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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东京 4月 11 日电 日本
广播协会电视台 11 日援引日本厚
生劳动省消息报道，日前入境日本
的一名女子被确诊感染新冠重组
毒株XE。这是日本首次发现这种
毒株。

这名感染者3月26日从美国抵
达日本成田机场。她在机场接受新冠
病毒检测，结果呈阳性，之后日本国立
感染症研究所进一步分析发现其感染
的是XE毒株。XE毒株是奥密克戎
毒株亚型BA.1和BA.2的重组毒株，
英国卫生部门资料显示它比BA.2的
传播速度还要快。

日本自3月22日全面解除防疫
行政限制措施后，部分地区疫情出现
反弹趋势。冲绳县知事玉城丹尼7日
说，冲绳县已进入第七波疫情。东京
都等地也被专家和卫生官员认为出现
第七波疫情预兆。去年底以来，奥密
克戎毒株引发了日本的第六波疫情，
仅今年1至3月累计死亡病例数就已
达约1万例。

据日本广播协会电视台统计，截
至当地时间11日18时（北京时间17
时），日本当日新增确诊病例33205
例，累计确诊7084093例；新增死亡
病例34例，累计死亡28739例。

2017年法国总统选举中，法
国选民首次放弃传统左右翼政
党，将马克龙和勒庞送入第二轮
对决。五年后，两人将再决高下，
传统左右翼大党在第一轮投票中
惨败，其中右翼政党共和党候选
人瓦莱丽·佩克雷斯得票率为
4.78%，左翼社会党候选人安妮·
伊达尔戈得票率仅为约 1.7%。
这显示出法国政治生态已发生深
刻变化。

与此同时，法国极右翼的选
民基础在不断扩大。据法国资讯
电 视 台 BFMTV 报 道 ，勒 庞
23.15%的得票率高于她在2017
年大选第一轮的21.3%。另外两
名极右翼候选人泽穆尔和尼古
拉·杜邦-艾尼昂的得票率分别为
7.07%和1.8%，使整个极右翼阵营
的得票率接近总票数的三成，创
法国政治历史纪录。

《世界报》分析文章指出，从
选举结果来看，法国长期遭受经
济衰退和高失业率的影响，从左
翼和右翼政党中交替选择总统的
传统已转为在“进步主义”和“民
粹主义”之间选择。《费加罗报》也
在社论中指出，左翼和右翼政党
已在总统大选的决赛中消失，让
位给“民粹主义”阵营，这种新的
政治格局未来可能会长期存在。

10日投票初步结果出炉后，
梅朗雄、伊达尔戈和法国共产党
候选人法比安·鲁塞尔都呼吁自
己的支持者在第二轮投票中“抵
制极右”。而两名极右翼候选人
泽穆尔和杜邦-艾尼昂则呼吁各
自支持者投票给勒庞。一场针锋
相对的对决已拉开帷幕。

法国巴黎政治学院教授多米
尼克·雷尼说，五年后的今天，“马
克龙-勒庞”对决重现，“一切都表
明我们迎来的不是一场普通的选
举”，法国人将再次面临“历史性
选择”。

（据新华社巴黎4月11日电
记者徐永春 唐霁）

政治生态变化

法国内政部公布总统选举首轮投票结果，马克龙和勒庞将在第二轮投票中对决

法国大选谁将笑到最后？
法国内政部11日在其官网公布法国总统选举首轮投票的统计结果，现任总统马克龙和极右翼政

党“国民联盟”候选人玛丽娜·勒庞得票率领先，将在第二轮投票中对决。
分析人士指出，与2017年总统选举时一样，代表中间派的马克龙和代表极右翼的勒庞再次进入

大选第二轮，传统左右翼大党均铩羽而归，这反映出法国政治格局和生态已发生深刻变化。极右翼的
崛起，让马克龙能否连任充满变数。

法国内政部11日在其官网公
布法国总统选举首轮投票的统计
结 果 ，现 任 总 统 马 克 龙 获 得
27.84%的有效选票，在12名候选
人中居首位；极右翼政党“国民联
盟”候选人玛丽娜·勒庞以23.15%
的得票率位居第二。二人将在总
统选举第二轮投票中对决。

统计结果显示，在10日举行
的法国总统选举首轮投票中，极
左翼政党“不屈法国”党候选人
让-吕克·梅朗雄获得21.95%的
有效选票，位居第三。极右翼政
党光复党候选人埃里克·泽穆尔
和右翼政党共和党候选人瓦莱
丽·佩克雷斯的得票率分别为
7.07%和4.78%。

马克龙上台以来推行系列改
革，但未能从根本上解决法国政
治、经济、社会存在的诸多问题，
民意支持率一度跌至23%的历史
低点。但随着法国新冠疫情逐步
缓解，去年实现经济增长 7%的

“好成绩”，马克龙的支持率一直
缓步上升。乌克兰危机期间，作
为欧盟轮值主席国领导人，马克
龙在俄乌之间积极斡旋，他的个
人支持率大幅上升，一度超过
30%。

不过，极右翼候选人勒庞的
强势崛起，对马克龙寻求连任构
成巨大威胁。据法国《费加罗
报》报道，第一轮投票后进行的
民调显示，马克龙和勒庞在第二
轮可能分别获得约 51%和 49%
的支持率，差距很小，与2017年
大选第二轮马克龙以得票率
66.1%对 33.9%大胜勒庞不可同
日而语。因此，马克龙能否连任
尚有悬念。

马克龙当晚在公开讲话中表
示，他将采取创新举措汇聚信心，
以团结民众共同为国家服务。

勒庞在公开讲话中说，此次
大选将影响法国未来5年的政治
决策，她将用5年时间让法国“恢
复秩序”。

马克龙和勒庞10日晚分别发表
讲话。马克龙呼吁选民信任他的“进
步、开放、维护法国和欧洲独立的竞选
纲领”。他说：“我想要的是属于更强
大欧洲的法国，而不是一个脱离欧盟、
只有民粹和仇外情绪的法国。”

勒庞在讲话中呼吁“所有在第一
轮投票中没有给马克龙投票的选民”
支持她，强调她将保障国家独立、控制

移民并重建治安。
法国《世界报》发表分析文章指

出，马克龙和勒庞将带给法国人不同
的未来。马克龙是欧洲一体化的坚定
推动者，他将欧盟作为让法国摆脱困
境、实现经济增长和就业的支柱；勒庞
则强调民族主义、法国优先。虽然出
于竞选策略考虑，勒庞放弃了脱离欧
元区的口号，但其竞选纲领仍充满民

粹主义色彩。
马克龙选前接受法国媒体采访

时指出，极右翼势力利用法国社会
在新冠疫情、地缘政治和生态环境
等方面的恐慌，不断扩大影响力。
他呼吁法国人不能因为害怕社会存
在“不平等”而退回到完全封闭的社
会系统，认为法国必须走开放的市
场经济之路。

主张各有不同

连任仍存悬念

关注乌克兰局势

奥地利总理将
前往莫斯科与普京会晤

新华社维也纳 4 月 10 日电
（记者于涛）奥地利总理内哈默10
日说，他将于11日访问俄罗斯首都
莫斯科，并与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
会晤。

内哈默10日在接受媒体采访
时说，他主动提出访问俄罗斯，以
促进俄罗斯和乌克兰展开对话并
停火。他已就此次莫斯科之行与
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德国总
理朔尔茨和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
进行了磋商，并通报乌克兰总统泽
连斯基。

据报道，内哈默将于10日晚
从奥地利首都维也纳启程，经土耳
其前往莫斯科，并于11日与普京
举行会晤。内哈默将成为俄乌冲
突以来第一位访问俄罗斯并与普
京会晤的欧盟国家领导人。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
夫10日向媒体证实，普京将于11
日在克里姆林宫会晤内哈默。

内哈默9日曾访问乌克兰首
都基辅，并会晤泽连斯基。

日本在入境检疫中
首次发现新冠重组毒株XE

4月11日，佩戴口罩的人们在韩国首尔的一处公园赏花。
韩国疾病管理厅11日通报，韩国前一日单日新增新冠确诊病例90928例，这是约七周以来韩国日增确诊病

例首次降至10万例以下。与此同时，韩国累计新冠确诊病例超过1542万例。 新华社/美联

韩国日增新冠确诊病例约七周来首次降至10万以下

全球首支由私营企业组织的“全私人”宇航团
队于美国东部时间4月9日上午进入国际空间
站。计划停留8天，开展20多项科学实验。

这是2018年 10月4日拍摄的国际空间站
（资料照片）。 新华社/路透

首个“全私人”宇航团队
进入国际空间站

美国多地上周末
发生严重枪击事件

据新华社华盛顿4月10日电 （记者孙丁）
美国多地周末发生严重枪击事件，累计造成数十
人死伤。

艾奥瓦州锡达拉皮兹市警方通报说，当地一
家夜店10日凌晨传出枪声，警察抵达现场后发现
2人死亡、10人受伤，目前尚未有嫌疑人被逮捕。

另据美国媒体报道，伊利诺伊州埃尔金市10
日凌晨一场聚会上发生枪击事件，造成6人受伤，
其中1人不治身亡。

印第安纳州印第安纳波利斯市10日凌晨同
样发生聚会枪击事件，造成1人死亡、5人受伤。

此外，佐治亚州格兰特维尔市、田纳西州孟菲
斯市、得克萨斯州休斯敦市等地过去周末也各自
通报一起至少造成3人死伤的枪击事件。

美国“枪支暴力档案”网站截至4月10日傍
晚的统计数据显示，枪支暴力今年已在美国造成
至少11668人丧生。

印度媒体：

印方完成
对导弹“误射”事件调查

据新华社新德里4月10日电（记者胡晓明）
据印度媒体10日报道，印方完成对今年3月9日
向巴基斯坦“误射”一枚“布拉莫斯”导弹事件的调
查，多名官员应对此承担责任。

报道援引政府消息人士的话说，调查发现，不
止一名官员应对这一事件承担责任，“这是完全可
以避免的”，他们将受到迅速而严厉的惩罚。调查
委员会认为，涉事官员明显违反标准操作程序。
国防部已听取调查委员会的报告，预计未来几周
将采取进一步行动。印度空军正在对各种程序规
范进行审查，以确保将来不会发生类似事件。

印度国防部3月11日发表声明说，印方3月9
日在进行例行维护工作时因“技术故障”“意外”向
巴基斯坦发射了一枚导弹，所幸没有造成人员伤
亡。印方随后成立事件调查委员会。巴基斯坦就
这一事件向印方提出抗议，要求两国展开联合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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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观察

菲律宾遭受今年首个
热带风暴“鲇鱼”袭击
至少24人死亡，超过13万人受灾

据新华社马尼拉4月11日电（记者刘锴 闫
洁）菲律宾救灾部门11日说，热带风暴“鲇鱼”在
菲律宾登陆后引发洪水和山体滑坡，已造成至少
24人死亡，超过13万人受灾。

“鲇鱼”10日上午在菲中部莱特省登陆，导致
中部和南部10多个省份受灾。莱特省拜拜市救
灾部门一名不愿公开姓名的官员告诉新华社记
者，山体滑坡掩埋了当地多个村庄，救援人员已发
现至少21具遇难者遗体。

菲律宾位于西太平洋台风带，平均每年遭受
20场台风或热带风暴。“鲇鱼”是菲律宾今年遭受
的首个热带风暴。

夏巴兹·谢里夫
当选巴基斯坦新任总理

据新华社伊斯兰堡4月11日电（记者蒋超
李浩）巴基斯坦国民议会（议会下院）11日在首都
伊斯兰堡举行总理选举，穆斯林联盟（谢里夫派）
主席夏巴兹·谢里夫当选巴基斯坦新一任总理。

在当天的选举中，夏巴兹·谢里夫共获得174
名国民议会议员支持。

此次选举原本有两名候选人。投票由穆盟
（谢派）议员萨达尔·阿亚兹·萨迪克主持。国民议
会共有342个席位。

当选总理后，夏巴兹·谢里夫在国民议会发表
讲话。他表示，中国是巴基斯坦忠实可靠、值得信
赖的好伙伴，始终支持巴基斯坦发展。巴中两国
友谊地久天长，且深植于两国人民心中。巴方将
继续全力推进中巴经济走廊建设。

巴基斯坦国民议会10日凌晨通过针对总理
伊姆兰·汗的不信任动议，使他成为巴基斯坦历史
上首位遭国民议会罢免的总理。

现年70岁的夏巴兹·谢里夫是巴前总理纳瓦
兹·谢里夫的弟弟。20世纪80年代进入巴基斯
坦政坛后，夏巴兹曾三度担任巴东部旁遮普省首
席部长，从政经验较为丰富。

4月10日，玛丽娜·勒庞在巴黎参加总统选举首轮
投票后的集会。 新华社发（里特·艾斯 摄）

4月10日，法国总统马克龙在巴黎参加总统选举首
轮投票后的集会。 新华社记者 高静 摄

——拉夫罗夫11日接受“俄罗
斯24”电视台采访时说，尽管乌方
态度经常发生变化，但目前看不到
双方谈判不能继续的理由。他说，
俄方发起特别军事行动是为了结
束美国及其领导下的其他西方国
家旨在国际舞台上全面称霸的鲁
莽方针。

——据乌克兰国际文传电讯社
报道，乌国防部发言人莫图兹亚尼克
11日说，根据乌方掌握的信息，俄军
将部队运送到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
地区的工作已接近完成，预计不久后
乌俄军队将在该地区爆发激烈冲突，
乌军已对此做好了准备。

——俄罗斯财政部长西卢安诺
夫11日接受《消息报》采访时说，俄

罗斯已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确保投资
者收到付款，如果西方宣布俄罗斯发
行的欧洲债券违约，俄方将向法院提
起诉讼，俄罗斯将在法庭上出示能证
明俄方努力用外币和卢布偿付欧洲
债券的凭证。

——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
11日对媒体说，北约进一步扩大，包
括让芬兰和瑞典加入北约，将无助于
欧洲安全。他说，北约更像是一个用
于对抗的工具，而不是保障和平与稳
定的联盟，北约进一步扩大显然不会
给欧洲大陆带来更多安全。

——俄国防部发言人科纳申科
夫11日通报说，俄军10日使用“口
径”高精度海基巡航导弹摧毁了位于
第聂伯罗市南郊的一处存放防空系

统的仓库，这些装备是欧洲某国提供
给乌克兰的。俄军自开展特别军事
行动以来，已摧毁乌军129架飞机、
99架直升机、441架无人机、243套
防空导弹系统、2079辆坦克及装甲
车辆、239台多管火箭炮、909门野
战火炮和迫击炮、2003辆特种军用
车辆。

——据乌克兰国家通讯社报道，
克拉马托尔斯克市市长亚历山大·贡
恰连科11日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
自8日该市火车站遭导弹袭击以来，
已疏散民众16万人，目前仍有4万
多人留在当地。贡恰连科称，导弹袭
击已造成 57人死亡，114人受伤。
乌总统办公室副主任季莫申科10日
晚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乌俄发生军事

冲突以来，乌方已通过人道主义通道
向扎波罗热市疏散了114125人，其
中包括29405名儿童。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0日
在社交媒体发文说，当天他与德国总
理朔尔茨通话，双方就增加对乌军事
和金融援助以及加强对俄制裁等问
题进行了讨论。

——克罗地亚外交部11日发表
声明，宣布驱逐俄罗斯驻克罗地亚大
使馆的18名外交官及6名行政和技
术人员。声明说，克罗地亚外交部当
天向俄罗斯驻克罗地亚大使递交了
一份照会，要求上述24人离开克罗
地亚，同时要求俄罗斯立即停止在乌
克兰的军事行动。

（新华社北京4月11日电）

俄外长表示支持俄乌继续谈判

乌军方称俄军已接近在顿巴斯发动进攻
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11日表示，支持俄方与乌克兰继续谈判。乌克兰国防部发言人莫图兹亚尼克11日

表示，俄军在顿巴斯地区发动进攻的准备工作已接近完成，预计不久后乌俄军队将在该地区爆发激烈冲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