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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喀土穆 4 月 11 日电
（记者马意翀）苏丹国防部长穆罕默
德·艾哈迈德·伊本·奥夫11日发表电
视讲话，宣布推翻总统巴希尔，国家进

入紧急状态，并实行宵禁。
伊本·奥夫表示，巴希尔已被逮

捕，目前正在一个安全的地方。按
照他的说法，一个军事委员会将代为

管理国家，两年后举行总统选举。
国际刑事法院2009年3月以涉

嫌战争罪、反人类罪等罪名对巴希尔
发出通缉令，遭到一些非洲国家谴责。

2015年，国际刑事法院要求东道
国南非在巴希尔出席第25届非州联
盟峰会期间逮捕他，但南非并未执行
该逮捕令。

自去年12月以来，苏丹多座城市
爆发示威，矛头指向巴希尔。

苏丹通讯社报道，国家情报安全局
宣布将释放全国所有政治类在押人员。

苏丹军方宣布推翻总统巴希尔

以色列蓝白党领导人甘茨 10 日
晚发表讲话，承认在议会选举中失败。

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向内塔
尼亚胡致电“祝贺”。内塔尼亚胡在社
交媒体“推特”说，特朗普在飞往得克
萨斯州途中从专机“空军一号”打来电
话。他对特朗普“给予以色列巨大支
持表达谢意”。

媒体认定，特朗普为内塔尼亚胡
选举“间接站台”，包括选举前仅两周
左右邀请内塔尼亚胡访问美国，在白
宫高调宣布承认以色列对争议地区戈
兰高地拥有主权。

分析人士认为，这表明利库德集团
领导人、现任总理内塔尼亚胡有望连
任，这将开启他的第五个任期，从而使
他成为以色列历史上首位任职期限超
过20年的领导人。与此同时，预计以色
列新政府的右翼化倾向将十分明显，这
或将进一步加剧中东地区局势的动荡。

选举呈现三大特点

以色列 9 日举行第 21 届议会选
举，超过40个政党角逐总计120个席
位。以色列中央选举委员会网站 10
日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在统计了超
过97%的选票后，以利库德集团为首
的右翼政党得票领先。

观察人士指出，今年的大选呈现
三个主要特点：

其一，第一阵营政党势均力敌，选
情胶着。

尽管有47个政党参加本次大选，
但竞争主要在内塔尼亚胡领导的右翼
政党利库德集团和组建仅两个月的蓝
白党之间展开。选前民调和计票结果
都显示出选情的胶着。按各党派目前
得票数所占比例计算，利库德集团及蓝
白党均获得议会120个席位中的35席，

谁能成为议会第一大党目前尚不明朗。
其二，右翼势力异军突起。
尽管争夺议会第一大党的竞争异

常激烈，但是以色列右翼政党在本次大
选中整体上取得了无可争辩的优势。
以色列中央选举委员会10日晚公布的
统计数据显示，利库德集团和其他右翼
政党共斩获65个席位，而蓝白党和其他
中左翼政党则收获55个席位。这是右
翼政党在以色列历史上首次以10个席
位的优势大幅领先中左翼政党。

以色列法律规定，组建政府至少
需要 61 个议席。当前已有多个获得

议席的右翼政党表示支持内塔尼亚胡
组建新政府，因此蓝白党难以通过拉
拢其他小党来获得足够多的席位组建
政府。

其三，部分传统大党日渐式微。
此次大选，一些曾在以色列政治

生活中发挥重要作用的中左翼政党影
响力明显减弱。历史上曾多次组阁的
工党在本次大选中只获得 6 个席位，
其大部分选票都被蓝白党收入囊中。

此外，曾在2015年大选中位列议
会第三大党的阿拉伯政党联盟，由于
在此次选举中分成两个党派参选，分

票现象明显，影响力也大不如前。

安全外交助力胜选

中东媒体和分析人士普遍认为，
内塔尼亚胡在对待巴勒斯坦问题上的
强硬立场以及美国总统特朗普不遗余
力的支持是其胜选的主要原因。

卡塔尔半岛电视台指出，在本次大
选中，安全、经济和外交是选民投票时
考虑的重要因素。面对蓝白党咄咄逼
人的攻势和自身涉贪腐丑闻的不利因
素，内塔尼亚胡最终能率领右翼集团成

功突围，主要得益于他在处理巴以问题
和与伊朗关系方面所表现出的强势。

外交也是内塔尼亚胡的主要得分
领域。特朗普在大选前密集为他送上

“助攻大礼包”，包括承认以色列对戈
兰高地拥有“主权”和宣布伊朗伊斯兰
革命卫队为“恐怖组织”等，都有助于
内塔尼亚胡赢得更多选民的支持。

地区矛盾或将激化

尽管最终选举结果尚未公布，但
包括美国在内的多个西方国家已在第
一时间对内塔尼亚胡在大选中胜出表
示欢迎。

阿拉伯国家官员、媒体和学者认
为，内塔尼亚胡将组建右翼政党主导
的新政府，这将加剧部分中东国家与
以色列之间的矛盾，特别是增加以色
列与伊朗、叙利亚、黎巴嫩等国冲突的
可能性，同时也意味着解决巴以问题

“两国方案”的终结。
巴勒斯坦首席谈判代表埃雷卡特

指出，以色列议会 120 名当选议员中
只有18人支持建立在1967年边界基
础上的“两国方案”，这表明以色列人
用选票对和平说“不”，对占领说“是”。

埃及第一大报《金字塔报》认为，
内塔尼亚胡获胜意味着，他有关吞并
定居点的政策将终结实施“两国方案”
的可能性，巴以问题的和平解决将看
不到任何希望。

黎巴嫩战略事务部主任萨米纳达
尔在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表示，大
选结果加剧了以色列社会的右翼化倾
向，内塔尼亚胡不仅将利库德集团改
造成捍卫以色列人犹太身份和安全的
政党，而且还将政策重点从以巴冲突
转移到与伊朗的对抗上，这将加剧地
区紧张局势。

（新华社耶路撒冷 4月 10日电
记者吴中敏 陈文仙）

主要竞选对手承认“败选”

内塔尼亚胡胜选对中东局势有何影响？

4月10日，在以色列特拉维夫，以色列总理、利库德集团领导人内塔尼亚胡出席集会活动。 新华社/法新

新华社布鲁塞尔4月11日电（记者任丽颖 沈
忠浩）经过数小时闭门讨论，欧洲理事会主席
图斯克 11日午夜举行新闻发布会说，欧盟 27
个成员国同意将英国“脱欧”期限延长至10月
31日。

图斯克表示，“脱欧”期限延长至10月底意味
着英国有了额外6个月的时间来寻找可能的最佳
解决方案。

欧洲理事会在随后发表的声明中说，英国在
10月31日前，不能做出破坏欧盟及其机构正常
运作的行为。如果英国到5月22日还没有批准

“脱欧”协议，则必须根据欧盟法律参与欧洲议会
选举。欧洲理事会将持续处理英国“脱欧”事宜，
并将在6月的会议上审查进展。

英国首相特雷莎·梅在随后的新闻发布会上
表示，自己坚持认为英国应该立刻按照协议“脱
欧”，并对此前未能说服议会通过“脱欧”协议而让
英国顺利平稳“脱欧”，感到十分遗憾。

欧盟27国领导人10日在布鲁塞尔举行特
别峰会，讨论英国“脱欧”问题。特雷莎·梅在
峰会前致信图斯克，要求进一步延长《里斯本条
约》第50条的期限，将英国“脱欧”日期推迟至
6月30日。

多数美联储官员认为
年内不会加息

据新华社华盛顿4月10日电（记者许缘）美
国联邦储备委员会10日公布的3月份货币政策
会议纪要显示，多数美联储官员认为，考虑到经济
前景和风险的变化，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今年
内可能保持不变。

这份会议纪要显示，美联储将继续密切关注
经济数据。大部分与会官员认为，鉴于经济前景
及相关风险的变化，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可能
在今年内保持不变。部分官员则表示，如果经济
走势符合预期，今年晚些时候适度提高利率目标
区间是“合适的”。

与会官员指出，今年初美国经济表现疲软，特
别是家庭支出和企业投资趋缓阻碍了经济增长。
但总体而言，美联储官员普遍对经济前景感到乐
观，预计经济活动将继续扩张，劳动力市场将保持
强劲，通货膨胀率将保持在2%左右。

纪要还显示，考虑到失业率处于低点，同时财
政刺激力度减弱对经济增长造成压力，与会官员
认为美国经济上行和下行风险“大致平衡”。一方
面，家庭支出和企业投资加速增长、减税刺激政策
影响持续、劳动力市场持续改善以及消费者信心
增强将拉动经济增长；另一方面，一些疲软的数据

“可能是经济活动大幅恶化的前兆”。同时，美国
贸易政策和全球经济发展面临不确定性可能不利
于美国经济增长。

欧盟同意灵活延长
英国“脱欧”期限至10月底

4月11日，在比利时布鲁塞尔，英国首相特雷
莎·梅（前）在欧盟特别峰会后准备离开。

新华社/法新

印度联邦议会人民院（下院）选
举于11日拉开大幕，执政党印度人
民党（印人党）领衔的全国民主联
盟、印度国民大会党（国大党）领导
的团结进步联盟以及一些地区性政
党将展开激烈角逐。

分析人士指出，从目前情况
看，恐怕没有哪个政党或联盟拥有
绝对优势单独拿下人民院多数席
位，现任总理莫迪想要连任面临一
定困难。

莫迪迎“大考”
根据印度选举委员会公布的日

程，本次大选将从 4 月 11 日至 5 月
19日分七个阶段进行。选举结果将
于5月23日宣布。

印度联邦议会人民院共有 545
个席位，其中 543 个席位由选民直
接选举产生，其余两个席位由总统
任命。人民院选举每 5 年举行一
次，在选举中赢得多数席位的政党
或政党联盟有权组建内阁。

在2014年的大选中，印人党赢
得282个人民院席位，成为30年来首
个单独拥有人民院多数议席的政
党。莫迪作为该党总理候选人当选
总理。在莫迪领导下，印度经济近年
来保持高速增长，国内营商环境排名
连续大幅上升，大批外资企业开始将
目光投向印度。但另一方面，莫迪政
府推出的“印度制造”“数字印度”等
经济举措以及统一税制等多项改革

成效未能完全显现，印度经济长期以
来“有增长无就业”的顽疾依然存在
且有加重迹象，愈演愈烈的农民问题
也困扰着莫迪政府。

分析人士认为，此次大选将检
验莫迪过去5年的执政成绩是否得
到印度民众认可，是对他的一次

“大考”。

大选悬念多
去年底，印度曾举行 5 个邦的

地方选举，这些选举被视为本次大
选的“风向标”。结果印人党在5个
邦均失利，其中作为该党重要票仓
的3个邦被老对手国大党夺走。这
给印人党在此次大选中的选情蒙上

了阴影，也给大选带来了悬念。
印度国内一些观察家指出，印

人党目前优势正在弱化，但总体而
言仍处于领先位置，其主导组阁的
可能性也相对较大。

不过，印人党即使能主导组阁，
也不意味着莫迪一定能连任。当地
舆论根据印人党内部情况预测，如

果印人党领导的全国民主联盟拿到
多数席位组阁成功但印人党自身获
得的席位不足 220 个，那么莫迪则
有可能引退。而从目前形势看，印
人党想拿到220个议席并不容易。

从国大党方面看，目前印度舆论
主流观点认为国大党及其领导的团结
进步联盟很难拿下过半数议席。不过
分析人士认为，去年底地方选举的结
果预示着国大党在本次大选中将一扫
上次大选中仅获44个席位的颓势。

目前国大党正在尽力拉拢多数
选民群体，比如在竞选声明中明确宣
布将为穷人提供“最低生活保障”。
近期公布的民调显示，国大党主席拉
胡尔的个人支持率升至30%以上，为
历史最好水平，团结进步联盟有望获
得超过160个议席。如果能找到足够
的盟友，国大党仍有希望上台执政。

除了两大政党外，地区性政党
也受到关注。印度政治学者阿迈
勒·慕克吉认为，在当前形势下，可
能没有哪个政党能够单独组阁，地
区性政党将扮演关键角色。

当然，地区性政党除了选择支
持某个大党外，也可能自己执政。
此间舆论分析认为，如果各地区性
政党联合起来成立第三阵线联盟，
其所获议席总数达到约 200 个，同
时国大党也获得相当席位，第三阵
线联盟将可能在获得国大党支持的
情况下成立少数派政府。

（新华社新德里4月11日电）

新华社印度海得拉巴4月11日
电（记者赵旭）当地时间11日上午
7时，印度人民院（议会下院）选举第
一阶段投票正式开始。

根据印度选举委员会公布的日
程，本次大选将从4月11日至5月

19日分七个阶段进行。选举结果
将于5月23日公布。其中第一阶段
投票覆盖马哈拉施特拉邦、特伦甘
纳邦、西孟加拉邦、安德拉邦等多个
地区，将在17万个投票站同时进
行，约有1.42亿选民参加此轮投票。

执政党印度人民党领衔的全国
民主联盟、印度国民大会党领导的团
结进步联盟以及一些地区性政党将
展开激烈角逐。

记者在特伦甘纳邦海得拉巴市
看到，当天早上6时左右，一些投票站

附近的咨询点已不时有选民前来问
询相关事宜，并陆续有人来到投票
站门口开始排队。预计整个投票过
程将于当地时间下午6时结束。

除当地警察外，来自准军事部
队的安全人员也将在投票站周边

加强保障，保证选举顺利进行。
印度是联邦制国家，议会实行两

院制，分为联邦院（议会上院）和人民
院（议会下院）。人民院选举每五年
举行一次，在选举中赢得多数席位的
政党或政党联盟有权组建内阁。

2019年印度大选第一阶段开始投票

莫迪连任胜算几何？

在印度新德里，一名男子观看印度总理莫迪向全国发表的电视讲话。 新华社/法新

国际观察

“维基揭秘”创始人
阿桑奇在伦敦被捕

新华社伦敦4月11日电（记者杨晓静 金晶）
英国伦敦警方11日说，“维基揭秘”网站创始人朱
利安·阿桑奇已于当日在厄瓜多尔驻伦敦大使馆
被捕。

伦敦市警察局当天发布声明说，警察局有义
务代表威斯敏斯特地方法院执行逮捕令，并在厄
瓜多尔政府撤销对阿桑奇的庇护后由大使邀请进
入使馆。

英国内政大臣赛义德·贾维德当天上午也
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确认，阿桑奇现已被英国警
方拘留。

厄瓜多尔总统莫雷诺11日上午在社交媒体
发文证实，厄瓜多尔已撤销给予阿桑奇的庇护身
份。随后，他还发布视频，对撤销庇护做出详细解
释。他说，因阿桑奇一再违反“外交庇护公约的明
确条款”，厄对阿桑奇的庇护“不可持续、不再可
行”。英国外交大臣亨特随后在社交媒体发文，对
厄瓜多尔的合作表示感谢。

阿桑奇 2006 年创建“维基揭秘”网站。
2010 年，该网站公布了大量美国政府有关阿
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的秘密文件，让美国的
外交形象遭到巨大打击，引起轰动和争议。同
年 11月，阿桑奇因涉嫌强奸受到瑞典检方调
查，身处英国的阿桑奇随后遭英方逮捕。阿桑
奇否认所有涉嫌罪名。2012年 5月，英国最高
法院裁定，可以引渡阿桑奇至瑞典。但同年6
月，阿桑奇在保释期间进入厄瓜多尔驻英使馆
寻求庇护。

2017年 5月，瑞典检方宣布终止对阿桑奇
强奸罪指控的调查。但2018年2月，英国伦敦
威斯敏斯特地方法院作出裁决，维持对阿桑奇的
逮捕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