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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政治分析师认为，恰普托娃
当选与法国总统埃马纽埃尔·马克龙
情况类似。

“上届法国总统选举期间发生
类似的故事，”分析师安妮塔·维拉
吉告诉法新社记者，“新政治倾向

的代表和一种新的政治运动获
胜。”

在分析师尤拉伊·马鲁夏克看
来，恰普托娃与马克龙一样，竞选纲
领模糊，后续可能会令选民极大失
望。“恰普托娃，就像马克龙，象征一

种定义模糊的希望。”
路透社援引多名政治分析师

的话报道，恰普托娃当选可能推动
反对党在明年议会选举中争取更
多席位，以取代方向党。另一方
面，自由派总统如果与执政党对立

可能加剧国内“挺欧派”和“疑欧
派”对立，迫使方向党带领斯洛伐
克进一步向邻国匈牙利、波兰保守
派领导人靠近。

（据新华社布拉迪斯拉发3月31
日电 记者 刘秀玲 蒋雪）

斯洛伐克国家选举委员会3月31日宣布，政界新人、律师苏珊娜·恰普
托娃击败职业外交官马罗什·谢夫乔维奇，在总统选举第二轮投票中胜出，
当选斯洛伐克新总统。目前她是欧洲中部国家首位女总统。

斯洛伐克3月30日举行总统选
举第二轮、即决胜投票，恰普托娃与
谢夫乔维奇角逐。

斯洛伐克统计局数据显示，恰
普托娃获得58.4%的选票，谢夫乔
维奇得票率41.6%，恰普托娃当选
新总统。

恰普托娃现年45岁，律师，是政
坛新星。她曾成功阻止一家企业在
她的家乡济佩诺克建设垃圾填埋
场。她反对民粹主义，是这一欧盟成
员国内的“挺欧派”。

得知获胜后，恰普托娃使用斯洛
伐克语、匈牙利语、捷克语等多种语

言向斯洛伐克所有主要少数群体支
持者致谢。

“我不仅为结果高兴，”她说，“更
重要的是，（选举结果证明）我们可以
不向民粹主义屈服，讲真话，不以攻
击性词汇吸引公众。”

恰普托娃说，这一趋势在去年地

方选举中出现，这次总统选举中得以
确认，“我相信欧洲议会选举和斯洛伐
克明年议会选举也会确认这种趋势”。

谢夫乔维奇现年52岁，由执政
党方向党推选，现任欧盟委员会副主
席，分管能源事务。他打电话向恰普
托娃致贺，打算送去一束花。

恰普托娃以“对抗罪恶”为竞选
口号，反对腐败，呼吁改革，获得年轻
和受教育群体支持。在第一轮总统
选举投票中，她所获得票率高出第二
名谢夫乔维奇20多个百分点。

恰普托娃曾与数以万计斯洛伐
克人一同参与示威，抗议记者扬·库
恰克和他的女友 2018 年 2 月遭谋

杀。库恰克据信是斯洛伐克第一名
遇害记者，生前调查政界与意大利黑
手党组织关联。这一事件迫使时任
总理罗伯特·菲佐辞职。

菲佐现任方向党党首，这一议会最
大党2006年起执政至今。菲佐是现任
总理彼得·佩莱格里尼的亲密盟友，谋求
退出政界、就任宪法法院院长。

斯洛伐克南部城市科马尔诺选
民威廉·格雷古什是数据分析师，告
诉法新社记者，选择恰普托娃“是对
谢夫乔维奇和执政联盟投下一张抗
议票”。

在斯洛伐克，总理掌握大部分行
政权力，但总统有权任免总理和部
长、宪法法院法官，否决议会通过的

法案，商讨和批准国际公约。路透社
报道，恰普托娃当选总统让菲佐的计
划变得复杂。

恰普托娃隶属进步斯洛伐克运
动，这一新党派在议会没有席位。恰
普托娃第一轮胜选后辞去党内职务。

佩莱格里尼隶属方向党，期待与
恰普托娃“建设性合作”。

厄瓜多尔近海
发生6.3级地震

据新华社基多3月31日电（记者郝云甫）厄
瓜多尔西南部圣埃伦娜半岛附近海域3月31日
发生6.3级地震，厄瓜多尔第一大城市瓜亚基尔
及周边多个省份均有震感。目前尚无人员伤亡和
财产损失报告。据厄瓜多尔地球物理研究所消
息，地震发生在当地时间3月31日2时4分（北京
时间15时4分），震中位于萨利纳斯市以西34公
里海域，震源深度3.5公里。

据厄瓜多尔媒体报道，该区域此后又发生数
次地震，其中震级最高一次达5.8级。

车队遭塔利班伏击
阿富汗第一副总统幸免
1名保镖身亡

新华社喀布尔 3月 30日电 （记者邹德路
陈鑫）阿富汗第一副总统阿卜杜勒·拉希德·杜斯
塔姆的车队3月30日在阿北部巴尔赫省遭到袭
击，杜斯塔姆本人没有受伤，他的一名保镖身亡。

阿富汗黎明电视台当天援引杜斯塔姆一名助
手的话报道说，杜斯塔姆的车队在从巴尔赫省到
朱兹詹省的路上多次遭到塔利班武装伏击，所幸
杜斯塔姆本人没有受伤。

有消息说，杜斯塔姆的一名保镖在袭击中死
亡，另有2人受伤。

据报道，杜斯塔姆3月30日下午结束在国外
的旅行返回阿富汗，随后他在巴尔赫省举行的一
场集会上发表讲话称，如果获得政府授权，他能在
6个月内消灭阿富汗北部地区的塔利班武装。演
讲结束后，他乘车前往朱兹詹省。

塔利班已宣称制造了袭击事件，并称袭击造
成杜斯塔姆的4名保镖死亡、6人受伤。

根据欧盟为英国提供的推迟
“脱欧”时间表，如果英国议会下院
能通过“脱欧”协议，将允许“脱欧”
期限延至5月22日；如果未能通过

“脱欧”协议，则英国必须最晚4月
12 日做出抉择，包括无协议“脱
欧”、延期“脱欧”或撤回“脱欧”。

《卫报》报道，特雷莎·梅希望能
够让“脱欧”协议下周重返议会。她
的助手认为，如果协议届时获得通
过，英国依然能在5月22日“脱欧”。

不过，就现有局面，特雷莎·梅
4月10日将前往比利时布鲁塞尔欧
盟总部，出席欧洲理事会紧急峰

会。欧盟方面预期，她可能要求获
得更长时间延期。

美联社报道，如果英国议会下
院不批准协议、不撤回“脱欧”却又
无法获得延期，英国将在4月12日
23时无协议“脱欧”。欧盟和英国
双方都反对无协议“脱欧”。

英国的其他选项是提前举行议
会选举和再次就是否“脱欧”举行公
投。议会下院3月29日表决后，反
对党工党领导人杰里米·科尔宾要
求特雷莎·梅下台，提前举行议会选
举，以决定“脱欧”方向。

陈立希（新华社专特稿）

再投一次？

英首相还想再表决“脱欧”协议

英国议会下院
3月29日投票，否决
了英国政府与欧洲联
盟所达成“脱欧”协议
的关键部分。在这以
前，议会下院已经两
度否决“脱欧”协议。

英国《卫报》报
道，英国首相特雷莎·
梅想再做努力，说服
议会下院下周再次表
决“脱欧”协议。一旦
协议表决获得通过，5
月 22日“脱欧日”将
依旧有效。

国际观察

3月 29日是两年前英国启动
《里斯本条约》第50条后原定的正
式“脱欧日”，而今，这一期限已经后
延。这一天，英国议会下院就“脱
欧”协议关键部分再度表决，结果依
旧是“否决”。

《卫报》认为，严格意义上，3月29
日表决并非第三次“实质性投票”，因

为仅涉及“脱欧”协议中的退出协议。
英国政府与欧盟去年11月达成

退出协议和“英欧未来关系宣言”两
份文件，统称“脱欧”协议。其中，退
出协议具有法律约束力，对“脱欧”过
渡期、英欧“分手费”、公民权利、英国
北爱尔兰地区与欧盟成员国爱尔兰
边界等焦点议题作出明确安排；“英

欧未来关系宣言”则为英国退出欧洲
共同市场和欧盟关税同盟以后的双
边贸易和安全关系勾画出大致图景。

不过，退出协议中的“备份安排”
在英国备受争议，是“脱欧”协议两度
遭否决的主要原因之一。这一安排
旨在避免英国北爱尔兰地区与爱尔
兰之间恢复“硬边界”，即重新设置实

体海关和边防检查设施，却让一些人
担忧可能导致北爱尔兰从英国分离。

特雷莎·梅原本希望议会下院
能够第三次表决包含退出协议和

“英欧未来关系宣言”的“脱欧”协
议。然而，议长约翰·伯科以议会传
统为由，拒绝让“实质内容不变”的

“脱欧”协议再次诉诸表决。

无奈之举

特雷莎·梅3月27日向她所属
保守党的议员们承诺，只要“脱欧”
协议能获议会下院批准，她愿意提
前卸任。这一重大让步换来部分保
守党要员认可。

在3月29日表决中，先前两度
投票反对的前外交大臣鲍里斯·约
翰逊、前“脱欧”事务大臣多米尼克·

拉布和保守党议员雅各布·里斯－
莫格投下赞成票。不过，反对党工
党只有5名议员投支持票，与执政
党保守党“结盟”的北爱尔兰民主统
一党10名议员悉数投票反对，令退
出协议以344票反对、286票支持
的结果折戟。

就上述结果，首相府发言人强

调，选择支持的议员人数已经不断
增加，这次失利的票数差额收窄为
58票，而上一次“脱欧”协议表决的
失利差额为149票。

《卫报》援引首相府消息人士的
话报道，即便3月29日失利，但所
获支持超过了议会下院“指示性投
票”中的所有方案。

英国议会下院3月27日就退
出欧盟事宜举行第一轮“指示性
投票”，以期在“脱欧”协议表决僵
持之际，另行寻找“最大共识”。
然而，全部8种“脱欧”方案均遭否
决，其中最受欢迎的“把‘脱欧’协
议诉诸全体公民投票”收获268张
支持票。

强调“进步”

3月31日，在突尼斯首都突尼斯市，沙特阿
拉伯国王萨勒曼（左）与突尼斯总统埃塞卜西在
参加集体合影时交谈。

当日，第30届阿拉伯国家联盟（阿盟）首脑
会议在突尼斯首都突尼斯市召开。 新华社/路透

第30届阿盟首脑会议在突尼斯召开恰普托娃以58.40%得票率当选

斯洛伐克选出首位女总统

这是3月30日在法国巴黎拍摄的埃菲尔铁塔。
于1889年3月31日正式落成的法国巴黎埃

菲尔铁塔迎来130岁生日。从3月30日起，包括
演出、冒险游戏、图片展在内的多项活动在埃菲尔
铁塔举行，为这座宏伟建筑庆生。 新华社发

埃菲尔铁塔迎来130岁生日

以“对抗罪恶”
为竞选口号

政坛新星
反对民粹主义

或加剧国内
“挺欧派”和“疑欧派”对立

德国逮捕10名
图谋重大袭击嫌疑人

德国检察官说，警方3月30日发
起行动，逮捕10名图谋使用武器和炸
药发起重大袭击的嫌疑人。

德国检方发言人说，警方在黎明
前行动，在西部和南部地区逮捕嫌疑
人；其中一人是塔吉克斯坦公民。

检方没有公开嫌疑人身份和袭击
对象等信息。德国媒体晚些时候报
道，10名落网嫌疑人涉嫌对极端主义
组织“伊斯兰国”心怀同情。

德国近年来发生多起关联“伊斯
兰国”的袭击。2016年12月19日晚，
一辆大货车闯入德国柏林市中心布赖
特沙伊德广场圣诞市场，造成12人丧
生、数十人受伤，“伊斯兰国”宣称制造
这一事件。 陈立希(新华社微特稿)

美国决定中止
对中美洲三国的援助

新华社华盛顿3月30日电 美国
有线电视新闻网3月30日援引美国国
务院发言人的话报道说，国务院正在落
实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指令，中止2017
和2018财年对萨尔瓦多、危地马拉和
洪都拉斯三个中美洲国家的援助项目。

美国务院发言人说，国务院将在
这个过程中和国会保持沟通。发言人
没有透露受影响的具体钱款数目。

特朗普3月29日在佛罗里达州说，
这三个国家在大批移民北上的问题上
负有责任，已下令中止向三国“支付金
钱”。他还表示，如果移民问题得不到
解决，将长期关闭美国和墨西哥的边境。

但美国媒体援引美国非营利组织
“美国领导人联盟”专业人士的话说，
对这三个国家的援助本就是为解决

“暴力问题的根源”，为当地民众带来
安全和机遇。美国会参议院外交关系
委员会成员、民主党人梅嫩德斯发表
声明说，切断援助是“不负责任的行
为”，会损害美国的利益，让美国的国
家安全面临风险。

据美国媒体援引多名美国国土安
全部官员的说法，在美墨边境寻求庇
护的人数激增，大约10万人于3月抵
达美国南部边境，是十多年来人数最
多的一个月。这些人多数来自厄瓜多
尔、洪都拉斯、危地马拉等国。去年
10月特朗普就曾表示，由于这三国未
能阻止民众北上前往美国，美国将中
断或大幅削减对它们的援助。

美国舆论认为，一些中美洲国家
贫困现象严重，暴力犯罪猖獗。当地民
众背井离乡涌向美国，主要为寻求温饱
与安全。特朗普政府上任以来，美国向
墨西哥和一些中美洲国家持续施压，希
望减少抵达美墨边境的非法移民。但
观察人士认为，即便强硬手段能短期奏
效，只要贫困和暴力犯罪等在中美洲乃
至拉美地区存在，涌向美国南部边境的
非法移民就难以阻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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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英国首相特雷莎·梅（前）在议会下院发言。议会下院投票否决了“脱欧”协议关键部分，
增加了“脱欧”不确定性。 新华社/路透

泰国国王宣布撤销
前总理他信的所有勋章

据新华社曼谷3月31日电（记者杨舟）泰国
政府宪报网站3月30日公布国王玛哈·哇集拉隆
功的公告，称因前总理他信逃案的行为非常不合
适，撤销所有授予他的勋章和奖章。

公告说，他信被泰国最高法院判处监禁，且还
涉及多个案件，他逃案离开泰国的行为非常不合
适，因此国王依据泰国2017年宪法，撤销王室此前
授予他的所有勋章和奖章，自3月29日起生效。

另据泰国媒体报道，泰国军官预备学校校友
委员会3月26日决定以同样理由将他信从杰出校
友名单中除名，而他的警衔则于2015年被撤销。

他信自 2001 年至 2006 年担任泰国总理。
2006年遭军方政变推翻后，除2008年曾短暂回
国外，长期流亡海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