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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马克龙为首的联合阵营
得票率约为

32.32％
远超其他党派

来自多个政党的

7800多名候选人

角逐577个国民议会席位

法国多家民调机构预测：
共和国前进党阵营有望获得超过

400个国民议会席位

远超占据国民议会多数席位

所需的289席

法国内政部的初步统计显示：
此次法国国民议会选举
第一轮投票的弃投率
达到登记选民总数的

5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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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军空袭
索马里“青年党”目标

新华社华盛顿 6月 11日电 （记者陆佳飞
周而捷）美国国防部11日表示，美军当天对索马
里“青年党”目标进行了空袭。

美国国防部当天发表声明说，美军于索马里
当地时间11日上午对位于索马里首都摩加迪沙
西南方向的“青年党”目标实施了空袭，空袭是对

“青年党”近期发动的袭击索马里军事基地等行动
的直接回应。

声明没有透露空袭的具体目标，也没有提及
空袭结果。

据索马里媒体报道，索马里总统穆罕默德·阿
卜杜拉希·穆罕默德在一份声明中说，他当天早些
时候授权索马里特种部队在国际合作伙伴的支援
下对索马里南部一个“青年党”的主要训练营地发
动攻击并取得了成功。

据报道，一伙全副武装的“青年党”武装分子
8日袭击了索马里北部的一个军事基地，造成至
少59人死亡。

索马里“青年党”是与“基地”组织有关联的极
端组织，近年来在索马里及其邻国多次发动恐怖
袭击。

卡塔尔表示不会损害
断交国公民的利益

新华社多哈6月11日电（记者杨元勇）卡塔
尔内政部11日表示，卡塔尔将“依照固定的原则
和价值观行事”，不会损害在卡塔尔的与之断交国
公民的利益。

卡塔尔内政部当天发表声明说，卡塔尔不会
对在卡塔尔境内与其断交的“兄弟、友好国家的公
民”采取行动，也不会采取与这些国家降低外交级
别的措施。

声明说，生活在卡塔尔的断交国公民将在卡
塔尔依法享有完全的自由。

据报道，沙特阿拉伯、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等国
已要求其公民离开卡塔尔，同时勒令在其境内的
卡塔尔公民自断交之日起14天内离境。

巴林、沙特、阿联酋、埃及、也门等国5日分别
宣布断绝与卡塔尔的外交关系，指责卡塔尔支持
恐怖主义活动并破坏地区安全局势。随后又有一
些国家宣布与卡塔尔断交。卡塔尔外交部发表声
明对此表示遗憾和震惊，认为此举“毫无缘由”。

缅甸已找到失事军机
62名遇难者遗体

新华社仰光6月12日电（记者庄北宁）缅甸
国防军司令部12日发布通报说，已找到7日失事
军用运输机62名遇难者的遗体。

根据通报，缅甸船只当天早上在安达曼海东
部浪弄岛附近海域找到3名遇难者遗体。截至12
日上午，失事军用运输机上的122人中，已找到
62名遇难者的遗体，其中27名遇难者身份已得
到确认。

自7日展开搜救行动以来，相关海域天气时
好时坏，缅甸军方使用军用船只、民用捕鱼船、军
用飞机和直升机等执行搜寻任务。军方表示搜寻
行动还将继续。

本月7日，一架载有122人的军用运输机在
从海滨城市丹老飞往仰光途中失联。缅甸军方8
日宣布找到飞机部分残骸和遇难者遗体。

在法国民议会选举首轮投票中大幅领先

马克龙阵营大胜 为欧洲注入稳定剂

马克龙的胜利 欧洲的胜利
前沿视点

法国内政部公布的初步计票结果显示，在11日举行的国民议会、即议会下院选举第
一轮投票中，以共和国前进党为首的联合阵营得票率遥遥领先，有望在国民议会中开创
罕见的“一超多弱”格局。

外界普遍认为，这是继总统选举以来，来自共和国前进党的总统埃马纽埃尔·马克
龙取得的又一场胜利。专家认为，这场胜利的意义不仅限于法国国内，更可能对欧洲一
体化进程、英国“脱欧”等议题产生深远影响。

赵晨预测，法国作为欧洲强国，
预计今后将在欧洲外交方面发挥更
大作用，“在马克龙治下，法国可能
推行‘联德远美’政策”。

马克龙5月14日就任法国总统
后，次日便出访德国，与德国总理安
格拉·默克尔举行了会晤。外界普
遍认为，马克龙与默克尔建立了非
常紧密的联系。

“两国同为欧盟重要支柱的情
况下，‘法德同盟’再次出现意味着
我们可以预期两国联手深度推进欧
洲一体化。”赵晨说。

与此同时，他认为不管马克龙
还是默克尔，与美国总统唐纳德·特
朗普都没有产生“化学反应”，“未来
法德带领下的欧洲可能会与美国日
渐疏远”。

在这方面，默克尔曾做过类似
表态。上月底七国集团峰会结束
后，默克尔称，她意识到欧洲不能再
指望美国发挥领导作用，“必须把命
运掌握在自己手上”。

在英国“脱欧”问题上，赵晨认
为，未来法德两国很可能对英国采
取比较强硬的立场，在博弈中给特
雷莎·梅政府造成较大压力。

2 欧洲一体化再出发

据新华社巴黎 6 月 11 日电
法国内政部 11 日的初步统计结
果显示，法国总统马克龙所在的
以共和国前进党为首的联合阵
营在国民议会选举第一轮投票
中大幅领先，有望在下届国民议
会中占据绝对多数。法国此次选
举对于风雨飘摇、“黑天鹅”事件频
飞的欧洲来说，无异于一针稳定剂。

6月12日，在英国伦敦，英国内政大臣安伯·
拉德抵达唐宁街参加内阁会议。

英国首相特雷莎·梅11日宣布新的内阁成员
名单，大部分大臣继续担任原职。

新华社/路透

英国首相宣布
新的内阁成员名单

新闻分析

法国国民议会选举第一轮投
票 11 日全部结束。据法国内政
部初步统计，法国总统马克龙所
在的以共和国前进党为首的联合
阵营得票率遥遥领先，有望在国
民议会中开创罕见的“一超多弱”
格局。

同样令人印象深刻的是，这一
轮选举中，选民放弃投票率也创造
了法兰西第五共和国 1958 年建立
以来历次议会选举之最。内政部
初 步 统 计 表 明 ，弃 投 率 达 到
51.4％。

马克龙表现不俗
获得选民信任

舆论认为，这些结果的背后既
有法国政坛形势演变的客观原因，
也反映出法兰西第五共和国历史
上最年轻的总统马克龙就任一月
以来表现不俗，已成功获得选民信
任，而超高的弃投率则映射出法国
民众的“民主疲劳”。

法国总统选举 5 月结束后，从
传统左右两翼政党到代表民粹势
力的“国民阵线”“不屈法国”，大多
在选举失利的阴影下陷入低谷。
左派社会党内部各自为战、四分五
裂，右派共和党受“空饷门”牵累形
象短期难以恢复，“国民阵线”内部
亟待重新统一思想、“不屈法国”自
身主张的硬伤依旧……如此形势
在客观上有利于共和国前进党乘
胜追击。

内政外交上
赢得称赞

马克龙没有辜负机遇，上任
后带领法国内阁迅速启动新政：
内政上，从布局劳动法改革到成
立反恐中心，再到制订反腐新法，
招招扣住法国民众内心的需求，
给人们留下真改革、求实效的印
象；外交上，出席北约峰会落落大
方，和美国总统特朗普“握手不落

下风”，邀请俄罗斯总统普京做客
凡尔赛宫为欧俄关系带来一股清
流，对美国决定退出《巴黎协定》
坚定表态，这些无不赢得法国媒
体称赞。

巴黎政治学院政治研究中心
秘书长迈达尼·舍尔法说：“马克龙
上任以来几乎没有失分表现，为其
所在阵营在议会选举中的强势表
现提供有力支撑。”

选民深陷
“民主疲劳”

此轮投票的超高弃投率则同
样存在两方面原因：客观上，自去
年下半年以来，法国选民在不到一
年时间里历经法国右派总统选举
初选、左派初选、总统选举首轮投
票、总统选举决赛等重要选举活
动，接二连三的选举集会、此起彼
伏的宣传口号令很多即使对政治
原本充满热情的选民也感觉吃不
消。

法国《费加罗报》《快报》11 日
晚发表文章说，各大选举间隔太
短，过于紧凑的日程安排令法国选
民深陷“民主疲劳”，是此次投票弃
投率超高的重要原因。

更深层的原因在于，法国民众
内心对法国式民主体制的治理有
效性怀疑渐增。最近十年来，民主
选举产生的总统并未能成功带领
法国走出社会经济发展困境，大规
模的街头运动频繁爆发。今年总
统选举期间，记者在法国多地采访
发现，很多中下层民众对于所谓的
民主选举不再信任如前。在这一
背景下，这一轮议会选举不少人或
出于怀疑，或是出于观望，便干脆
放弃投票。

展望未来，共和国前进党和中
间派政党法国民主运动党组成的
联合阵营如果最终获得议会选举
绝对多数地位，无疑将对马克龙保
证施政效率、加快改革节奏有利。

（新华社巴黎6月11日电）

马克龙阵营为何大胜

初步计票结果显示，共和国前
进党与中间派小党民主运动党组
成 的 联 合 阵 营 得 票 率 约 为
32.32％，远超右翼共和党阵营的
21.56％以及极右翼“国民阵线”的
13.20％。

多家民调机构预测，在18日举
行国民议会选举第二轮投票后，共
和国前进党阵营很可能拿下约400

个至445个国民议会席位，轻松超
过占据国民议会多数席位所需的
289席“门槛”。

法国国民议会选举素来有“第
三轮总统选举”之称，议会多数派归
属将影响法国政府未来五年的实际
执政方向。

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国
际关系室主任赵晨认为，由两个中

间派政党——共和国前进党和民主
运动党——组成的联合阵营如果最
终获得议会多数席位，将避免法国
出现“左右共治”局面，有利于政策
的强有力执行。

“如此一来，马克龙可以在享有
国民议会支持的情况下，按计划推
进一系列国内外政策，这对法国甚
至整个欧洲都是好事。”他说。

1 避免“左右共治”

得知国民议会选举初步结果
后，法国总理爱德华·菲利普按捺
不住心中的激动，宣布“法兰西回
来了”，“过去一个月，总统在国内
和国际舞台上展现了自信、意愿和
勇气”。

然而，马克龙及其领导的共
和 国 前 进 党 依 旧 面 临 不 少 挑
战，这一点从本次议会选举中

51.4％的创纪录弃投率可见一
斑。

赵晨认为，法国国内方面，马
克龙如果继续推行劳动法改革和
其他社会改革的话，难免触碰民众
已有的“蛋糕”，很可能遭到来自社
会多个阶层的反对。

而在外交方面，由于特朗普
迟迟未对欧洲盟友的安全作出坚

定承诺，法德很可能加速推进欧
盟在军事安全方面的一体化建
设。

“但是推进这些建设势必增加
开支。在法国国内财政吃紧、债务
比例居高不下的情况下，如果加强
军备方面的开支，将对法国财政造
成较大压力。”赵晨说。

郑昊宁（新华社专特稿）

3 国内国外均有挑战

6月12日，在土耳其伊兹密尔，人们在街上
避险。希腊爱琴海上的莱斯沃斯岛附近发生
6.3级地震，希腊雅典和土耳其伊兹密尔市有明
显震感。 新华社/法新

希腊莱斯沃斯岛附近
发生6.3级地震

6月11日，马克龙参加国民议会选举首轮投票后向民众致意。新华社/美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