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昂山素季赢得缅甸议会选举席位后重申：

无无论论谁谁当当总总统统都都得得由由我我主主政政

据新华社11月11日电 美国情
报消息人士透露，俄罗斯客机在埃
及失事后，美国情报机构监听到俄
方讨论空难原因的内部通讯。根据
这些截获的通讯记录，俄方私下认
为客机坠毁可能缘于炸弹爆炸。眼
下，俄官方虽然没有就客机失事原
因明确表态，但政府官员对空难原
因的推测已逐渐转向恐怖袭击。俄
总理梅德韦杰夫９日说，“恐怖行为
当然是事件的可能性之一”。这是俄
罗斯领导人首次公开承认空难存在
恐袭可能。英国外交大臣哈蒙德９日
表示，英方认为客机遭遇炸弹爆炸
的可能性比其他解释更大，而且“伊
斯兰国”参与其中的可能性也很大。

一名美国官员说，如果最终调查
结果认定客机遭遇恐袭，那将进一步
加深外界对航空安全的担忧。这名官
员说，美方就空难给出的最可能推断
就是，一名埃及沙姆沙伊赫机场工作
人员在客机上安放了炸弹。这名官员
说，美国的航空公司多年来避免在沙
姆沙伊赫机场起降，主要就是出于对
机场安全方面的担忧。

本报讯 10日，葡萄牙刚刚上
任11天的中右翼政府被左翼政党联
盟赶下台，这是该国1974年实行民
主化以来首次有民选政府陷此尴尬
境地。10月4日，由科埃略领导的社
民党和波塔斯领导的人民党组成的
执政联盟在议会选举中击败主要反
对党社会党取得胜利，他们赢得107
个议席，但未能获得116席的多数席
位，遂只能组成一个少数派政府。10
月30日，新政府宣誓就职。

议会选举后，社会党一直在与
另两个左翼政党谈判，以期组成一
个占绝对多数席位的联盟。11月6日，
三个左翼政党终于决定暂时搁置分
歧，组建多数派执政联盟。10日，葡萄
牙议会就新政府提交的施政方案举
行辩论，社会党及其盟友在辩论时
向议会提交反对动议。在辩论结束
后的投票中，有123票赞成反对政府
施政方案的动议，从而否决了施政
方案。根据葡萄牙宪法，施政方案被
否决意味着政府自动辞职。由此，科
埃略政府成为该国近41年以来最短
命政府。 据中国日报网

据新华社11月11日电 美国共
和党总统竞选人杰布·布什（Ｊ布什）
一向被认为缺乏幽默感，最大竞争
对手特朗普甚至给他贴上“低能量”
的标签。不过，Ｊ布什最近也开始更
多展示自己逍遥自在的一面。上周
在预选“风向标”新罕布什尔州进行
大巴巡游拉票时，《赫芬顿邮报》一
名记者问，如果能够穿越时光回到过
去，杀死还是婴儿的纳粹德国头子希
特勒，“你干不干？”一段流传于网络的
视频显示，Ｊ布什回答：“见鬼。是，我
会。瞧，是男人就必须站出来。”

Ｊ布什９日在个人微博客“推特”
上专门就此发文：“必须干。”微博链
接指向那名《赫芬顿邮报》记者的报
道，以示他坚持认为应该杀死婴儿希
特勒。这番回答在网上引发热议。有
人起哄：“给那个男人一台时光机！”
有人揶揄说，Ｊ布什希望能够利用时
光机做很多事，其中最重要的当然是
竞选。有人讽刺他是“婴儿杀手”———
这个词常被共和党政客用来指责主
张堕胎权的民主党对手；还有人“补
刀”说，Ｊ布什之所以说会杀死婴儿希
特勒，是因为他反对堕胎。

本报讯 新加坡《联合早
报》11日报道，缅甸大选持续计
票结果显示，昂山素季所领导
的全国民主联盟（民盟）势如破
竹，执政的联邦巩固与发展党

（巩发党）则溃不成军。昂山素
季表示，相信民盟已赢得国会
绝大多数议席，并表明不论谁
当总统都将由她主政。昂山素
季强调，新总统不再拥有实权，
又重申自己将以“凌驾总统”的
方式执政，总统凡事均须以她
的命令和民盟党内决定为准。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11日
报道，缅甸联邦选举委员会表
示，昂山素季赢得议会选举席
位。昂山素季此前接受英国广播
公司专访时，形容大选不算公
平，有胁迫情况，但大体算是自
由，人民也随时代有所转变，估
计民盟最终会夺得约75%直选
议席，成为国会多数党。昂山素
季之后接受新加坡媒体采访时
表明，新总统“必须完全明白自
己无权”，须跟从民盟的决定办
事，她作为民盟领导人则握有最

终决定权。被问及这会否变成独
裁，昂山素季表示，民盟将接受
公众监察，不会走上这条路。

法新社11日报道，昂山素
季要求同军方领导人及总统吴
登盛谈话。对此，美联社11日报
道，缅甸总统发言人吴耶图表
示，总统吴登盛会在联邦选举
委员会公布所有的结果后与昂
山素季会面。吴耶图日前还在
脸书上发文，称缅甸执政党承
认在此次大选中失败，他代表
总统吴登盛向昂山素季和民盟

在大选中获胜表示祝贺，并称
缅甸现政府将会向新选出来的
总统移交政权。

据悉，多个国家及国际组织
派观察员监察这次缅甸大选，欧
盟总观察员赞扬投票和点票过
程透明及可信，情况较预期理
想，会继续密切观察。美国白宫
发言人称选举有意义及具竞争
性，是缅甸民主改革重要一步，
但当地政制仍未尽完美，禁止昂
山素季出任总统便是一例。

（宗禾）

我我提提个个条条件件,,你你看看着着办办吧吧
卡梅伦首次公开阐述英国留在欧盟条件

美情报机构监听

俄空难调查通讯

葡萄牙新政府

上任11天被赶下台

Ｊ布什要“穿越”

杀掉婴儿希特勒

英国首相卡梅伦１０日
就英国留在欧盟的条件发
表演讲，提出改革欧盟的四
个目标。他表示，如果这些
条件得不到满足，将不排除
英国通过公投脱离欧盟的
可能性。

对于卡梅伦提出的改
革条件，欧盟领导人的表态
较为谨慎。未来，英国与欧
盟之间的“讨价还价”在所
难免。目前，预测英国脱欧
概率为时尚早。

卡梅伦：

四个目标可谓核心诉求

卡梅伦１０日在英国知名智
库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发表演
讲，首度全面公开阐述英国留
在欧盟的条件和目标。卡梅伦
表示，在欧盟满足这些条件的
情况下，他将“全心全意”推动
英国留在“改革后的欧盟”。这
四个目标包括：确保欧洲共同
市场对英国等非欧元区国家一
视同仁；增强欧盟的竞争力，减
少对成员国经济的束缚；允许
英国不参与欧盟政治一体化进
程，增强欧盟成员国议会的权
力；控制欧盟进入英国的移民，
减少对欧盟人口自由流动原则
的滥用。

卡梅伦说，对于英国民众
来说，这四个目标是核心诉求。
英国过去两个月的民调显示，
支持留在欧盟和退出欧盟的民
众比例都在４０％上下。他认为，
与欧盟就上述条件重启谈判并
非“不可实现的任务”，相信英
欧双方有耐心和善意来达成一
项新的协议。他警告，假如欧盟
对英国上述诉求“充耳不闻”，
他不排除英国通过举行公投脱
离欧盟的可能性。

卡梅伦强调，英国计划举
行的脱欧公投的结果将是决定
性的，不会就这一问题举行另
一场公投或开展另一场谈判。
他此前承诺，他所领导的保守
党政府将在２０１７年年底之前，
就英国是否脱离欧盟举行一场
全民公投。

10日，卡梅伦写信给欧洲
理事会主席图斯克，围绕欧盟
经济治理、竞争力、主权、移民
四个领域，阐述了英国希望欧
盟做出改革的立场和诉求。

英国：

主要政党对欧态度趋同

英国的疑欧倾向由来已久，
其背后有政治、经济、移民、历
史、地理、文化等多重原因。在政
治上，英国不愿向欧盟“让渡”主
权和立法权；在经贸上，英国不
愿被欧盟法令所束缚；在移民问
题上，英国主张限制移民的福
利；而在历史上，作为岛国，英国
长期奉行“光辉独立”，身处欧
洲，却不认为自己属于欧洲。

近年来，欧洲政治一体化进
程加快，有发展为“超级国家”的
趋势。英国加入欧盟主要是为了
追求经济利益，而欧盟政治一体
化让英国无法接受。针对英国在
欧盟的前景，英国社会存在疑欧
派、亲欧派、改良派等多个派别。

近年来，英国独立党等一
些反欧盟右翼政党不断壮大，
支持率看涨，迫使英国主流政
党调整对欧政策以吸引基层选
民。独立党代表了英国大量中
下层选民的利益，在经济全球
化、欧洲一体化过程中，他们感
受到的是威胁，而非机遇。近年
来，英国独立党在英国地方选
举、欧洲议会选举中的支持率
大幅增加，在英国议会中仅次
于保守党和工党，被看作新兴
的全国性大党。

英国最大反对党工党原本
是坚定的亲欧派，反对卡梅伦
所提出的脱欧公投，但今年该
党在大选中失利，痛定思痛后
决定“听从民意”，转而支持在
２０１７年之前就英国是否脱欧举
行公投。而卡梅伦所领导的保
守党内部也存在分歧。总体上
讲，保守党主要由希望推动欧
盟进行改革的“改良派”主导，
但也不乏极端的反欧盟人士。

欧盟：

有些改革目标很难达到

欧洲理事会主席图斯克１０
日上午通过“推特”表示，收到
了卡梅伦关于改革欧盟的信
函。他未对英国提出的改革目
标作出任何评价，但表示就此
问题的协商工作从当天起正式
启动。可以预计，图斯克将组织
多场双边会谈，对英国提出的
改革目标展开协商。多轮双边
会谈将一直持续到２３日，每轮
会谈一方是成员国代表，另一
方是欧盟机构，图斯克团队担
任协调人。

欧盟委员会发言人斯基纳
斯表示，卡梅伦的欧盟改革目标
有些或许可行，有些难以达到，
但取消欧洲移民前四年社会福
利这一要求绝对行不通。斯基纳
斯说：“初步看来，我们发现一些
改革目标看似还是可行的，比如
增强欧盟成员国议会的权力。有
一些条件接受起来很困难，比如
关于欧盟政治一体化进程的改
革要求，以及对欧元区与非欧元
区欧盟成员国关系的建议。同
时，英国提出的一些改革目标难
度很大，因为它们触及了欧盟内
部统一市场的核心自由。最后一
项关于欧盟移民福利的改革要
求是对欧盟其他成员国公民赤
裸裸的歧视。”

作为欧盟实力最为雄厚的
成员国之一，英国的退出将会大
大减弱欧盟在世界格局中的政
治和经济地位。不仅如此，英国
脱欧举动也许会引起“连锁反
应”，带动其他成员国效仿，从而
使欧洲的一体化进程严重倒退。
因此，对于卡梅伦的表态，欧盟
机构领导人的立场比较谨慎。

据新华社

10日，英国首相卡梅伦
首度全面公开阐述英国留在欧
盟的四项条件。

新华/欧新中文

点评

英欧博弈

才刚刚开始

针对英国脱欧前景，英欧
以往主要在宏观层面协调立
场，相互试探和劝服，但从未全
面亮出底线。卡梅伦此番“要
价”，标志着双方正式进入讨价
还价阶段，英欧真正的博弈才
刚刚开始。

在过去半个多世纪里，英
国在是否融入欧洲的问题上长
期犹豫不定，时进时退。奉行务
实主义的英国，无论选择贴近
欧洲还是远离欧洲，都是基于
其现实利益的考量。一方面，脱
欧固然可以帮英国省去每年近
100亿英镑的欧盟预算摊派费，
但另一方面，英国有近一半的
贸易进出口依赖欧盟，有100多
万英国人生活在欧盟其他成员
国，数百万个就业岗位与欧盟
息息相关。因此，脱欧的经济和
社会代价不容小觑。

当前，欧盟高层官员和主
要成员国普遍希望英国留下，
但也不会一味迁就英国对欧盟
制度“挑肥拣瘦”。英国提出的
限制新移民福利等要求尚可讨
论，但在人口自由流动等核心
原则上，欧盟方面可能不会做
出大的让步。近年来，欧洲命途
多舛，债务危机叠加难民危机，
而乌克兰危机仍未结束。卡梅
伦跟欧盟提要求、谈条件，给内
忧外患的欧盟出了一道新的难
题。最终，英欧能不能继续“在
一起”，考验的不只是彼此的诚
意，还有双方的战略远见。

据新华社


	A23-PDF 版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