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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大选后的组阁谈判不欢而
散，自由民主党退出谈判，第二大党社
会民主党坚持当反对党。如果无法说
服这两者成为盟友，总理安格拉·默克
尔剩下两个选择：和绿党联合组成少
数派政府，或请联邦总统解散议会、重
新选举。

默克尔 20 日表态，宁可重新大
选，也不想组成一个“不稳定”的少数
派政府。然而，不管这次能否组阁成
功，她想要的德国式“稳定”，似乎已渐
行渐远。

谁能收拾困局

目前组阁成功看似无期，谁来为
当前困局负责？

上海外国语大学中德人文交流中
心副主任毛小红告诉新华社记者，德
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从未有过组阁
失败的案例，只是组阁谈判时间长短
有区别。据资料统计，1980 年以来，平
均每届大选结束后 40 天能选出总理。
2013 年，大选结束后花了 86 天才组
阁成功。从本届大选 9 月 25 日结束算
起，这次四党组阁谈判时间至今还不
到两个月。

自民党 19 日宣布退出组阁谈判
后，默克尔向联邦总统弗兰克-瓦尔
特·施泰因迈尔汇报情况。这位原本仅
拥有象征性权力的国家元首突然成了
一个关键角色。德国基本法规定，如组
阁失败，总统有权提名总理人选，但也
需要获得议会过半支持；如提名失败，
议会各党也有机会推荐总理人选，但
同样需要多数支持。如仍不成功，总统
有权解散议会，宣布重新举行选举，大
选需在随后 60 天内进行。

施泰因迈尔表态说，仍希望说服
各方重启组阁谈判，联盟党与社民党
的“大联盟”或“黑黄绿”组合也好，“不要把责任推回给选民”。

他在发言中避开了议会第三大党德国选择党。其他各
政党先前都明确表态过不会与这个右翼民粹主义政党结
盟。默克尔的组阁谈判破裂后，选择党高层在媒体面前几乎
“喜形于色”。

施泰因迈尔当过两届外交部长，作风稳健，曾为爱妻捐
肾治病，在民间口碑甚佳。但他毕竟不是实权人物，是否有
能力把各方拉回谈判桌有待观察。

党派各怀心思

另一个关键人物是此次公然“撂挑子”的自民党党首克
里斯蒂安·林德纳，《柏林日报》20 日一篇评论认为林德纳
是在“耍花招”。

这篇文章分析，自民党在执政理念上与联盟党相对接
近，但 2009 年至 2013 年，自民党在联盟党阴影下参与联合
执政，未能兑现减税等重要竞选承诺。2013 年大选，自民党
遭遇滑铁卢，甚至没跨过 5% 选票的议会门槛。林德纳一直
希望自民党重振雄风。此次谈判，自民党希望获得财政部长
等重要职位却不能如愿，干脆退出。自民党指望重新选举能
让它争取更多“中间偏右”选票，或者借机积蓄力量。

联盟党和绿党都指责自民党单方面退出不负责任。自
民党成员福尔克·维辛则在接受德国电台采访时说，要怪就
怪默克尔无力协调各方冲突。“谈判从一开始就很混乱……
默克尔每天都在拖延处理移民政策和欧洲政治议题，希望
问题自己‘找到’出路。”

另一个选择是联盟党撇开自民党，与绿党组成一个占
联邦议院 44% 议席的少数派政府。立场偏左的绿党虽然在
难民政策、环保议题上与联盟党有诸多分歧，但有一定妥协
空间。默克尔执政 12 年来还没跟绿党结盟过。绿党领袖之
一安东·霍夫赖特已表示愿意继续组阁谈判。

社民党 20 日重申不会参与组阁，支持重新选举。原本社
民党坚定当“反对党”，有利于遏制选择党在议会的势力，所以
大选虽败，选后反倒“吸粉”不少。然而，在当前组阁困难的情
况下，社民党的坚持被部分舆论看作是另一种“不负责任”。

“稳定”政治传统崩裂？

上海外国语大学德国问题专家毛小红认为，无论如何，
目前困境只会让选民对这些传统“建制派”政党愈加不满。
重新组织一场大选别的不说，又将花掉纳税人将近 1 亿欧
元的公帑，而选举结果大体很可能与这次相差无几，老牌政
党、大党很可能进一步“失分”，受益的是选择党等“小党”。

“德国政治格局已经改变，大党不够‘大’，小党也不真
‘小’。过去一个大党搭一个小党就能组阁的情况越来越难实
现，”毛小红说。

9 月大选，世界都庆幸德国守住被极右翼势力步步进
逼的欧洲主流政治堡垒，没有飞出“黑天鹅”。但选择党成功
进入议会成为第三大党，使默克尔陷入目前尴尬的四党组
阁谈判。毛小红认为，当前困境，显示以“稳定”著称的德国
政治文化传统已开始崩裂。

“试验性谈判”19 日破裂后，20 日汇市欧元兑美元汇
率大幅走低，一度跌至 1 . 172 的三周来最低点。美国 BK 资
产管理公司的分析师凯茜·利恩说：“投资者把(德国)目前
的政治不稳定局势解读为欧元利空消息，这么判断情有可
原，因为默克尔有可能在当了 12 年总理后一朝失势。”

利恩说：“德国作为欧元区最大国家，(政治)震荡会直
接影响欧元表现。”

法新社评论说，德国今后至少数周甚至数月时间陷于
“跛脚鸭”政府的状态，无论对于德国内政或欧盟事务，暂时
都不能指望它出台任何强有力的政策举措。

另一议会小党左翼党成员安德烈亚斯·毛雷尔对俄罗
斯卫星通讯社说，要挽救组阁谈判还有一个可能选项，就是
“默克尔辞职”，因为这可能会让社民党同意联合执政。

默克尔已表示如重新选举，她愿意继续领导联盟党
参选，目前联盟党内也没有比她更具号召力的人选。但默
克尔的第四个总理任期能否获得议会多数支持，外界疑
虑渐深。即使成功当选，四年任期能否坐满也堪忧，存在
提前大选的可能。

在德国战后历史上，出现过三次总理任期未满遭议会
提出不信任案而提前大选的情况。(沈敏 新华社专特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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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11 月 21 日电(记者吴嘉林)
“中国用 30 年时间解决了数亿人的温饱问题，
这样的经验值得全世界借鉴。”联合国世界粮
食计划署(简称世粮署)执行干事戴维·比斯利
20 日在北京接受新华社记者专访时表示，希
望进一步与中国合作，将中国减饥经验推广到
全球。

比斯利于今年 4 月开始担任世粮署执行干
事一职，19 日开始的北京之行是他上任后第一
次访华。期间，他与中国政府官员会面，并出席
了相关企业活动。

“我此行的首要目的是向中国表达谢意，感
谢中国使本国人民摆脱了饥饿，并长期与我们
合作，致力于减少全球饥饿人口。”比斯利说。

世粮署是世界上最大的人道主义援助机
构，致力于抗击全球饥饿。中国曾是世粮署的主
要受援国之一。如今，中国以占世界不到 9% 的
耕地养活了近 20% 的人口，实现了联合国千年
发展目标和世界粮食安全首脑会议目标两大

“减饥”目标，并成了世粮署的重要捐赠国之
一。

比斯利说，从受援国到捐赠国的变化，充
分说明了中国在减少饥饿和贫困方面的行动
是切实有效的，他相信中国在 2020 年一定能
实现消除贫困的目标。

与此同时，中国近年来不断向全球受贫

困、灾害、战乱等困扰的地区提供粮食、资
金、技术等各种形式的援助。

“这一切都证明，中国在抗击全球饥饿中
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比斯利说，中国减
少饥饿的成功经验值得全世界借鉴，世粮署
将继续发展与中国的伙伴关系，加强合作，将
中国的经验介绍到全球。

当前，全球粮食安全面临新的挑战。联合
国粮食及农业组织 9 月发布报告称，受地区
冲突和气候变化影响，2016 年世界食物不足
人口总数估计已从 2015 年的 7 . 77 亿增至
8 . 15 亿。

“冲突与战争给人民带来了灾难，加剧了
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世粮署要做的不仅
是为饥饿的人们提供食物，更重要的是帮助
当地建立稳定的社区环境与可持续发展的粮
食系统。”比斯利说，世粮署希望搭建国家间沟
通合作的平台，使粮食成为实现和平的桥梁。

他表示，中国通过向受困地区提供技术
支持等方式，帮助当地发展经济，提升人们的
健康状况，改善人们的生活，这一可持续的发
展模式正是世粮署积极寻求与中国合作的原
因所在。

“虽然这是我上任后第一次来中国，但我
很快还会再来，因为我们的合作空间很大、机
会很多。”比斯利说。

新华社达累斯萨拉姆 11 月 20 日电(记
者高竹、李斯博、江山)11 月的坦桑尼亚达累
斯萨拉姆港热浪滚滚，海面风平浪静，岸上人
群聚集。“爸爸你看，船来了！来了！”坐在父亲
肩膀上的孩子激动地喊道，这让等候的人群
又一次沸腾起来。人们顾不得炎热，激动地挥
舞着手中的中国国旗。

让人们望眼欲穿的，正是执行“和谐使命
-2017”任务的中国海军和平方舟医院船。19
日，和平方舟医院船抵达素有“和平之港”之
称的达累斯萨拉姆港，开始对坦桑尼亚进行
为期 8 天的友好访问并提供人道主义医疗服
务。这是和平方舟医院船时隔 7 年再次访问
坦桑尼亚。

一大早就来码头等候的张路告诉记者，
这是他第二次在这个港口迎接和平方舟医院
船。2010 年，医院船第一次驶入达累斯萨拉
姆港的场景仍历历在目，但他的激动之情却
丝毫未减。

“看到这些腰板笔直、作风优良的中国海
军军人救死扶伤，这是我们强大的祖国在向
世界传递和平的正能量。”张路说。

来坦桑尼亚一年多的王艳茹说，如今与
祖国相隔万里，却能看到中国医院船停靠在
坦桑尼亚的港口，“虽然身在非洲，但是祖国
的强大让我感觉到自己离家其实并不远”。

实际上，为和平方舟医院船的抵达感到
激动的，不只是身处非洲的华侨华人，还有当
地数不清的“非洲兄弟”们。

20 日一早，从坦桑尼亚全国各地赶来的
患者陆续登船接受医疗服务，从挂号处到各
个诊室前都排起了长长的队伍，护士和医生
们开始有条不紊地分诊、接诊患者。此外，和
平方舟医院船还提前从坦各医院借调懂汉语
的医生和从国内来坦的交换生作为翻译，方
便与患者沟通，提高接诊效率。

提前得知了和平方舟医院船的到来，63
岁的阿卜杜拉·阿利从坦桑尼亚西部基戈马

地区的乡村辗转乘坐了两天的汽车来到达
累斯萨拉姆，希望医院船上的中国医生可
以治好困扰自己好几年的胃病。如今看到
船上先进的医疗设备，在内科诊室外等候
就诊的阿利松了一口气。“走再远的路也值
了。”他说。

29 岁的达累斯萨拉姆居民凯文·基舒
拉告诉记者，自己 12 年前被检查出有心脏
疾病，但苦于治疗费用昂贵和医疗条件有
限，一直没有得到进一步诊疗。“和平方舟
医院船的到来让我再次看到了希望。医院
船上不仅设备先进，医护人员热情周到的
服务也让我非常感动，感谢中国医生”。

夕阳渐斜，海面上泛起粼粼波光，医院
船上，一名名前来就诊的坦桑尼亚民众面
带笑容走下船舷。接下来的几天，和平方舟
医院船还将派出多支医疗分队赴坦医院、
孤儿院和残疾人中心等开展联合诊疗、健
康服务等活动，为更多坦桑民众送去健康。

“和平之港”再迎中国“和平方舟”
这是和平方舟医院船时隔 7 年再次访问坦桑尼亚

▲ 11 月 20 日，在坦桑尼亚达累斯萨拉姆港，中国海军和平方舟医院船上的中国医生诊治当地患者。 新华社记者李斯博摄

从受援国到捐赠国的变化，充分说明了中国在减少饥饿和

贫困方面的行动是切实有效的

2016 年世界食物不足人口总数估计已从 2015 年的 7 . 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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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日内瓦
11 月 20 日电(记者
刘曲)世界知识产权
组织 20 日发布最新
报告显示，中国在全
球制造业价值链中的
地位近年来稳步提
升，中国企业正逐步
跻身于高技术附加值
的上游生产商之列。

这份报告名为
《2017 年世界知识产
权报告：全球价值链
中的无形资本》，通
过对咖啡、太阳能电
池板及智能手机这 3
个行业的案例分析，
揭示出全球销售的
制成品中，近三分之
一的价值源于品牌、
设计及技术等“无形
资本”。

报告研究重点放
在东亚、北美及欧洲
这 3 个供应链关系最
紧密的区域，这些区
域内的生产模式基本
类似，都是高收入的
“总部”经济体向中等
收入的“工厂”经济体
出口高技术附加值的
中间产品和服务，由
后者完成装配后再出
口。

日本、美国、德国
长期以来都是“总部”

经济体中的领头羊，

但这种垂直生产网络
近年来发生了巨大改
变，尤其表现在中国
提供的高技术附加值
产品和服务稳步增
加，中国企业正逐步
向价值链的上游靠
拢。

报告对智能手
机行业进行数据分

析后发现，中国手机生产商的技术升级步伐之
快令人印象深刻。如华为通过高额研发投入和
全球品牌塑造，迅速成为全球高端智能手机主
要生产商之一。除华为外，全球智能手机销量
前十的品牌中，还有来自中国的小米、Oppo
和 Vivo。

然而，在售价超过 400 美元的高端手机市
场，苹果和三星依然地位牢固，市场份额分别达
到 57% 和 25%。在这个细分领域，关键的无形
资产包括技术、品牌、软硬件设计。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总干事弗朗西斯·高锐
说：“当今全球价值链中的无形资本将逐渐决定
企业的命运和财富。它隐藏在我们所购买产品
的外观、感受、功能和整体吸引力中，决定了产
品在市场上的成功率……而知识产权是企业维
持无形资本竞争优势的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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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11 月 21 日电(记者赵嫣、刘莉
莉)俄罗斯第四艘“北风之神”级战略核潜艇“弗
拉基米尔大公”号 17 日在俄北德文斯克市下
水，这也是“北风之神”升级后的第一艘“北风之
神-A”级核潜艇。

俄海军总司令科罗廖夫当天出席下水仪
式。他说，俄海军有望于 2018 年正式接收这艘
核潜艇，届时俄海军战略核力量中现代核潜艇
的比例将大幅提高。

与目前已经服役的三艘“北风之神”级核
潜艇“尤里·多尔戈鲁基”号、“亚历山大·涅夫
斯基”号以及“弗拉基米尔·莫诺马赫”号相比，
“弗拉基米尔大公”号可发射导弹数量从 16 枚
提高到 20 枚，并且提高了导弹发射的可靠
性，降低了“布拉瓦”导弹被人诟病的高失败
率。

“弗拉基米尔大公”号的改进措施还包括：
使用泵喷推进技术以降低潜艇推进系统的噪
音；大量采用新型材料和新型电子设备，提高

了潜艇的整体静音能力；增强潜艇的信息感
知能力。

“北风之神”级核潜艇是苏联解体之后，

俄罗斯自主研发的第一款战略导弹核潜艇。

俄海军计划在 2020 年前建造 8 艘“北风之
神”级核潜艇，目前还有四艘在建。按照计划，
未来 10 年内“北风之神”级战略核潜艇将成
为俄海上战略核威慑的中坚力量，是当之无
愧的“杀手锏”。

“北风之神”也是俄罗斯研制的最新型战
略核潜艇，由圣彼得堡“红宝石”中央设计局
设计，长 170 米，宽 13 . 5 米，水下最高航速
29 节，最大潜深 450 米。

首舰“尤里·多尔戈鲁基”号于 1996 年开
始建造，一直到 2012 年底才服役，耗时约 17
年，而完成全部 8 艘“北风之神”级潜艇的建
造则至少要到 2020 年，整个计划超过 20 年。

资深军事评论员张浩说，大多情况下，一
个武器研发周期过长，往往意味着建成即落

伍，但“北风之神”并非如此，即便是等到
2020 年，“北风之神”也仍将是世界上非常先
进的一款战略导弹核潜艇。

“北风之神”级战略核潜艇最大的先进之
处在于它优越的静音性能。根据当前声呐性
能，噪音接近 90 分贝就极难探测，很容易掩
盖在海洋背景噪音之中。有专家估计，“北风
之神”级核潜艇噪音略高于 90 分贝。

张浩说，作为一款战略导弹核潜艇，“北
风之神”的静音性能已经堪称世界顶级，美国
的俄亥俄级核潜艇作为非常安静的核潜艇，
尚且还有 110 分贝的噪音，可见“北风之神”
技术之先进。

俄罗斯目前的战略核潜艇设计非常强
调静音性能，一改苏联核潜艇给人的“大嗓
门”形象，这一方面得益于技术的进步，另一
方面也是俄罗斯战略调整的结果。毕竟苏联
时期战略核潜艇需要在全世界各地巡航，在
战时可以提前前出至目标海域实施战略打

击，第一时间对美国或北约目标发动密度很
大的核突击，因此静音并非首要选择，相反，
载弹量和齐射能力才是关键。

“北风之神”则不同，它的主要活动范围
是俄近海的堡垒区域，在水面和空中兵力
保护下实施核反击行动，因此静音自保、寻
机实施反击也就成为“北风之神”的设计理
念。

此外，“北风之神”采用了专门研制的“布
拉瓦”洲际弹道导弹，射程可达 8000 公里，可
携带 6 至 10 个高超音速分导核弹头，这也是
其强大战斗力的重要来源。

张浩说，“北风之神”级核潜艇在设计之
初就考虑运用固体燃料的“布拉瓦”导弹。
这是俄罗斯研发的首款射程 8000 公里的
潜射固体燃料导弹，此前多次试射，失败
率高，甚至达到了一半以上。近年来进行
的试射中，成功率有所提升，技术能力逐步
成熟。

“北风之神”何以成为俄海上核力量“杀手锏”
俄海军有望于 2018 年正式接收第四艘“北风之神”核潜艇“弗拉基米尔大公”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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