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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执政的自民党 14 日举行总
裁选举投票，内阁官房长官菅义伟不
出预料以高票当选。他将在 16 日召
集的临时国会上被推举为日本新首
相，接替此前因健康原因宣布辞职的
首相安倍晋三。

在竞选规则和自民党主要派阀
的“加持”下，菅义伟当选本身毫无悬
念。菅义伟竞选期间以继承安倍执
政路线为主要招牌，但他能否创造另
一个长期政权则有不少变数。

当选无悬念

当天的投票结果显示，菅义伟得
票优势明显，在总共 534 张有效选票
中获 377 票。两位竞争对手中，自民
党政务调查会长、日本前外相岸田文
雄得票 89 张，自民党前干事长石破
茂获68票。

安倍8月28日宣布辞职后，自民
党为避免“政治空白”，决定启动紧急
选举方案。这一方式使得自民党国
会议员在选举投票中权重突出。日
本舆论普遍认为，紧急选举方案有利
于获得党内主要派阀支持的菅义伟，
不利于在自民党基层党员中更有人
气的石破茂。

从自民党总裁选举的整个过程即

可看出，菅义伟的“先发”优势相当突
出。在安倍宣布辞职后，菅义伟在第
一时间取得自民党实力人物、干事长
二阶俊博的支持。安倍则在综合权衡
政权稳定性和政策延续性后，放弃了
此前许诺岸田文雄的“禅让式”交接班。

菅义伟竞选展现强劲势头后，自
民党内各派阀出于选后争夺内阁和
自民党要职的考量，也纷纷倒向菅义
伟。至9月8日自民党总裁选举公示
之际，菅义伟事实上已得到党内五大
派阀和众多无派阀议员的支持。

大势所趋，跟风的日本民意也倾
向于看好菅义伟接班。《朝日新闻》9月
初的民调结果显示，针对“下届首相谁
更合适”的问题，认为菅义伟更合适的
占38%，石破茂和岸田的支持率分别
为25%和5%。而在安倍宣布辞职前
的类似问卷调查中，石破茂居首位，菅
义伟的支持率基本只是个位数。

14日的投票结果也显示，随着菅
义伟领先地位的确立，自民党基层的
支持风向也已转变。在141张地方票
中，菅义伟获得89票，同样优势明显。

执政有挑战

根据相关规定，日本国会16日将
召集临时会议，由众参两院国会议员

选出新首相。由于自民党及其盟友公
明党在众参两院均占据多数议席，菅
义伟届时将正式成为日本新首相。

分析人士认为，菅义伟上任后将
面临三大挑战。

一是处理好疫情防控与经济振
兴的平衡。日本内阁府 8 日发布的
修正数据显示，受新冠疫情和国际经
济大环境等影响，日本今年第二季度
实际国内生产总值（GDP）按年率计
算下降 28.1%，为有可比数据以来最

大降幅，也是日本经济连续第三个季
度下滑。与此同时，日本疫情形势始
终 处 于“ 低 烧 ”。 日 本 广 播 协 会

（NHK）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 13 日
晚间，日本全国累计新冠确诊病例超
过 7.5 万，13 日当天新增确诊人数在
400 名以上。菅义伟上台后，他将不
得不在疫情防控、企业救助、家庭和
个人救济、国家财政健全等方面做出
艰难选择与平衡。此外，明年东京奥
运会能否如期举办取决于疫情防控，
关系到经济振兴，其变数也是新政府
的一大难题。

二是处理好“继承安倍政权”的
利弊。菅义伟虽然高举继承安倍既
定政策的大旗，但安倍留给他的政
治 遗 产 有 正 有 负 ，难 以 一 概“ 继
承”。分析人士指出，菅义伟长期担
任安倍政府内阁官房长官，深度参
与了安倍政权各项重要政策的制
定，在经济、安保、对外关系等主要
领域的政策框架有望延续。但同
时，安倍执政期间的一些丑闻如森
友学园、加计学园、“赏樱会”等问题
未必能在安倍下台后自动“翻页”，
在野党已放风将在菅义伟内阁上台
后继续追究上述丑闻和菅义伟在其
中扮演的角色。

三是如何巩固权力基础。安倍
的自民党总裁任期原定要到明年 9
月，菅义伟虽然当选为新总裁，但接
下的只是安倍的剩余任期。明年 9
月自民党总裁选举将采用正常选举
规则，即基层票数与国会议员票数相
当。这意味着，菅义伟届时可能再次
面临石破茂等人的强力挑战。作为
党内无派阀人士且出身平民，菅义伟
能否巩固党内权力，很大程度取决于
他今后一年间的执政表现。

（据新华社电）

菅义伟接班安倍，当选自民党总裁

日本新首相将面临三大挑战 据新华社电 土耳其外交部长
恰武什奥卢 14 日在安卡拉表示，土
耳其在东地中海作业的钻探船“奥鲁
奇·雷伊斯”号已返回土耳其补充物
资和进行维修。希腊政府对土耳其
方面没有继续延长这艘船在争议海
域作业表示欢迎。

恰武什奥卢当天在接受土耳其媒
体采访时说，“奥鲁奇·雷伊斯”号返回
并不意味着土耳其对东地中海地区勘
探政策的改变，土耳其可能与希腊进
行直接对话，以解决东地中海争端。

就“奥鲁奇·雷伊斯”号返回港
口，希腊方面予以欢迎。“这是第一个
积极步骤，我希望会有更多，”总理米
佐塔基斯说，“我们愿意与土耳其对
话，但必须在没有挑衅的情况下。”

土耳其钻探船“奥鲁奇·雷伊斯”
号和“亚武兹”号 8 月中旬起分别在
土方与希腊有争议的海域和与塞浦
路斯有争议的海域勘探油气，受到希
腊和塞浦路斯政府的指责。欧洲联
盟支持成员国希腊和塞浦路斯，多次
呼吁土方停止勘探。

土勘探船返回 希腊表示欢迎

据新华社电 委内瑞拉总统马
杜罗 11 日说委方抓获一名“美国间
谍”。一家委内瑞拉媒体 13 日披露
这名“间谍”的姓名及抓捕过程细节。

马杜罗 11 日发表电视讲话时
说，一名男子 10 日在该国西北部被
捕，他涉嫌在委内瑞拉最大炼油设施
帕拉瓜纳炼油中心下属的阿穆艾、卡
尔东两家炼油厂窥探情况。马杜罗
说，该男子曾是美国海军陆战队队

员，“在美国中央情报局位于伊拉克
的基地服役”。

委内瑞拉《最后消息报》13 日以
政府初步调查报告为消息源报道，被
捕男子名为约翰·希思·马修。他与
其他 3 人一起被逮捕，包括一名委内
瑞拉国民警卫队士官长，当时他们正
驱车在法尔孔州和苏利亚州州界一
带行驶。执法人员逮捕他们时起获
一部卫星电话、若干信用卡和手机。

委媒体披露抓捕美间谍细节

新华社电 美国新泽西州新不伦
瑞克市一所大学附近13日凌晨发生枪
击事件，造成至少2人死亡、6人受伤。

据美国媒体报道，枪击事件发生
在当地时间 13 日 1 时 30 分左右，地
点距罗格斯大学两个街区，是该校学
生在校外住宿集中的地区。事发时

那里正在举办一场聚会。枪击事件
造成 8 人受伤，其中 2 人送医后不治
身亡。目前，枪手身份不明，案件仍
在调查中。

当地警方发表声明说，经过调
查，确定枪击事件与罗格斯大学及该
校学生无关。

美新泽西发生枪击至少2人亡

<<< 链 接 >>>

南京市高淳区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公告——经营性用地
2020年宁高出第08号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招标拍卖挂牌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规定》（国土资源部令第39号）等法律、法规规定，经南京市高淳区人民政府批准，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高淳分局对下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进行公开挂牌出让，地块范围内原土地使用权同时收回。现就有关出让事项公告如下：

一、基本情况

三、出让条件
本次出让地块所涉及地下空间使用权设立及其各项

规划管控要求的出具，均依据已经依法批准的详细规划
中相应地下空间的开发利用内容，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
城乡规划法》、《城市居住区规划设计标准》（GB50180-
2018）、《江苏省城乡规划条例》、《江苏省城市规划技术管
理规定》、《省政府办公厅关于城市地下空间开发利用的
指导意见》（苏政办发[2020]58 号）、《江苏省自然资源厅
党组关于严格执行国有建设用地出让规定进一步加强监
管监督工作的意见》（苏自然资党组发［2019］94）等法律
法规和技术规范标准有关规定。

NO.高淳 2020G18 地块：该地块上已建建筑物不得
拆除，地上建筑面积约3000平方米计入容积率，建筑物价
值为 498.6 万元，由土地竞得人另行与南京市高淳区人民
政府漆桥街道办事处结算。

四、交地条件
土地交付条件：净地出让，即地块范围内房屋及建、

构筑物拆至室内地坪，其余维持自然现状。出让范围内

杆（高压）管线等由受让人自行处置。外部条件（道路、
水、电、气等）均以现状为准。

五、竞买要求
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的法人和其他组织，除法律、

法规另有规定者外，均可参加竞买。不得联合竞买。
竞得人所持股份大于 50%的前提下，可就地块在本

区范围内注册成立项目公司。商住、住宅地块的受让人
如需变更受让主体为项目公司的，应在出让成交后1个月
内（其他地块应在出让成交后 3 个月内）提交符合变更主
体资格条件的书面申请，并与出让人签订《出让合同》后
再申请变更受让人，变更后原出让合同所约定的权利和
义务由新受让人履行。逾期未申请的，按土地转让办理。

六、交易方式和时间
1、南京市高淳区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公开出让实施

网上交易。有意竞买人可于 2020 年 9 月 20 日起登录“高
淳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网上交易系统”（网址：http://
222.190.138.242:801/welcome.html）按要求下载挂牌
出让文件。

2、有意竞买人请于2020年10月5日至2020年10月
14 日 16:00（报名截止时间），在工作日 9:00 至 17:00 期
间可登录“高淳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网上交易系统”（网
址 ：http://222.190.138.242:801/welcome.html）进 行
网上备案、报名、报价等，自由报价截止时间到2020年10
月 14 日 16:00，竞买人均可报价一次。竞买人须仔细研
读南京市高淳区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公开出让网上交易
规则了解网上交易系统的详细情况及法律责任。

3、同一出让地块有两个或两个以上竞买人，且已有
有效报价的，转入网上限时竞价，限时竞价时间为2020年
10 月 15 日上午 10:00 开始，以交易系统显示的时间为
准。各地块限时竞价开始时间分别为：

2020年10月15日
上午10:00 NO.高淳2020G17

10:10 NO.高淳2020G18
七、竞得人确定
在挂牌时间截止（2020年10月15日10:00）时，地块

无人报名，地块流标；地块只有一家竞买人报名，并有不
低于起始价的有效报价，该地块在挂牌时间截止时即成
交；两个或两个以上竞买人竞买同一地块，竞价最高者为
竞得人。

八、风险提示
1、竞买人应仔细阅读《出让公告》及挂牌文件，了解

土地竞价规则和相关要求，充分认识土地挂牌、拍卖及开
发建设等方面风险并自行承担相应责任。

2.、开发企业应严格自律，不得泄露报名及竞买信息，

对泄露相关信息影响土地市场秩序的，将纳入土地市场
信用记录，一年内该企业及同一集团成员企业不得进入
南京土地市场参与土地竞买。

九、成交手续办理
竞得人竞买成功后，须在网上交易系统下载“南京市

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公开出让竞得通知书”，按“竞得通
知书”要求与出让人办理成交确认手续。

十、其他
1、竞买人应认真阅读地块公开出让文件，全面了解

地块情况及出让要求，如需进一步了解地块报名、竞价等
情况可通过电话咨询。

2、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对本《公告》有解释权。
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高淳分局

2020年9月15日

联系地址：南京市高淳区宝塔路267号
网站：
高淳区建设用地网上交易系统

（http://222.190.138.242:801/welcome.html）
南京土地市场网（http://www.landnj.cn）
江苏土地市场网（http://www.landjs.com）
高淳区政府门户网站（http://www.njgc.gov.cn/）
联系电话：
业务咨询电话：(025)57307926
财务咨询电话：(025)57307937
高淳区公证处咨询电话：(025)57311975

二、出让价格

地块编号

NO.高淳2020G17

NO.高淳2020G18

起始价（万元）

9150

465

最高限价（万元）

/

/

加价幅度（万元）

100

10

竞买保证金（万元）

2800

140

序号

1

2

地块编号

NO.高淳2020G17

NO.高淳2020G18

地块位置/名称

开发区锦园路以南、
双园大道以西

漆桥街道新港东路以北、
双牌石大街以东

四至

东至双园大道，南至古檀大道，
西至规划道路，北至锦园路。

东至双富城，南至新港东路，
西至双牌石大街，北至漆桥菜场。

总用地面积
（㎡）

18965.25

2177.86

出让面积
（㎡）

18965.25

2177.86

出让年限（年）

40

40

土地用途

商服用地

批发市场用地

规划指标

规划用地性质

B1商业用地

批发市场用地

容积率

≤4.0

≤2.0

建筑高度（m）

≤80

≤15

建筑密度（%）

≤50

/

绿地率（%）

≥25

/

14日，在日本东京，日本内阁官房长官菅义伟获胜后致意。 新华社/美联

位于希腊莱斯沃斯岛的莫里亚难民营 9 日凌晨起火，这座希腊最大难民
营几乎完全烧毁。政府方面“迅速行动”，开始搭建临时安置设施。图为难民
营以东约4公里处新搭建的帐篷。 新华社发

新华社北京 9 月 14 日电 外
交部发言人汪文斌14日在例行记
者会上表示，对菅义伟当选日本自
民党新任总裁表示祝贺。

“中方愿同日本新一届党政
领导人一道，继续恪守中日四个
政治文件确定的各项原则和精

神，深化抗击疫情和经济社会发
展合作，推动中日关系持续改善
发展。”他说。

日本自民党总裁选举14日在
东京举行。现任内阁官房长官菅
义伟以压倒性优势取得胜利，当选
自民党第26任总裁。

中国外交部：

祝贺菅义伟当选日本自民党新总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