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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电 日本读卖新闻社与早稻田大学
近日联合开展一份民意调查，给安倍执政近５年
来的成绩打分。结果显示，如果１０分为满分，安
倍平均得分４．８分，执政成绩“不及格”。

调查在东京都议会选举结束后的７月３日开始
进行到本月７日。根据调查结果，自民党支持层
给安倍打分６．１分，刚过及格线，而无支持党派
者给安倍打分４．１分。虽然安倍执政期间打出
“安倍经济学”等口号着力提振日本经济，但受
访者认为安倍内阁最值得肯定的却是外交领域，
外交一项得票比例最高，为３５％。

问卷同时对受访者是否赞成安倍继续担任自
民党总裁的意向进行了调查。结果显示，有６成
以上受访者希望安倍“到此为止”。其中２３％的
受访者希望安倍立即下台，４１％的受访者希望安
倍只干完这一届。

国际社会敦促美朝停止打嘴仗
美国媒体披露美朝一直保持一条外交对话渠道

近来，美国与朝鲜互放狠话，隔空斗狠。美
国总统特朗普警告朝鲜“最好不要再威胁美
国”，否则将招致前所未有的“炮火与怒火”。朝
鲜随即表示，正着手制定以发射导弹包围打击
关岛的方案。

面对美朝之间唇枪舌剑愈演愈烈，中国、俄
罗斯以及美国盟友德国、加拿大相继发声，劝告
双方停止轮番示强，给紧张局势降温。

美国媒体披露，尽管美朝不断发出武力威
胁，却一直保持一条外交对话渠道。

警惕“擦枪走火”

美朝新一轮“口水仗”将撂狠话发挥到极
致，导致朝鲜半岛紧张局势升级，国际社会担忧
美朝“擦枪走火”。

韩国世宗研究所李泰桓教授认为，目前朝
鲜半岛最大的风险在于，一旦美国与朝鲜出现
误判或“擦枪走火”行为，将引发严重后果。

李泰桓认为，韩方目前对朝方所提出的对
话，主要是在不违反联合国安理会决议的前提
下，讨论停止恶化氛围的敌对活动、恢复军事热
线以及离散家属团聚等事宜，而并非想一下子
就涉及核、导项目等问题。这种对话对于缓和半
岛目前的紧张局势有重要意义。

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朝鲜问题研究中
心研究员叶甫盖尼·金认为，美国和朝鲜的“口
水仗”在目前阶段不会引发恶劣军事行动。美朝
斗狠并非首次，且一直在继续，今年4月双方也
发生过类似险情，之后有所缓和。实际上，各方
可能都不想开战。

日本庆应大学副教授礒崎敦仁认为，尽管
现阶段美朝仍处于打“口水仗”阶段，但情况比
过去复杂，需要加强戒备。在遭受更严厉制裁
后，朝鲜开始了一场危险的赌博。照此下去，半
岛局势近期可能进一步恶化。

国际社会劝和

国际社会敦促美朝停止持续打嘴仗，不要
给紧张局势火上浇油。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11日说，当前朝鲜
半岛局势复杂敏感。中方希望有关各方谨言慎
行，多做有助于缓解紧张局势、增进各方互信的
事，而不要走彼此轮番示强，局势不断升级的老
路。

俄罗斯外交部长谢尔盖·拉夫罗夫11日说，
美朝之间的叫板“开始走向极端”，直接以动武

相威胁，使朝鲜半岛紧张局势进一步恶化的风
险“非常高”。

拉夫罗夫强调，俄罗斯不接受朝鲜拥有核
武器，同时呼吁美朝响应中国和俄罗斯提出的
倡议，即朝方暂停核爆试验和弹道导弹试射，美
韩暂停大规模联合军演。

拉夫罗夫说，美方理应首先采取措施给紧
张局势降温。“在战争一触即发之际，更为强大
和聪明的一方应首先迈步，离开(战争爆发的)危
险门槛。”

美国的盟友德国和加拿大也加入劝和行
列。德国总理安格拉·默克尔11日在柏林的记者
会上说：“我认为，升级嘴仗不是问题解决之
道。”

默克尔反对诉诸武力，并拒绝表明如果美
朝爆发冲突，德国是否会站在美国一方。相反，
她强调联合国安理会在解决朝鲜半岛问题中的
作用，同时呼吁相关国家加强合作。

加拿大外长克里斯蒂娅·弗里兰同一天表
示，作为盟友，加拿大站在美国一方，不过“我们
需要寻找给局势降温的途径”。

弗里兰同时对朝方释放一名加拿大籍牧师
表示“非常非常高兴”。朝方9日宣布，这名因“颠
覆罪”等罪名被判无期徒刑的韩裔牧师因病获
保释。

特朗普对默克尔的表态反应冷淡。“她代表
德国发言。”特朗普在休假地的记者会上说。

不过，特朗普当天会晤国务卿雷克斯·蒂勒
森和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妮基·黑莉后，措辞有
些软化。他在记者会上说，朝鲜半岛局势“非常
危险，不能这样继续下去”。

“我们将拭目以待。我们认为，也许会发生

许多好事，也许会以不好的方式解决，”特朗普
说，“没有人比特朗普总统更喜欢和平解决。”

美朝幕后“私聊”

尽管美朝在台面上吵得面红耳赤，不过美
联社11日报道，双方保持着一条直接外交沟通
渠道，并且讨论了当前的紧张局势。

这条传统渠道被称为“纽约渠道”，由朝
鲜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官员与美方官员直接对
话。今年上半年，美国国务院朝鲜政策特别代
表尹汝尚(英文姓名约瑟夫·尹)通过这一渠道，
争取到在朝服刑的美国大学生奥托·瓦姆比尔
获释。

美联社援引多名美方知情人士的话报道，
瓦姆比尔获释后，尹汝尚继续争取其他数名被
关押在朝鲜的美国人获释。除这一话题，双方还
讨论了美朝关系。这些知情人士说，这一渠道可
能成为美朝日后正式谈判的基础。

特朗普拒绝对这一渠道的存在和作用置
评。“我们不想谈论进展，不想谈论幕后渠道。”
他在记者会上回应道。

分析人士认为，从近期公开表态也能看出，
尽管特朗普一直在“放狠话”，但其内阁高层却
试图在“灭火”。美国前国防部长威廉·佩里日前
表示，特朗普团队内部发出的对朝信号自相矛
盾。尽管特朗普不可预测性大，但考虑到蒂勒
森、马蒂斯和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麦克马斯
特等高级幕僚均熟悉朝鲜情况，并了解当前态
势，不太可能会向特朗普提出不理智建议。因
此，近期美国突然采取军事行动打击朝鲜的可
能性不大。 (综合新华社电)

通过互联网平台，工厂分享生产线空档期，
以实现企业闲置资源的高效利用，一种以“分享
产能”“共享工厂”的新型生产模式在全国各地
兴起。

“以前，夏装款式早已完工，秋冬装的订单
还没开始，每年的七八月份，都是我们传统服装
加工厂最难熬的日子。”浙江桐乡百纯羊绒制品
工厂负责人王振波说。

王振波给记者做了一道计算题，他的工厂
满负荷一天能生产２０００件衣服，如果生产线一
天生产低于５００件，就会亏损。然而以前到了夏
季便进入“空档期”，一个月算上支付工人工钱
要亏损２０多万元，而且全年生产线空闲的时间
前后加起来将近半年时间。

然而，近日记者走进当地多家羊绒制品工
厂，忙碌的景象让人感受不到这是传统意义上

的淡季。生产线上，当季的服装和秋冬新品都
在紧锣密鼓赶工。“我们一条生产线可以加工
好多个品牌，跟以前完全不同了。”王振波
说。

２０１４年，王振波的工厂成为当地第一家接
入互联网的工厂。加入１６８８的淘工厂平台后，他
的工厂为小型网店加工毛衣，订单很快便应接
不暇。王振波把淡季做到扭亏为盈，随后当地不
少工厂也接入互联网让淡季“不淡”。

“刚开始做的时候确实有点怀疑，与以前
做线下品牌制衣不同，淘宝、天猫等商家的订
单都是小单，版型都是设计图拍照过来，一批
只有２０件至３０件。”王振波说，不过后来发
现，这种订单有一个特点就是一些款式衣服数
天就能做几百件。

王振波说，开机率以前６０％，通过做线上的

小订单以后，机器的开工率基本上都达到９０％
以上。

尝到甜头的王振波，又在平台上和周边９家
企业抱团发展，成立了“虚拟联合工厂”，统一接
单，集中打样，再按照每家工厂的生产情况分配
单量。接到无法消化的订单，共享给其他订单匮
乏的工厂。

“我们实行‘谁的机器在空闲、谁有档期、谁
去做’模式，还可以避免延期交货的问题。”桐乡
市铭宸服饰有限公司董事长黄志强说，他的工
厂也是“虚拟联合工厂”的一员。

阿里巴巴集团旗下１６８８淘工厂平台提供的
数据显示，目前，全国已经有１．５万家服装工厂
开始转变生产方式，覆盖了全国１６个省份。

浙江大学互联网金融分院院长金雪军说，
制造企业正在用Made in Internet的方式推动供

给侧改革，通过互联网和数据的赋能，促进传
统制造业的生产方式进行升级。

在王振波、黄志强等企业家看来，定制化、
小单化是未来的趋势。

“近几年，我们明显感觉到市场的变化，做
设计、个性化产品越来越多，反映在工厂生产的
小单也会越来越多。对我们企业来讲，一定要适
应这种模式。”王振波说。

（新华社杭州８月１２日电）

“分享产能”渐成风尚
１．５万家服装工厂让淡季“不淡”

据新华社四川九寨沟8月12日电 中国地
震局12日发布，九寨沟7 . 0级地震最大烈度达到
九度，六度区及以上总面积为18295平方千米，
共造成四川省、甘肃省8个县受灾。

记者看到，灾区建筑物虽然不同程度受
损，但整体垮塌的情况比较少见。地震专家认
为，这是由于震区建筑抗震设防水平较高、房
屋选型合理、农村民居抗震设防工作扎实、震
源深度相对较深等多方面原因共同促成的。

据介绍，九寨沟7 . 0级地震中建筑物损毁
程度远低于青海玉树7 . 1级、四川芦山7 . 0级、云
南鲁甸6 . 5级地震，这首先与震源深度较深密
不可分。芦山7 . 0级地震震源深度为13千米，鲁
甸6 . 5级地震为12千米，玉树7 . 1级地震为14千
米，而本次地震为20千米，地震波传播到地面
的距离长，能量得到衰减，对建筑物的破坏力
也会减弱。

中国地震局地质研究所研究员李志强介
绍，根据中国地震动参数区划图，九寨沟县及
附近区域设防烈度为八度，震区房屋建筑抗震
设防水平较高，抗震性能总体较好，特别是经
过汶川地震恢复重建后的新建建筑达到了抗
震设防要求，经受住了此次地震的考验。

“景区及城镇建筑物多采用了框架结构，乡
村传统民居多采用穿斗木结构，抗震性能较强，
房屋倒塌和严重损毁的比例很低。”李志强说，
房屋倒塌减少，自然大大减少了人员的伤亡。

近年来四川省地震、住建等部门加强了农

村民居抗震设防管理和指导，从建筑设计、工
匠培训、宣传教育等方面做了大量扎实工作，
这些在这次地震中充分显现了成效。同时，重
灾区除景区人口集中外，其他区域村寨稀疏，
总体人口密度较低。

记者还了解到，目前四川省已开始着手组
织专业力量，对灾区的房屋建筑开展震后安全

性鉴定工作。李志强提醒广大受灾群众，已明
显不能正常使用的房屋，要禁止随意靠近和进
入；对那些受损不重、但又不确定是否安全的
房屋，应根据鉴定结论来决定是否可以使用。

地震烈度反映的是地面及房屋等建筑物
遭受地震影响破坏的程度，地震烈度调查与评
定是地震事件应对与处置工作的基础和依据。

最大烈度九度

九寨沟地震灾区建筑物缘何整体垮塌少

8月11日，中国地震局工作人员在九寨沟景区内开展地震科学考察工作。 □新华社发

不及格！

民调给安倍执政打分

据新华社电 美国空军眼下正在新墨西哥州
的霍洛曼空军基地进行“轻型攻击实验”，以测
试４款军机。

美国商业内幕网站１０日报道，此次参与测试
的４种军机分别是：德事隆“蝎子”轻型攻击
机、巴西航空工业公司“超级巨嘴鸟”Ａ－２９轻
型战机、“长剑”ＡＴ－８０２Ｌ攻击机和“金钢
狼”ＡＴ－６攻击机。

今年１月，美国亚利桑那州共和党参议员约
翰·麦凯恩建议美军在继续使用“雷电”Ａ－１０攻
击机的同时，获取３００架低成本的轻型战机。随后，
美空军参谋长戴维·戈德费恩表示，美空军正寻找
造价较低、且具有密接支援能力的战机。

Ａ－１０攻击机是美国空军现役军机中，负责
提供对地面部队的密接支援任务的机种，包括攻
击敌方坦克、武装车辆和重要地面目标等。

“轻型攻击实验”于８月进行，将持续一整
月。美国空军官员以及世界多国观察员到场观摩
此次实验。

美国空军部长希瑟·威尔逊说，下一步美军
可能会在中东进行作战试飞，这些军机或将于明
年初参加打击“伊斯兰国”等恐怖组织的战斗。
具体行动则需依据数据评估而定。

美空军测试４种军机

给Ａ－１０攻击机配对

新华社新德里８月１２日电 据《印度教徒
报》１２日报道，连日来，至少３０名儿童在印度北
方邦一所公立医院死亡，惨剧的发生或与相关公
司中断医用供氧有关。

《印度教徒报》援引印度北方邦戈勒克布尔
县长官拉伊夫·劳泰拉的话报道说，过去两天
内，至少３０名儿童在该县最大的公立医院死亡，
其中包括１４名新生儿。

据报道，与事发医院有合同关系的一家私人
公司因医院欠费７００万卢比（约合１０．９万美元）
而中断液态氧供应，导致儿童由于病房内液态氧
不足而窒息致死。

北方邦政府否认儿童死亡与液态氧供应中断
有关，声称死亡因各种疾病所导致。

北方邦卫生部长西达尔特·辛格对媒体说，
政府将责成专人对此事展开调查，如果发现有人
失职，必将严肃处理。

至少３０名儿童

在印度一公立医院丧生
或因供氧中断

据新华社呼和浩特８月１２日电 １１日下午，
内蒙古赤峰市克什克腾旗、翁牛特旗遭受龙卷风
袭击，并伴有暴雨、冰雹等极端天气。灾害已造
成５人死亡、５８人受伤。目前，两地正展开紧张
救援。

克什克腾旗土城子镇多处民房损毁严重，共
有２１３４户７２６２名群众受灾，４７名受伤群众已送到
旗蒙中医院、旗医院、土城子镇中心卫生院救
治。记者从当地救灾指挥中心了解到，因灾需转
移安置的１２３８名群众也已全部转移至附近４所学
校中。帐篷、被褥、大衣、矿泉水、方便面等物
资正在陆续运达。

翁牛特旗毛山东乡有２９户房屋倒塌，部分道
路冲毁。政府部门统计共有２１５６亩农作物绝收。
目前，市、旗、乡三级出动消防、公安、医护人
员等１６０余人，会同毛山东乡干部群众展开救援
工作。

龙卷风致３０００多户停电，电力部门紧急抢
修。据国家电网赤峰供电公司有关负责人介绍，
有４条１０千伏线路、５３个台区停运，涉及停电用
户３７６３户。

内蒙古赤峰市

遭受龙卷风袭击
造成５人死亡、５８人受伤

8月11日，在美国新泽西州一处高尔夫球俱
乐部，特朗普对记者讲话。

□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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