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叙利亚总统选举投票于当地时间 4 日零时正
式结束， 计票活动随即开始。 虽然此前反对派威胁
在投票日袭击投票点，但投票过程中并未发生严重
暴力袭击事件。

投票选民约 1000万

叙利亚官方尚未公布选民投票率， 但据总部设
在黎巴嫩的广场电视台报道，此次参加投票的选民
数约为 1000 万， 约占叙官方此前公布选民总数的
63％。

记者在首都大马士革一处投票点看到， 投票结
束后，现场工作人员立即倒出票箱中的选票，并开始
唱票、统计。 据记者观察，绝大部分选票支持叙利亚
现总统巴沙尔·阿萨德，这也印证了此前舆论普遍认
为的巴沙尔会以较大优势胜出的猜测。 目前尚不清
楚官方将于何时公布选举结果。

此前反对派曾多次威胁会利用暴力手段干扰投
票， 叙政府也因此加强了投票日的安保。 在首都大
马士革，每个投票点都部署了荷枪实弹的士兵，负责
检查选民的随身物品。 叙政府还设置了高密度的投
票点，分散选民。

投票当天，许多选民步行前往附近投票点投票后
便匆匆返回。 在大马士革可以频繁听到政府军的炮击
声，战机不停在低空徘徊，监控反对派的地面动向。

很多选民毫不犹豫
在巴沙尔头像下打钩

紧张的气氛未能阻碍民众的投票热情。 记者在大
马士革马扎区一个投票点看到，临近 7时，已经有多名
民众在门外排队等候投票。很多选民领到选票后，都毫
不犹豫在巴沙尔头像下打钩， 有些民众甚至用针挑破
自己的手指，摁下血印，以示对巴沙尔的支持。

此次总统选举投票从当地时间 6 月 3 日 7 时
开始，4日零时结束。这是叙利亚首次出现多名候选
人参选，3 名候选人分别为叙利亚总统巴沙尔、议员
哈贾尔和前政府部长诺里。

巴沙尔自从 2000 年从父亲哈菲兹·阿萨德手
中接过总统职务后，已经担任了两任总统。 在 2000
年和 2007 年，他都以超过 90％的支持率当选叙利
亚总统。

2011年 3月叙利亚危机爆发后， 巴沙尔下台成
为受西方国家支持的叙反对派最核心的诉求。 为缓和
紧张局势，改善国内政治环境，2011年 8月，叙颁布新
的“政党法”和“选举法”。2012年 2月，叙举行公投，
通过新宪法。 2014年 3月，叙议会通过新选举法。

根据新宪法， 总统由选民直接选举， 任期为 7
年，只允许连任 1 次。 总统候选人需获得绝对多数
选民票数才能当选。

（新华社大马士革 6 月 4 日电）

塞西全名阿卜杜勒－法塔赫·赛
义德·侯赛因·哈利勒·塞西，1954 年
11 月出生于开罗贾迈利亚区一个普
通家庭，父亲经营一家店铺。 塞西有
两个兄弟、五个姐妹。

塞西 1969 年开始在埃及陆军步
兵部队服役，曾先后在埃及、英国和
美国的军事院校学习。 2008 年，塞西
升任埃及北方军区司令。

2011年， 穆巴拉克政权被推翻
后 ， 塞西被任命为军事情报局局
长 ，并成为暂时执掌国家政权的武
装部队最高委员会成员。 2012 年 8
月 ，塞西被时任总统穆尔西任命为

国防部长兼武装部队最高委员会
主席。 2013 年 7 月 ，塞西宣布解除
穆尔西的总统职务并公布过渡时
期路线图。

塞西在过渡政府中担任国防部
长、第一副总理，并继续担任武装部
队最高委员会主席。 2014 年 1 月，临
时总统曼苏尔授予塞西“元帅”这一
埃及最高军衔。 3 月 26 日，塞西辞去
武装部队总司令和国防部长职务，并
宣布参加总统竞选。

塞西未加入任何政党，有 3 个儿
子和一个女儿。

（新华社开罗 6 月 4 日电）

强人塞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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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省陵水黎族自治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陵水黎族自治县卫生局

关于直接招录医疗卫生专业技术人才的公告
为解决陵水黎族自治县医疗卫生机构专业技术人才长期缺乏的

问题，提升县域医疗卫生服务队伍的整体水平,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
革，建设更高水平的医疗卫生服务环境，让医疗卫生改革成果广泛惠
及人民群众。结合当前医疗卫生工作实际， 经陵水黎族自治县政府常
务会议同意，决定面向全国高等医学院校直接招录 29 名医疗卫生专
业技术人才。 各院校现场招聘见面会时间安排如下：第一站：海南医
学院（2014 年 6 月 6 日）；第二站：哈尔滨医科大学（2014 年 6 月
9-10日）；第三站：重庆医科大学（2014年 6月 12-13 日）。 具体详
细事项请登陆陵水黎族自治县人民政府网（http://www.lingshui.gov.
cn/）查阅。 热烈欢迎各级各类医疗卫生专业技术人才届时到现场参
加招聘见面会。 联系人：邓丕兴 18976891989

陵水黎族自治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陵水黎族自治县卫生局

2014年 6 月 3 日

我公司在三亚中心城区有住宅用地
一宗，规划建筑面积 10万平米，该项目地
理位置优越， 地块方正平整利用率高，产
权清晰无纠纷，周边配套设施完善交通生
活方便， 产品定位清晰准确预测利润可
观，现将此项目对外全部转让或转让部分
股权。 如有意向，详情面议。

联系人： 俞先生 18976217345

转让三亚地产项目

海口市秀英区人民法院

公告
（2013）秀执字第 604 号

申请执行人海南仲裁委员会与被执行人海南华山房地产开
发总公司、海南华山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物权确认纠纷一案，海口
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2）海中法民（环）终字第 150 号民事
判决书，被执行人拒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本院拟将
被执行人海南华山房地产开发总公司名下的座落于海口市秀英
区石山镇施茶村委员会 182 亩土地中的 17 亩土地使用权过户
至申请执行人海南仲裁委员会名下[土地使用权证号：海口市国
用（2009）第 001935 号]，如对上述土地权属有异议者，请自公告
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提出书面异议并提供相关证据材料，逾
期本院将依法强制执行。

特此公告
二 0一四年五月十四日

拍卖公告
受委托，兹定于 2014年 6月 23日上午 10时对以下标的物依

法按现状在山西省产权交易中心交易大厅 （太原市迎泽大街 388
号国际大厦 2层）以电子竞价方式进行公开拍卖，特公告如下：

一、拍卖标的：位于海南省万宁市兴隆旅游区温泉高尔夫度
假公寓 3号楼房屋一套；

二、特别提示：
有意竞买者请于 2014 年 6 月 20 日 15:00 前， 交纳竞买保证

金人民币 5 万元整（保证金不计息），并持有效证件及竞买保证金
缴款凭证到山西省产权交易中心办理竞买登记手续。

预展时间：2014年 6月 5日-2014年 6月 20日
预展地点：标的物所在地

有关报名事宜请咨询：山西省产权交易中心（有限公司）
地址：山西省太原市迎泽大街 388号国际大厦 14层
联系人：胡女士 电话：0351-4086901，15536661405
有关标的物详情请咨询：山西博奥拍卖有限公司
地址：临汾市幽并街 33号小麦研究所旧办公楼四层
联系人：武先生、张女士
电话：13934605600，15035709225
保证金汇入以下指定账户：
收款单位：山西省产权交易中心（有限公司）
开户行：招商银行太原解放路支行
账号：351900659910703

山西博奥拍卖有限公司
2014 年 6 月 5 日

经财政部批准，海南省海洋与渔业厅正在执行世界银行贷款“中
国经济改革实施技术援助项目”中的一个子项目。 为进一步确保项目
的顺利实施，有必要聘请专业评估机构对项目进行评估，确保取得预
期成果。 该任务的主要内容如下：

委托咨询机构对《试点方案》等理论成果的科学性、合理性、可操
作性和适宜性进行评估， 对项目的实施过程及效果给出总体评价，并
对项目实施后能否有效优化渔业产业结构、化解水产养殖风险、带动
养殖渔民增产增收等社会效益方面进行评估。通过评估确保评估成果
资料翔实、数据丰富、论证严谨、方法恰当和结论准确，并对项目成果
提出完善建议和意见。

对此工作有兴趣的公司/机构，可在我厅网站（http://dof.hainan.gov.
cn/wsbs/wjxz/201312/t20131204_1117732.html）下载“《海南省水产养殖
保险试点方案》研究成果评估工作任务大纲”了解更多内容，并请于
2014年 6月 3日之前向我们表达意向并提交包括以下内容的文件：

1.本公司/机构简介；
2.说明公司/机构曾经参加与完成的类似任务及取得成果；
3. 本公司有能力和时间承担本工作任务的主要业务骨干的专业

领域、资历、经验和成就等相关情况。
请有意向的公司/机构提供以上文件的电子版和加盖公章的纸质

版，在收到三家以上公司/机构的上述文件后，我们将按世界银行“基
于咨询者资历”的采购方法，评价出一家公司/机构，并就合同事宜展
开进一步磋商。

联系人：叶慧
邮政地址：海南省海口市海府路 59号省政府综合办公楼 406室
电子邮件：tcc5hndof@163.com
电话：0898-65303659；0898-65236567（传真）；13976292267（手机）

海南省海洋与渔业厅
2014年 5月 15日

海南省海洋与渔业厅
关于就“《海南省水产养殖保险试点方案》研究成果评估”

征询意向的公告

埃及最高选举委员会 3 日宣
布，前军方领导人阿卜杜勒－法塔
赫·塞西在上星期总统选举中得票
率达 96.91％， 战胜对手左翼政治
家哈姆丁·萨巴希， 以绝对优势赢
得总统选举。

选后各项调查显示， 塞西占
据绝对领跑优势， 因此 3 日的官
方表态只是把没有悬念的悬念变
为现实。

承诺给国民
一个“光明未来”
埃及最高选举委员会宣布，5

月 28日结束的总统选举投票率为
47％， 塞西获得约 2378 万票，萨
巴希获得约 76万票。

虽然塞西胜选，但实际投票率
远低于塞西竞选时的预期目标，他
当时估计 5400 万选民中会有
4000万参加投票。

当选总统后，塞西在国家电视
台发表简短讲话，承诺给国民一个
“光明未来”。塞西没有给出执政细
节， 但坚持只要努力就可以治愈国
家的一些疾患。

“我期待你们在接下来的建
设阶段继续努力，坚定决心。 你们
已经做了你们该做的，现在是工作

的时候了，”塞西说。
塞西说， 国家的未来现在仍是

一张白纸，亟待大家一道努力，在这
张白纸上填充上面包、自由、尊严和
公正。

前路挑战众多

这次总统选举是自去年 7
月穆尔西被解除总统职务后埃
及举行的首次总统选举。 路透社
评论，虽然塞西赢得广泛支持，但
前路挑战众多。受政治连年动荡，
埃及经济疲软，贫困突出，一些机
构功能接近瘫痪， 潜在政治矛盾
和危机四伏， 这些都是塞西上任
后亟待他出手解决的问题。

就这次选举的一些数据，西方
媒体分析，低投票率从某种程度上
反映出选民心理，一些未出门投票
的选民可能是因为没有心仪的候
选人而放弃投票。

这意味着，上任后，塞西的执
政支持率可能会比选举支持率低
不少，因此，今后如何维系支持率
是塞西的一大难题。

不过，就短期看，塞西的执
政根基不错。 就在 3 日晚间，开
罗城内一些民众放烟花表达心
情。

首抓安全与经济

“塞西把我们从生活的梦魇
中拯救出来，”在一家电脑店打工
的 50岁选民纳迪娅·易卜拉欣说，
“当埃及在走下坡路时，塞西把我
们举起来。 ”

30 岁的店员雷法特·艾哈迈
德说：“就现在而言， 我认为是时
候请自由为稳定和安全让步了。没
有安全的自由能给我们带来什
么？ ”

一些分析师判断，塞西就任总
统后，首抓的两大议题将是安全与
经济。 一方面，频发的袭击事件给
社会安定和政治稳定构成威胁；另
一方面，多年政治混乱重创埃及旅
游业和投资业。 下一财年，埃及的
经济负担沉重，仅能源补贴一项就
将耗费 190亿美元，高失业率和腐
败问题也将成为经济难题。

此外，微妙的地区外交关系也
需要塞西巧妙操作。在穆兄会问题
上，不同国家的态度直接影响对埃
及的援助。沙特阿拉伯、阿联酋、科
威特等支持排斥穆兄会的国家眼
下正在往埃及投钱，而另外一些国
家则另眼相看。

凌朔（新华社供本报特稿）

叙总统选举
谁执牛耳

前军方领导人

塞西当选埃及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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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巴马换回来的是一逃兵？
美国军方高层 3 日说，针对有

关美军士兵鲍·伯格达尔在擅自离
队后遭塔利班俘虏的说法，军方将
展开调查。

战友称
他留下纸条溜出基地

美国政府用 5 名塔利班囚犯
“换回”被俘士兵伯格达尔，引发
一些与伯格达尔同期在阿富汗服
役士兵的不满。

《纽约时报》援引一名前军方
官员的话报道，伯格达尔 2009 年
被俘前，偷偷溜出位于阿富汗与巴
基斯坦边境地区的基地，还留下纸
条， 称自己已经厌倦了军队和战
争，决定开始新生活。

路透社援引一些伯格达尔的
战友在互联网上的描述称，伯格达
尔离开时没有穿防弹衣，没有携带
配发的武器装备。

根据美国外交电报中的信
息， 美军官员在点名时发现伯格
达尔失踪， 随后在截获的通信中
听到塔利班武装人员称 “一名拿
着相机的美军士兵正在找能说英
语的人”。

一名不愿公开姓名的美国官
员说：“我们相信他 （伯格达尔）
自行离开。但如果不能证实他有意
为之，不可能认定他擅离职守。 ”
按这名官员的说法，需要进行调查
才有望弄清事实。

据一些伯格达尔的战友描述，

数名美军士兵在搜寻伯格达尔的行
动中身亡。五角大楼先前说，无法证
实相关的媒体报道， 也不清楚伯格
达尔失踪前后的情况。

若违纪属实或受惩处

退役美军中士乔希·科德尔
是伯格达尔的战友。 他在接受美
国全国广播公司“今日”节目采
访时说， 他对政府用塔利班囚犯
换回伯格达尔感到“失望”，因为
他服役的部队曾经辛苦追捕塔利
班头目。

“你难道就让这些人（塔利班
囚犯）走，换回一个你早已知道是
自行离队的人？”科德尔说，“这不
对。 ”

对于这些针对伯格达尔的质
疑， 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马
丁·登普西说， 如果军方找到伯格
达尔违纪的证据，这名被俘 5 年的
士兵依然可能受到惩处。

“我们陆军的领导人不会无
视已经发生的违纪行为，”登普西
在一份声明中说。

他同时强调， 伯格达尔在被
认定有罪前是无辜的。 “有关这
名特定士兵行为的问题与救回
任何被俘美军成员是两回事，”
登普西说，“这可能是最后、也是
最好的机会把他救出来。 至于他
被俘时的情况，当他可以提供这
些信息的时候， 我们会知道事
实。 ”

奥巴马坚持
为政府做法辩护
美国政府的换囚做法在国会中

引起反弹。 一些共和党议员认为，总
统贝拉克·奥巴马违反国防授权法
规定，没有在换囚前提前通知国会。

面对国会的质疑声音，正在欧洲
访问的奥巴马 3日回应：“无论情况
如何，无论事情会如何发展，我们救
回一名被俘的美军士兵。 句号。 ”

但在奥巴马坚持为政府的做法
辩护的同时，一些参议员披露，有白
宫高级官员已经致电多名参议员，
就没有提前“通气”表示道歉。

5名获释塔利班成员
在卡塔尔行动自由
卡塔尔一名高级官员 3 日说，

卡塔尔已把因与美军士兵交换而
获释的 5 名塔利班成员安置在一
处住宅中，并允许他们在卡塔尔国
内自由行动。

这名官员说：“这 5名男子都已
接受体检，他们现在和家人一起住在
多哈一处住宅中。 在卡塔尔国内，他
们可以自由行动。 ”由于未获授权发
布消息，这名官员不愿公开姓名。

他同时说，这 5 名塔利班成员
都已获得卡塔尔居留权，在多哈不
会被当成犯人对待。 另外，美国官
员不会参与监督他们的行动。

林 昊 （新华社供本报特稿）

美国政府用 5 名塔利班囚犯“换回”被俘士兵伯格达尔，引发一些与伯格达尔同期在阿富汗服役
士兵的不满。 有人称他是擅自离队后遭塔利班俘虏，军方将展开调查。

塔利班武装称

他是一名
价值很高的人质

美国政府日前用 5 名重要的塔
利班囚犯换回了被俘美国士兵鲍·伯
格达尔。 媒体 1日披露，塔利班武装
认为伯格达尔是一名价值很高的人
质，对他予以“优待”。 伯格达尔在
囚禁期间不仅开始喜欢喝阿富汗绿
茶，还教会看押人员打羽毛球，甚至
能庆祝圣诞节和复活节等宗教节日。

伯格达尔在 2009 年被俘后，曾
被多次转移关押，最终被囚禁在巴基
斯坦北瓦济里斯坦部落地区。

与塔利班存在关联的极端组织
“哈卡尼网络”一名巴基斯坦籍指挥
官 1日对媒体披露，伯格达尔在囚禁
期间与看押人员接触，尝试适应新的
生活，但同时也坚持原有生活方式。

“他喜欢喝阿富汗绿茶。 他一天
要喝很多绿茶，其中很多是他自己泡
制的，”这名指挥官在电话中告诉记
者。

随着与看押人员相处日久，伯格
达尔已经熟练掌握了当地语言普什
图语和达利语。

但与看押人员普遍嗜食肉类不
同，这名指挥官称，伯格达尔“喜欢
吃蔬菜，每周只吃一次或两次肉”。

看押人员曾试图向伯格达尔传
授自己的宗教教义，并给他提供了宗
教书籍，但伯格达尔显然另有所好。

“他把更多的时间用来打羽毛
球或者帮忙做饭。 他喜欢打羽毛球，
经常与他的看押人员打羽毛球。 实

际上， 他教会了许多武装人员打
球，”他说。

此外， 伯格达尔坚持过圣诞节，
还邀请塔利班武装人员参加。

“他从来不会错过他的宗教节
日。 他会在圣诞节和复活节到来前
几周告诉看押人员，并与他们一起庆
祝，”他说。

安全分析师伊姆蒂亚兹·居尔解
释说，塔利班武装人员认为伯格达尔
是一个高价值人质，伤害他会带来负
面影响。

“这些组织通常会这样对待人
质，”他说。

虽然伯格达尔似乎受到 “优
待”，但有专家称，28 岁的伯格达尔
在长达 5 年的囚禁生活中遭到严重
的心理伤害，这需要数年或更长时间
才能恢复，获释只是他获得新生的第
一步。

张伟（新华社供本报特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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