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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京能否兑现“20年之约”诺言 巴西政府掏钱
“帮忙美”

“小泉父子档”让安倍很头疼

普京于当地时间7日第四次
宣誓就职总统。虽然拥有民众的
支持和执政团队稳定等有利条
件，但其未来6年任期并不轻松，
面临的任务十分艰巨。

回顾过去6年，普京对内积
极稳定汇率和通胀率，维持就业
和社会保障体系，保持了人民生
活和社会的稳定。对外灵活面对
美国和西方国家制裁和围堵，维
护了俄罗斯利益和尊严。

俄罗斯民众用选票表达了
对普京的认同。在今年3月举行
的总统大选中，普京以76 . 69%的
超高得票率胜选即是证明。如
今，已开启新时代的普京将面临
下一个6年执政期。对他来说，要
想继续交出让民众满意的答卷，
还需完成两大任务。

首先是发展经济，兑现选前
承诺。俄罗斯经济长期依靠大型
国企和能源出口，活力不足，各
界对此早有诟病。在此情况下，
普京还需兑现选前承诺：将贫困
率减半，实现经济跨越式发展，
推进城乡现代化以及提高社会
福利等。

第二，改善外交困境，促西
方国家解除或缓解制裁。由于克
里米亚问题和乌克兰政治危机，
美国等西方国家对俄实施了制
裁和孤立。普京要在维护已有国
家利益的同时，通过外交智慧改
善俄罗斯当前的国际地位，争取
西方国家早日解除对俄制裁。

两大任务十分艰巨。普京在
就职演说时表示，艰难的考验是

“实现俄罗斯发展的跳板和全新
的起点”。

有分析认为，普京拥有三大
优势来完成这两大任务。首先是
民众的支持和信任。民调显示，
当前对普京表示“无条件相信”
和“比较相信”的民众超过了七
成，为普京未来六年创造了良好
的执政环境。

其次是执政队伍稳定。执政
多年，普京选出了防长、财长、外
长等一批经验丰富的核心团队
成员。而且，普京已再次提名以
执行力强、懂经济而闻名俄政坛
的老搭档梅德韦杰夫担任下届
总理。普京执政团队保持稳定，
有利于普京对内和对外政策的

贯彻执行。
第三是俄罗斯与中国的良

好合作关系。两国在能源、航空、
航天、基础设施等领域的战略性
大项目合作取得了显著进展，两
国中小企业合作也成为双方合
作的生力军。与中国良好的合作
为俄罗斯带来了大量投资，有利
于俄经济恢复和发展。

宣誓就职当天，普京提出了
到2024年以前俄应在经济、民生、

科技、环保等各领域所应达到的
目标，并以总统令的形式给这些
目标赋予了严肃性和迫切性。

普京在2000年首次出任总统
时曾说出“给我20年，还你一个
强大俄罗斯”的豪言。现在，接下
去的6年是普京所要求期限的最
后6年。如何利用好已有优势，带
领俄罗斯走出困境，将成为普京
及其团队能否成功的关键。

据中新社

如果你想整容，政府给你
出钱，这在巴西并不是天方夜
谭。巴西政府认为人们有“美容
权”，因此如果女性去公立医院
做整形手术，手术费非常便宜
甚至免费，政府每年为近50万
例美容手术提供补贴。

虽然听着挺美的，但这对
于人们尤其是女性来说，并不
全是好事。在巴西，美容已变成
一种生活必需，会影响求偶、就
业、晋升等生活的方方面面，很
多时候人们不得不整形。巴西
的公立医院整形手术一直大排
长队，预约到几个月甚至几年
后。巴西如今是世界第二大整
形手术消费国，每年都有 120
万例整形手术在巴西进行。

据《环球时报》

考拉锐减
澳政府斥巨资保护

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
政府6日说，将斥资4500万澳元

（约合2 . 15亿元人民币）保护数
量锐减的“国宝级”动物考拉。
据悉，新南州考拉数量过去20
年来减少大约26%。

新保护措施包括：把中部
海岸、南部高地、北部海岸等处
2万多公顷森林留作新设考拉
自然保护区；整改车辆压死动
物事故频发路段，修建新围栏
或野生动物地下通道；创建一
所“考拉医院”，收治生病或受
伤考拉；开通野生动物援救热
线电话；给考拉接种更多疫苗。

作为参与者，澳大利亚博
物馆的丽贝卡·约翰逊教授说，
保护考拉战略迈出“出色的第
一步……最重要的事情是考拉
有树可栖息，有叶子可吃”。

据新华社

英国推行网上离婚
满意度高达91%

英国将在全国推行“点击
即分离”的网上离婚系统，只
要点击几下鼠标即可以结束
婚姻。据悉，英格兰和威尔士
地区已开通网上离婚服务。申
请人只需通过网络填写信息、
上传材料、缴费就能办理离婚
手续。具体来讲，选择网上离
婚的配偶需要填写问卷，回答
关于婚史、财产和收入以及对
孩子安排等问题。

英国司法部对此表示，在
网上办理离婚申请，能最好支
持那些正经历困难和痛苦的
人们，能够提高离婚手续办理
速度。外媒表示，网上离婚体
系预计通过减少处理时间和
文书工作每年节约2500万英镑
(约合人民币2 . 15亿元)。该网上
离婚系统已经成功试运行，并
处理了1000多起离婚申请，申
请者对该项服务的满意度高
达91%。 据人民网

近来，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深
陷森友学园和加计学园丑闻事
件之中，日本国内要求安倍下台
的呼声不断，其内阁支持率持续
下滑。日本政界对安倍能否赢得
今年9月的自民党总裁选举，继
续担任日本首相表示出明显的
担忧。最新民意调查结果显示，
日本自民党第一副干事长、前首
相小泉纯一郎之子小泉进次郎
却人气飙升，成为日本政坛的新
星和新首相的热门人选。

了解小泉进次郎的人认为，
他不仅继承了小泉纯一郎的“狼
性”，更是一个善于学习和融通
的“理论派”。小泉进次郎在担任

复兴政务官期间，就经常与同事
们搞政策学习活动，在出任自民
党农林部会长时更是坦言“自己
是农业政策的门外汉”，然后听
取多方意见，积极斡旋，提出了
日本农协改革方案。后来，小泉
进次郎又成立了年轻议员为主
的“ 2020 年后经济社会构想会
议”的学习会，专注研究未来政
策走向。

舆论界认为，这一举措是在
为将来成立“小泉派”做铺垫。通
过这些历练，小泉进次郎已经成
为日本政界名副其实的“理论派
政策通”。同时，无论是在修宪还
是应对丑闻事件方面，小泉进次

郎的态度都与安倍保持着明显
界限。

在目前日本社会要求安倍
下台的呼声高涨的情况下，小
泉父子的强势组合成了让安倍
头痛的难题。为了赢得三连任，
安倍无论如何也不想与这对父
子为“敌”。小泉纯一郎一直被
称为安倍的“政治导师”，前段
时间，他曾表示，安倍已失去民
众信任，连任自民党总裁恐怕

“没戏”。
对于9月份的自民党总裁选

举，选战的大幕已经提前拉开，
究竟花落谁家，还需拭目以待。

据《文汇报》

美国退出伊核武协议太任性
美国在伊核问题上采取行动，不仅会迫使伊朗采取对应

措施，还可能会促使沙特、以色列等敌视伊朗的中东国家变得
更加强硬，让中东局势在多个维度上加剧动荡。

4月27日和28日，国家主席
习近平在武汉同印度总理莫迪
举行非正式会晤。3月25日至28
日，朝鲜劳动党委员长、国务委
员会委员长金正恩对我国进行
非正式访问。请问，非正式会谈
与正式会谈，非正式访问与正
式访问有何区别？

读者 孙守玉

会谈是指双方或多方就某
些重大的问题，以及共同关心
的问题交换意见。根据外交工
作的需要和参与会谈双方或多
方的愿望，会谈可采取正式会
谈和非正式会谈的不同形式。
正式会谈中，出席双方或多方
分别阐述本方正式立场。而在
非正式会谈中，出席双方或多
方的表态可不作为对有关问题
最终立场的表述，这就有助于
参与方加强沟通交流，扩宽工
作灵活性，对推进外交议题的
共识能起到较好的促进作用。
此外，在非正式会谈中，双方或
多方也可以是仅对大家都关心
的问题交流下看法。

正式访问指某国领导人应
其他国家正式邀请而对该国进
行的访问。国家元首的正式访
问也被称为国事访问。非正式
访问也是由两国之间相互协调
确定的，但在礼宾上采取简约
安排。正式访问中常见的礼宾
安排包括为到访国家领导人举
行欢迎仪式、鸣放礼炮、检阅仪
仗队等。值得注意的是，一段时
间以来我国外交实践中积极推
进“化繁为简”的礼宾改革，即
便对正式访问也不会搞“兴师
动众”的礼宾安排。

据《环球时报》

非正式会谈与
正式会谈有何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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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总统特朗普 8 日宣布，
美国将退出伊核协议，并重启因
伊核协议而豁免的对伊朗制裁。
中国社会科学院伊朗问题专家陆
瑾认为，美国正加大对伊朗施压
的力度，威胁退出伊核协议就是
施压手段之一。这种政策后果难
料，将增大不稳定风险和地区形
势不确定性。从以往经验看，美国
对中东国家采取施压和干预手
段，其最终效果往往适得其反。

欧洲最焦虑

对于美国退出伊核协议的
后果，欧洲国家深表焦虑。欧洲
国家深知，如果中东局势进一步
恶化，首先受到波及的是欧洲，
而不是远隔万水千山的美国。伊
核协议的三个欧洲签署国英国、
法国和德国一直反对废除该协
议。7 日，三国再次重申反对废
除伊核协议，并强调即便美方退

出，三国仍将维持该协议。
陆瑾认为，欧盟将伊核协议

视作近年来最重要的外交成果
之一，希望从中获得多重利益。
首先，投资伊朗市场，获取经济
效益；其次，进口伊朗油气资源，
使能源供应更多元化；第三，维
持伊朗、中东局势相对稳定，防
止难民危机再度恶化。

中东最难受

美国在伊核问题上采取行
动，不仅会迫使伊朗采取对应措
施，还可能会促使沙特、以色列
等敌视伊朗的中东国家变得更
加强硬，让中东局势在多个维度
上加剧动荡。

首先，美伊对抗风险加大。
美国退出伊核协议，将使伊朗与
西方，尤其是与美国改善关系的
努力付诸东流，助推伊朗国内反
美情绪。同时，美国在伊朗周边

国家派驻的军队和建立的基地，
已经对伊朗形成军事包围态势，
两国之间爆发直接冲突的可能
性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大。

其次，伊朗与沙特、以色列
等中东国家之间发生冲突的可
能性增大。以色列近来多次空袭
叙利亚境内军事目标，造成包括
伊朗人员在内的数十人死亡。沙
特最近也表示，有意组建阿拉伯
联军进驻叙利亚以取代有可能
撤离的美国军队，这将使沙特军
队同伊朗军队在叙利亚境内直
接对峙。

再次，威胁地区国家稳定。中
东地区大国之间的对抗，往往具
有较强的教派、民族冲突意味。绝
大多数中东国家都存在逊尼派和
什叶派之间的角力。库尔德人问
题也牵涉多个地区大国。地区形
势紧张，也会影响地区国家稳定，
很少国家能够独善其身。

总之，美国在伊核问题上的
任何草率行动，都将“牵一发而
动全身”，对中东局势产生重大
影响。 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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