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韩国举行总统选举
选前最后一次民调：文在寅以40％左右的支持率领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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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第19届总统选举9日上午
6时开始正式投票，韩国选民前往遍
布全国的13964个投票站，选举下
一任总统。以下是有关韩国总统选
举一些鲜为人知的细节。

■本届当选总统将成为韩国
1948年建国以来的第19届总统，却
仅是任职总统的第11人。首任总
统李承晚连任4届，其继任者朴正
熙1961年通过军事政变夺权，连任
5届。前总统全斗焕则在1980年至
1988年连任两届。

1987年，韩国修改宪法，规定
总统只能担任一届，即5年，不得连
任。不过，近年来多名主要总统候
选人均主张修改宪法，允许总统连
任两届。

■韩国中央选举管理委员会公
布的数据显示，最初共有19人报名
参加本届总统选举。除几大主要候
选人外，一些“另类”独立候选人也
受到媒体关注，包括职业算命先生、
玉米研究博士以及多名有过犯罪前
科的人。

最终，共有15人正式报名参选
总统，其中两人在最后阶段宣布退
选。不过，这两名退选者的名字仍
将出现在选票上，旁边注明“已退
选”字样。

■由于参选人数多达15名，这
次的选票长度也创下新纪录，达
28.5厘米，被称为韩国“史上最长选
票”。选举组织方共印刷了约4240
万张选票，累计厚度达4248米。

■据估计，韩国中央选举管理
委员会为本届大选的花销将达约
3110亿韩元（约合19亿元人民币），
这笔费用最终将由纳税人买单。其
中，1800亿韩元（11亿元人民币）用
于委员会自身花销，另外421亿韩
元（2.6亿元人民币）用作在国会拥
有议席的 5大主要政党的选举基
金。

■根据规定，每名候选人在所
有宣传活动上的支出最多为509亿
韩元（约合3.1亿元人民币），而且必
须由候选人本人或其政党负担。得
票率较高者在拉票阶段的花费将获
得中央选举管理委员会“返现”。

其中，如果候选人所有活动均
合乎相关法律规定，并且得票率超

过15％，那么选举委员会将返还其
100％的拉票花费。如果候选人得
票率超过10％但不足15％，将被返
还50％的花费。得票率不足10％
的候选人将全部自掏腰包，无法得
到“返现”。

■由于前总统朴槿惠遭弹劾下
台，本届总统选举的获胜者将直接
履新，这名新总统将成为韩国历史
上担任“当选总统”时间最短的人。

■韩国媒体报道，朴槿惠虽然
目前身在看守所，但由于未被定罪，
仍有权在这场选举中投票。不过，
朴槿惠最终选择不投票。针对这一
消息，她所在的看守所官员以尊重
其隐私为由，拒绝作出回应。

张旌（新华社专特稿）

3 月 10 日，总统朴槿惠被弹
劾罢免，按规定韩国必须在60天
内举行总统选举，因此本届选举
由原计划的今年 12 月提前至 5
月9日举行。也是由于这一特殊
背景，新当选总统将在选举委员
会正式确认后，立即获得职权。

韩国 1987 年改宪实行总统
全民直选制。总统由国民直接
选举产生，任期5年，不得连任。
根据相关法律，政府官员和政党
党首不得竞选总统，如果参选必
须先辞去原有职务。现任国会
议员不需辞职也可参选。

按照程序，各党派需在经过
激烈的党内竞争后，各自推举一
人为该党总统候选人。在最终
选举中，获得简单多数票的候选
人将当选为总统。

本届选举竞选阶段为4月17
日至 5 月 8 日，候选人可在此期
间开展媒体宣传、现场演讲等拉
票活动，但其竞选活动的最高资
金投入、海报及竞选广告投放数
量等均受到严格限制。选举委
员会将依据最终投票结果，为达
到一定得票率的候选人“报销”
一定比例的竞选资金。

根据韩国宪法，总统是国家
元首和全国武装力量司令，在政
府系统和对外关系中代表整个
国家。总统是内外政策制定者，
可向国会提出立法议案等。总
统也是国家最高行政长官，负责
各项法律法规的实施。总统通
过国务会议行使行政职能，国务
总理为总统主要行政助手，由总
统任命，但须经国会批准。

总统无权解散国会，但国会
可通过弹劾方式制约总统，使其
最终对宪法负责。韩国国会2016
年12月9日通过针对时任总统朴
槿惠的弹劾动议案，宪法法院今
年3月10日裁定支持弹劾，使朴
槿惠成为韩国首名被弹劾罢免的
总统。韩国一些政界人士曾因朴
槿惠遭弹劾以及“亲信干政”事
件，对韩国现行制度提出质疑，呼
吁修改宪法。但至本次总统选举
前，修宪一事仍在争论当中。

（新华社首尔5月9日电）

随着法国大选7日落下帷幕，法国前经济部
长、“前进”运动候选人埃马纽埃尔·马克龙将成为
法兰西第五共和国近60年历史上最年轻的总统。

和马克龙一起备受全球瞩目的，还有他的妻
子布丽吉特。提到布丽吉特，马克龙这样说道：

“没有她，我就无法成为自己。”

从老师到导师

1953年，布丽吉特·特罗尼厄生于法国北部
城市亚眠。她年长马克龙24岁，是马克龙中学时
代的语文教师。当时，布丽吉特还负责学校的话
剧团并曾辅导马克龙参加话剧表演。

在中学时代，布丽吉特就发现马克龙天资过
人。美国《赫芬顿邮报》援引布丽吉特的话报道
说，中学时期，马克龙表现出的“文化修养和聪慧
过人让人惊叹”。

2006年，布丽吉特和丈夫离婚，两人当时育
有三个子女。第二年，布丽吉特和马克龙结婚。

2014年，马克龙出任法国经济、工业和数字
经济部长后，布丽吉特从任职的一所巴黎高中辞
职，为马克龙的工作出谋划策，成为名副其实的

“贤内助”。法国电视三台播出的一部纪录片中有
这样一个片段：马克龙练习演讲时，布丽吉特在一
旁提醒说：“你的声音降下来了，要提高声调。”马
克龙坦言，妻子对自己的工作投入很大精力，“她
的想法对我很重要”。

2016年8月，马克龙辞去经济部长一职，同
年11月正式宣布参加2017年总统选举。自马克
龙开始竞选活动以来，布丽吉特一直不离左右：安
排日程、修改演讲稿、对马克龙的舞台表现提出建
议……布丽吉特接受法国《巴黎竞赛画报》采访时
曾这样说：“我需要照料所有的事情，尽最大可能，
保护马克龙。”

马克龙将自己的成功归功于布丽吉特，称她
是自己“最亲近的知己”：“她一直伴我左右，没有
她，我就无法成为自己。”

从幕后到台前

据英国《观察家报》网站8日评论说，眼下尚
不清楚布丽吉特会以怎样的方式继续支持丈夫的
工作，不过更可能的是获得官方职务，向马克龙提
供帮助。

在法国，第一夫人并不拥有官方工作，不过马
克龙坦言，希望妻子可以获得官方职务，支持自己
工作。美国《福布斯》杂志网站援引马克龙的话
说，布丽吉特“不会藏在幕后或仅仅发个推特，她
将和我并肩奋斗”。

“布丽吉特会获得存在感，可以有发言权，对
事情可以发表自己的观点，”法国《玛丽－克莱尔
报》援引马克龙的话说，“她将在我身边，就像以前
一样，不过这次她会拥有公众角色。”

马克龙坦言，在布丽吉特的影响下，自己成为
一名女权主义者，并承诺上任后会对收入平等和
女性产假更加关注。同时，马克龙表示，今年6月
举行的国民议会选举中，他领导的“前进”运动的
候选者中一半人数将为女性。

王逸君（新华社专特稿）

成就马克龙的女人

布丽吉特

法国总统选举7日结束，“前进”运动候选人
埃马纽埃尔·马克龙当选新一任总统，迈出他推动
变革的第一步。对马克龙而言，更为重要的还有
第二步，即赢得有着“第三轮选举”之称的法国议
会选举，这一选举将决定议会多数派归属，影响法
国政府未来五年的实际执政方向。

马克龙所领导的“前进”运动于去年6月成
立，眼下在议会并无席位。如果该运动不能在议
会选举中赢得多数席位，马克龙的政策推行难免
受到影响，他还可能被迫组建联合政府，甚至沦为

“名义上的总统”。
在马克龙之前，出身右派的前总统雅克·希拉克

就曾在1997年因议会竞选失利，不得不任命左派社
会党人利昂内尔·若斯潘为总理，搭档了5年时间。

马克龙曾在被任命为法国经济、工业和数字
经济部长，但从未经由选举出任公职，背后也没有
根基深厚的政党支持。此次赢得选举，能否顺利执
政备受外界关注。英国《卫报》8日报道，“前进”运
动将更名“共和国前进”运动，全力备战议会选举。

该运动秘书长理查德·费朗说，议会选举是马
克龙不得不面对的第二步。

陈立希（新华社专特稿）

要坐稳总统宝座

马克龙还需“关键一步”

新华社首尔5月9日电（记者陆
睿 耿学鹏 王家辉）韩国第19届
总统选举9日上午开始正式投票，
韩国选民将前往遍布全国的13964
个投票站，选出下一任总统。

这是韩国1987年改宪以来首
次在总统缺位状况下选举总统。本
届选举共有15名候选人登记，其中
两人在竞选最后阶段退出。主要角

逐者有5人，分别是共同民主党文在
寅、国民之党安哲秀、自由韩国党洪
准杓、正党刘承旼和正义党沈相奵。

本次选举的投票时间为当地时
间 9日 6时（北京时间 5时）至 20
时，选民必须持身份证到居住地所
属的指定选区投票。

韩国选情分析人士预计，大选
初步计票结果可能会在当天午夜前

后出炉，确切结果要等到10日凌晨
才能揭晓。

在韩国民调机构选前的最后一
次民意调查中，文在寅以40％左右
的支持率领先排名其后的安哲秀和
洪准杓大约20个百分点，是本次选
举最大热门。

据韩国中央选举管理委员会统
计，本届总统选举登记选民超过

4247万人，比上届选举有所增加。
本次总统选举首次引入了“事先

投票”制度，方便9日无法投票的选
民提前行使投票权。超过26％的选
民参加了4日和5日举行的“事先投
票”，创下这一制度被引入国会、地方
政府等选举以来的最高投票率。

此外，与 2012 年总统选举相
比，本次选举的投票时间延长了两

个小时，中央选举管理委员会预测
本次选举总投票率有望超过80％，
成为近20年来投票率最高的总统
选举。

韩国1987年改宪实行总统全民
直选制，总统任期5年且不得连任。

由于前总统朴槿惠遭弹劾罢
免，本届韩国总统选举由原定的今
年12月提前至5月9日举行。

韩国大选那些鲜为人知的细节
韩国第19届
总统选举

韩国总统选举大事记
韩国第19届总统选举9日早6时开始正式投票，韩国选民前往遍布全国的13964个投票站，选举新

总统。以下是前总统朴槿惠遭弹劾后，有关本届总统选举的重要事件盘点。

3月10日

韩国宪法法院
通过针对朴槿
惠的弹劾案，朴
槿惠成为韩国
历史上首名被
弹劾罢免的总
统，失去司法豁
免权。

3月15日

韩国政府宣布，总
统选举定于5月9
日举行。代行总统
职权的国务总理黄
教安表示，自己不
参加新总统角逐。
此前，黄教安被认
为是保守阵营有力
的潜在参选人。

3月21日

朴槿惠首次接
受检方“面对
面”问询，时长
达21小时。这
创下韩国前总
统遭检方问询
时间最长的纪
录。

3月27日

检方向法院申
请针对朴槿惠
的逮捕令。

3月28日

从朴槿惠所在的新
国家党分裂出的正
党举行党内初选，
朴槿惠前助手、担
任过四届国会议员
的刘承旼当选正党
总统候选人。

3月31日

韩国法院当天凌晨签
发对朴槿惠的逮捕
令，朴槿惠随即被移
送至首尔看守所。同
日，更名为自由韩国
党的原新国家党举行
全体党员大会，推选
庆尚南道知事洪准杓
为总统候选人。

4月3日

文在寅赢得
共同民主党
党内初选，成
为该党总统
候选人。

4月4日

安哲秀当选
国民之党总
统候选人。

4月13日

5 名主要总统
候选人举行首
场电视辩论。

4月15
-16日

参选者正式
向韩国中央
选举管理委
员会注册登
记。

4月17日

为期22天的
选战正式敲
响。

4月25
-30日

境外投票活动
启动，可在境外
投票的选民包
括留学生、海外
工作人员、游客
以及旅外侨民
等 19岁以上的
韩国公民。

5月2日

正党13名议员集
体退党，宣布重回
自由韩国党并支
持这个执政党的
总统候选人洪准
杓。同日，5名主
要候选人举行最
后一场电视辩论。

5月3日

民调机构公布选前
的最后一次民调结
果。“真实计量器”民
调结果显示，文在寅
支持率为 42.4％，
排名第一。安哲秀
和洪准杓支持率均
为18.6％，并列第二
位。

5月4日至5日

总统选举“事前投
票”举行，共有约
1107 万 选 民 参
加 ，投 票 率 为
26.06％，创下韩
国引入这一制度
以来的投票率最
高纪录。

5月9日

总统选举正式
投票在全国范
围举行。

在民调机构选前最后一次民调中，是最热门候选人

（据新华社电）
制图/张昕

法国当选总统埃马纽埃尔·马克龙的妻子布
丽吉特在集会上。 新华社/美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