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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计票结果显示

菲律宾

政局观察

杜特尔特赢得菲律宾大选

巴西

中国外交部：希望菲新一届政府同中方相向而行

新华社北京 5 月 10 日电（记者
靳若城、王卓伦）外交部发言人陆慷
10 日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希望菲
律宾新一届政府同中方相向而行，采
取切实措施妥善处理有关分歧，推动
中菲关系重回健康发展的轨道。
有记者问，菲律宾选举委员会
10 日凌晨公布的菲大选初步统计结
果显示，现任达沃市市长杜特尔特赢

国际观察
菲 总 统 选 举 结 束 ，杜
特尔特距就任总统仅有一
步之遥，他带领的菲律宾
将如何应对诸多内外问
题？他未来的内政、外交
等新举措受到外界关注。

得大选，中方对与菲新政府发展两国
关系有何期待？
陆慷表示，中方关注菲律宾举行
的大选。他强调，菲律宾是中国的近
邻，两国人民之间有着传统友谊。中
方一贯重视发展对菲关系，努力维护
两国关系大局。
“但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两国
关系近年来遭遇严重困难。”陆慷说，

希望菲律宾新一届政府同中方相向
而行，采取切实措施妥善处理有关分
歧，推动中菲关系重回健康发展的轨
道。
“希望中菲关系的明天会更好。”
据报道，杜特尔特曾表示，菲中
可共同开发近海油气资源，他当选后
将召集美、日、澳和其他主权声索国
通过多边谈判解决南海有关争议。
对此，陆慷表示，在南海问题上，

中方赞同并倡导东盟国家提出的“双
轨思路”，即有关争议由直接当事国
在尊重历史事实的基础上，根据国际
法，通过谈判协商妥善解决；南海地
区的和平稳定由中国和东盟国家共
同维护。
“中方还主张，在有关争议解决
之前，地区国家应当通过制定规则、
建立机制妥善管控分歧，通过开发与

杜特尔特——
将如何应对诸多内外问题
外交受关注
观察人士认为，杜特尔特上台
后，必将认真评估菲律宾自身利益及
周边环境，谨慎作出决定，在美国的
军事、政治影响下，菲律宾的对华态
度能发生多少改变，
尚不得而知

缘何胜选
主要源于特别的竞选策略,
和美国总统竞选人特朗普的竞
选套路有相似之处，善于引导选
民情绪

B

内政有挑战
之前曾表示如果当选总统，
会在几个月的时间内解决腐败、
毒品和犯罪问题。当选后，杜特
尔特如果要实践诺言，很可能引
发较严重的社会对立

5 月 9 日，
在菲律宾达沃市，菲总统候选人、达沃市长杜特尔特接受媒体采访。

新华社/路透

众议院代议长出尔反尔

总统弹劾案
惊现戏剧性一幕
■上午，众议院代议长签署
决定，废止已通过的弹劾案，并将
该案从参议院收回；下午，参议院
议长则宣布将继续按原有程序审
理弹劾案；午夜，众议院代议长再
宣布，撤销他当日早些时候签署
的废止决定
■参院11日将进行第一次全
体投票表决弹劾案

C

■在中国南海问题
上，杜特尔特或倾向于中
菲对话，他曾表示，菲中可
共同开发近海油气资源，
他当选后将召集美、日、澳
和其他主权声索国通过多
边谈判解决南海有关争
议。但由于总统阿基诺近
年来炒作南海问题，杜特
尔特恐怕难以一下子扭转
部分菲律宾人对中国的片
面看法。
■曾表示要与美国和
澳大利亚断交。不过，观
察家认为，这不过是逞口
舌之快而已。菲将于
2019年中期举行议会选
举，如能掌控国会，杜特尔
特阵营的话语权才可能更
有效。

A

合作争取实现互利共赢。”陆慷说。
新华社马尼拉 5 月 10 日电 菲
律宾选举委员会 10 日凌晨的最新计
票结果显示，达沃市长杜特尔特在总
统选举中已获得 1450 万张选票，获
胜已成定局，但需要国会确认后正式
公布。
菲律宾国会参众两院预计在 6
月初召开会议宣布总统选举获胜者。

观察人士认为，尽管杜特尔特在
竞选过程中发表过一些在外交政策方
面的讲话，但他就任总统后必将认真
评估菲律宾自身利益及周边环境，谨
慎作出决定。
在中国南海问题上，杜特尔特或
倾向于中菲对话，但由于总统阿基诺
近年来炒作南海问题，杜特尔特恐怕
难以一下子扭转部分菲律宾人对中国
的片面看法。
杜特尔特也曾表示要与美国和澳
大利亚断交。不过，观察家认为，
这不
过是逞口舌之快而已。菲将于2019年
中期举行议会选举，如能掌控国会，杜
特尔特阵营的话语权才可能更有效。
不过，美国与菲律宾近年来关系
愈 发 密 切 ，美 国 军 事 力 量 重 返 菲 律
宾。杜特尔特上台后，
在美国的军事、
政治影响下，菲律宾的对华态度能发
生多少改变，尚不得而知。总之，菲律
宾的外交政策，
不能以竞选说辞为准，
还需看杜特尔特执政以后的表现。
（新华社马尼拉 5 月 10 日电）

今年大选中，杜特尔特能脱颖而
出，主要源于特别的竞选策略。菲律
宾德拉萨列大学政治学教授胡里奥·
蒂汉基认为，杜特尔特和美国总统竞
选人特朗普的竞选套路有相似之处，
善于引导选民情绪。
竞选中，他利 用 菲 律 宾 民 众 长
期以来对社会治安问题的不满情绪

吸引民众的注意力。作为达沃市
长，在充斥枪杀、绑架、勒索和走私
的棉兰老岛治理出秩序井然的达沃
市，杜特尔特的政绩得到不少选民
认可。选民期待，在杜特尔特的带
领下，长期以来的治安问题能够得
到解决。
在 2015 年总统候选人登记时，

杜特尔特一直称不想竞选总统，直
到当年 12 月利用更换党派推荐人的
方式最后一刻参选。一开始的低调
导致其他候选人和阿基诺政府都没
有把“火力”集中到杜特尔特身上，
也没有来得及制定针对杜特尔特的
策略。
杜特尔特的竞选言辞带有攻击

性，他在演讲时批评现总统阿基诺的
政府，指称其政策“完全是幻想，只有
腐败”。他还称前内政部长、执政党
候选人罗哈斯是
“笨蛋”。
蒂汉基认为，近年来，菲律宾经
济的中高速增长让中产阶级比例有
所上升，他们对要改变“游戏规则”的
杜特尔特同样抱有好感。

由于缺乏在首都执政的经验，杜
特尔特在菲国会内部少有政治盟
友。他曾表示，如果上任后国会要与
他对着干，他将成立一个“革命政府”
推进他的改革措施。
不 过 ，杜 特 尔 特 遇 上 了 好 时
机 。 未 来 6 年 中 ，菲 律 宾 最 高 法 院
的 15 名法官中，将有 11 名法官到达

退休年龄，这对拥有提名权的总统
无疑是个好消息。在政府与国会出
现分歧时，可以将争议事件交由高
院裁决，或许可以获得有利于总统
的结果。
此外，杜特尔特在选前已经向警
察系统承诺，将提高他们的收入，预
计能获得警方支持。不过，一些政治

分析人士认为，杜特尔特之前曾表示
如果当选总统，会在几个月的时间内
解决腐败、毒品和犯罪问题。当选
后，杜特尔特如果要实践诺言，很可
能引发较严重的社会对立。
当 地 观 察 家 告 诉 记 者 ，菲 律 宾
的腐败、毒品和犯罪等问题与部分
传统政治力量有着千丝万缕的联

系。此外，菲律宾参议员安东尼奥·
特里利亚内斯四世与杜特尔特的争
斗近日公开化，可能成为未来政治
斗争的导火索。特里利亚内斯表
示，在杜特尔特就任总统后立即对
他进行弹劾，而杜特尔特也表示就
任总统后将对特里利亚内斯发起叛
国罪指控。

当地时间 9 日午夜，巴西众议院代议
长瓦尔迪尔·马拉尼昂宣布，撤销他当日早
些时候签署的废止众议院总统弹劾案的决
定。
撤销决定是在其致参议院议长雷南·
卡列罗斯的一项通知中公布的。

罗塞夫：静观其变
马拉尼昂 9 日在一份新闻公报中说，
弹劾案的开启出于“恶意”，并受到某些党
团“诱导”，因而“没有法律效力”。按照他
的说法，某些议员在投票中遭到所属党派
领袖指使。
马拉尼昂说，众议院上月高票通过总
统弹劾案，
“未经详察对罗塞夫作出仓促判
断”
，没有给予她
“充分的辩护权”。
按照马拉尼昂的决定，弹劾案将从参
议院回到众议院，经过 5 次会议审议重新
进行投票。
路透社报道，
罗塞夫对废止弹劾案的决
定似乎颇感吃惊。她在当天公务活动上说，
与大家一样，
她是
“从手机上获知”
这一消息。
罗塞夫表示，
“ 不知道结果会怎样”，
“我们生活在充满狡诈和诡计的时代”。她
要求大家
“慎重对待”
、
“静观其变”。

参院：按原有程序进行
针对马拉尼昂宣布的决定，参议院议
长卡列罗斯表示：
“令人意想不到。”
卡列罗斯表示，参议院将无视这一决
定，按原有程序继续审议对罗塞夫的弹劾
案，因为参议院审议弹劾案已数周，而且特
别委员会已通过弹劾报告，现在废止程序
已不可能。
卡列罗斯还提到 1992 年对时任总统
费尔南多·科洛尔·德梅洛的弹劾案，当时
参院也收到众议院可能废止弹劾的通知，
但仍坚持走完弹劾程序。
“如果接受了这种玩弄民主的决定，
我就成了拖延（弹劾）进程的共犯，”卡列
罗斯说。
作为回应，马拉尼昂紧急召开新闻发
布会，
否认
“玩弄民主”
之说，并称其决定具
有宪法依据。
“我知道这是一个微妙时刻，
但我们有责任通过辩论来挽救民主。”
参议院定于 11 日举行第一次全体投
票表决。一旦以简单多数票通过弹劾案，
罗塞夫将暂时离职 180 天，由副总统米歇
尔·特梅尔代行总统职务。

外界热议
美国
美国总统竞选人唐纳德·特朗普在
印第安纳州共和党初选中大获全胜，
他
的最后两名党内竞争对手随后宣布退
选，
使得从无执政经验的特朗普几乎锁
定了党内提名；民主党方面，前国务卿
希拉里·克林顿已经锁定 2228 张选举
人票，
距离党内提名也只有一步之遥。
如果不出意外，今年美国总统选
举最终是特朗普对阵希拉里。美国大
选中，对华政策经常是竞选人挂在嘴
边的话题。特朗普、希拉里在对华经
贸合作、南海问题等重要事项上都做
过哪些表态，其中又有几分靠谱？

都打“中国牌”
从以往美国总统选举的经验看，
打“ 中 国牌 ”是惯例 ，指责中国也常
见。在这一点上，特朗普与希拉里都
不能免俗。
特朗普方面，为在经济不景气的
背景下赢得蓝领阶层支持，他多次妄
称中国操纵人民币汇率、实行关税保
护政策，导致大量工作机会从美国流
■■■■■

希拉里与特朗普

对华政策
失，许多美国本土工厂倒闭。
特朗普甚至宣称，
如果当选总统，
他要对从中国进口的商品征以 45％
的高关税，
以保护国内产业。
再看希拉里。她曾一度支持全球
自由贸易，
但近来
“口风突变”，不仅开
始反对美国政府提出的《跨太平洋伙
伴关系协定》
（TPP），对华贸易方面的
表态也越发强硬。据《外交政策》网站
报道，希拉里日前指责中国以低价向
全球市场“倾销”钢铁，使得英美等国
钢铁行业遭受重创。
对于二人的指责，有经济专家指

PK

一。在她看来，对外强硬或许更能彰
显美国所谓
“领导力”
。
在回忆录《艰难抉择》一书中，对
于美国插手南海问题，希拉里似乎自
我感觉良好，甚至借一些外交官之口
“表扬”自己，称当时的“强硬”态度显
现美国的领导力。美国《基督教科学
箴言报》援引专家的观点说，如果希拉
里当选美国总统，她可能在南海问题
上采取比奥巴马政府更强硬的立场。

都是为了选票

出，
国际贸易与就业岗位流失之间并没
有直接关系，
国际贸易的本质是发挥各
自比较优势，
实现互利共赢。随着中美
两国经济的相互依赖不断加深，
两国应
该成为贸易伙伴而不是敌人。

经济账还是政治账？
有专家指出，对于美国今后的外
交政策，特朗普和希拉里所持立场有
所不同。特朗普强调向内收缩，而希
拉里坚持在海外加大美国影响力。
特朗普是地产大亨，在竞选中似

乎也更偏向于算经济账。近来，在多
次演讲中，特朗普特别强调美国本土、
尤其是经济领域的发展。
就如何处理对华关系，特朗普也
相当关注经济层面，而地缘政治、军事
方面的议题更应该为经济服务。比
如，特朗普竞选宣传网站上说，
当与中
国进行商贸谈判时，美国可以在南海
施加军事影响力，
以
“彰显实力”。
与特朗普相比，曾经在现任美国
总统贝拉克·奥巴马第一任期内担任
国务卿的希拉里是外交老手，也是美
国“亚太再平衡”政策的主要推手之

■■■■■

分析人士指出，
“ 打中国牌”已经
成了美国总统竞选人的“必备套路”。
厥词也好，示好也罢，
都是为了选民手
中的选票。
美国和中国是世界第一和第二大
经济体，
双边关系的发展攸关全球。因
此，
对美国总统而言，
竞选的时候打
“中
国牌”
容易，
上任后兑现
“中国牌”
困难。
有专家指出，不在其位，不谋其
政。就如何对待中国，无论是特朗普
还是希拉里，
竞选时说狠话容易，
但一
旦上台，就不得不从方方面面考虑中
美关系的大局。
朱瑞卿（新华社专特稿）

马拉尼昂是众院副议长，议长爱德华
多·库尼亚上周因涉嫌巴西石油公司腐败
案遭停职后，
马拉尼昂代理议长职务。
马拉尼昂属于原执政联盟成员进步
党，一直以来与执政的劳工党关系较近。
在上月众议院全会的表决中，他就对弹劾
案投了反对票。
马拉尼昂此番扔下废止弹劾案这枚
“重磅炸弹”
，
受到热议。宪法律师艾夫斯·
甘德拉·马丁斯认为，
弹劾已经不在众议院
进行，
马拉尼昂废止决定毫无依据；巴西律
师公会会长克劳迪奥·拉马希亚表示，
马拉
尼昂
“无视已经产生的合法决定，
是在迎合
某些政治团体的短时利益”。库尼亚发表
声明，批评马拉尼昂的决定“荒唐、不负责
任而且违反规定”
。
另一方面，有媒体报道，
弹劾案主要推
手库尼亚也参与了作出废止弹劾的决定，
目的是想新掌控弹劾进程。库尼亚坚决予
以否认。
巴西渐进投资公司财物顾问安德烈·
佩尔费托认为，
罗塞夫不太可能
“翻盘”，废
止决定不过是让她获取更多辩护时间而
已。
政治风险咨询公司美国欧亚集团称，
这一决定有可能被推翻，
“最高法院很有可
能介入”。
（新华社专特稿）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