有很多问题，但这不是
其中之一。”

当然也有不少人支持这一举措。
为一家环保组织工作的法焦利说：“罗
马必须保护自己丰富的文化，有些时
候需要采取乍看起来不受欢迎的举
措。”

罗马的药剂师里奇希望类似的保
护措施能用于其他古迹。他告诉记
者：“他们花了太多精力在西班牙台阶
上，你转过街角就能发现墙上的涂鸦，
而人们也在街上乱丢垃圾。”

最近几年，罗马市政府在垃圾收
集、道路维护、公交建设等一系列问题
上招致不少抱怨，这一“禁坐令”能否
落实下去，还需要一段时间见分晓。

新华社平壤8月11日电（记者 刘艳霞 江亚
平）朝鲜外务省美国局局长权正根 11日表示，在
韩美停止联合军演前，北南很难实现接触。

据朝中社报道，权正根说，韩国方面在朝鲜的
常规武器开发试验问题上小题大做，举行具有“侵
略性质”的韩美联合军演，这是“大错特错”的。

另据朝中社报道，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 10
日现场指导了一种新型武器试射。自7月下旬以
来，朝鲜已多次进行发射活动。韩国方面曾表示，
朝鲜这种行为不利于缓和半岛紧张局势，敦促朝
方停止类似行为。

韩国和美国5日启动2019年下半年联合军事
演习。朝鲜外务省发言人6日谴责联合军演违背
新加坡朝美共同声明及朝韩系列宣言精神。这名
发言人说，对于由此可能引发的朝方反制措施，美
韩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英国政府 9 日发布数据，显示英
国第二季度经济萎缩，系 2012年第四
季度以来首次。

英国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4 月
至 6 月，英国国内生产总值环比下降
0.2%。

国家统计局主管罗布·肯特·史密
斯说，制造业和建筑业萎缩，而通常占
主导地位的服务业几乎没有增长。

美联社报道，市场先前预期，英国
经济第二季度将出现零增长，实际表
现令人意外；英国经济萎缩缘于英国
退出欧洲联盟的不确定性给商业投资
施加压力，并且，英国获准推迟“脱欧”
以后，企业减少库存。

英国2016年6月23日经由公民投
票决定脱离欧盟，原定今年 3月 29日
正式“脱欧”。只是，英国与欧盟去年
11月达成的“脱欧”协议多次遭英国议
会下院否决，双方今年 4 月同意延期

“脱欧”最多6个月、至今年10月31日。

英国政府申请延期“脱欧”以前，
许多企业为应对“无协议脱欧”，加紧
生产并大量囤货，推升经济增长。今
年第一季度，英国国内生产总值环比
增长0.5%。

美联社报道，英国经济第二季度
表现逊于预期，可能加剧民众对“脱
欧”不确定性影响英国经济的担忧；自
2016年以来，英国商业投资一直处于
疲软状态，今年第二季度，商业投资进
一步下滑0.5%。

咨询机构 IHS马基特公司经济学
家克里斯·威廉姆森说，国家统计局的
数据显示，由于全球经济增长放缓和
英国“脱欧”不确定性的影响加深，英
国经济正在下滑，徘徊在衰退边缘。

如果英国经济连续两个季度萎缩，
将意味着经济陷入衰退。普华永道会计
师事务所经济学家迈克·杰克曼说，英国

“脱欧”危机和全球经济前景的不确定性
让英国经济在第三季度处境艰难。

美联社分析，英国经济第三季度
不会继续萎缩，原因包括许多汽车生
产商早些时候结束年度维修停工时
间，将在8月开始运营。不过，英国议
会 9 月将结束夏季休会，围绕“脱欧”
的政治辩论将继续，英国“脱欧”的不
确定性届时将加剧。英国中央银行英
格兰银行 1 日警告，即使英国最终有
序“脱欧”，仍然有三分之一的几率在
明年初陷入经济衰退。

“脱欧派”中坚人物鲍里斯·约翰
逊 7 月接替特雷莎·梅出任英国首
相。他主张英国在 10月 31日以前必
须完成“脱欧”，即使代价是“无协议脱
欧”。英格兰银行行长马克·卡尼警
告，“无协议脱欧”可能损害所有经济
领域，英镑可能继续贬值。

法新社报道，英国政府机构 7 月
预测，如果英国“无协议脱欧”，可能将
陷入持续一年的经济衰退。

（新华社专特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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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平壤8月11日电（记者 刘艳霞 江亚
平）据朝中社 11日报道，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
10日现场指导了一种新型武器试射。

报道说，金正恩在发射场察看新型武器时表
示，新型武器是根据朝鲜地形条件和主体战法开
发的，性能优于现有武器系统。金正恩在观察哨
指导新型武器试射，并亲自下达射击命令。

报道说，通过对试射结果的细致分析，新型武
器系统的优越性得到了验证。

报道未透露此次试射活动的具体地点。

金正恩现场指导

新型武器试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