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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西高等选举法院当地时
间 28日晚宣布，在巴西总统选
举第二轮投票中，社会自由党
候选人博索纳罗得票率超过劳
工党候选人阿达，当选新一任
巴西总统。

在已统计完毕的 99.91%的
选票中，博索纳罗得票率为
55.15%，阿达为44.85%。

博索纳罗第一时间通过社
交网络发布了当选演讲视频。
他表示，自己会完成竞选时作
出的所有承诺，新政府的目标
是将巴西建设成一个繁荣和自
由的大国。阿达在选举结果揭
晓后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自
己会跟所有支持自己的选民站
在一起。

根据巴西高等选举法院发
布的数据，在注册的 1.47 亿选
民中，超过 3100 万人没有参加
投票，占注册选民的 21.29%。
分析人士认为，本次大选两名
候选人政见差异极大，很多选

民对双方都不够满意。
在本月 7 日举行的首轮投

票中，博索纳罗获得最多票数，
得票率为 46.03%，阿达名列第
二，得票率为 29.28%。根据巴
西选举法，由于没有候选人得

票过半，得票率最高的两名候
选人进入第二轮投票。博索纳
罗将于 2019 年 1 月 1 日正式就
任巴西总统，任期四年。

据新华国际

博索纳罗当选巴西新一任总统

博索纳罗上台后，将面临
调和社会矛盾、振兴国家经济
等诸多挑战，巴西内政外交的
风向如何转变引人关注。

承载求新求变民意

巴西高等选举法院28日晚
对 94%选票的统计结果显示，
博索纳罗得票率为55.5%，阿达
为 44.5%。在本月 7 日举行的
首轮投票中，13 名总统候选人
无人得票过半，得票前两位的
博索纳罗和阿达进入第二轮角
逐。

虽然身为资深联邦众议
员，博索纳罗此前并没有太显
赫的政绩。此次大选，他作为
右翼小党社会自由党候选人出
战，在参选之初并不为人看好，
而他在大选期
间 的 一 些
激进言论
也惹来争
议。

但博索纳罗在选战中打出
符合民意的“严惩腐败、恢复治
安”口号，宣称“巴西至上”，并
擅用社交媒体助选。在呼声很
高的前总统卢拉因获罪入狱无
法参选后，博索纳罗支持率节
节攀升，最终成功问鼎。

分析人士指出，博索纳罗
当选，反映了巴西民众不满国
家现况、渴望求新求变。自
2003 年卢拉上台到 2016 年罗
塞夫被弹劾下台，劳工党治理
巴西超过13年。特梅尔接替罗
塞夫的总统职位后，也未能迅
速将巴西带出危机。此外，频
频曝出的贪腐丑闻也严重损害
了劳工党的形象。

博索纳罗适时提出强化执
法、打击犯罪、清除腐败等主
张，赢得众多选民好感。“巴西
至上”的口号也唤起了民众对
巴西重启快速发展的新希望。

巴西《圣保罗报》选前民调
显示，支持博索纳罗的选民中，
30%是为了求变，25%是由于反
对劳工党，另有 17%是因为支
持博索纳罗强化治安的主张。

亟须走出经济困境

分析人士认为，博索纳罗
当选后的首要任务是带领巴

西摆脱当前的经济困
境。

根据巴西官方统
计数据，巴西在2015

年、2016年连续两
年经济衰退，国

内生产总值
分 别 下 跌
3.77% 和
3.59% 。
2017年，经

济增长率也仅
为0.98%。

巴西经济学家费尔南多·
沙加斯认为，巴西经济现状不
容乐观，博索纳罗首要任务就
是振兴经济，而这会是一项长
期任务，新政府需要采取财政
紧缩政策，加强与国会和各政
党的沟通协调。

博索纳罗倡导自由经济，
鼓励企业竞争。他还曾表态，
上台后将改革政府管理机制，
缩减不必要的开支，打击偷税
漏税，将资源集中到重点领域。

他还强调，暴力、贫困和高
失业率是造成社会不稳定的因
素，因此“当务之急是促进经济
发展，创造就业机会，让更多的
人脱贫”。

外交风向有待观察

大选期间，两名候选人对
外交政策取向也有若干表态。
劳工党候选人阿达重视加强同
发展中国家的合作，博索纳罗
则主张深化同欧美、日本等发
达国家的关系，扩大与西方的
贸易规模。

根据博索纳罗提交高等选
举法院的相关文件，新一届政
府在外交政策上会有一定变
动。一些巴西专家认为，博索
纳罗就任后，将会重视处理与
同为金砖国家的中国的关系。

巴西中国问题研究所所长
罗尼·林斯告诉记者，中国是巴
西最大的贸易伙伴，博索纳罗
没有理由不跟中国保持良好关
系。

巴西里约州立大学国际关
系系主任毛里西奥·桑托罗表
示，近年来，中国是巴西最大的
外国投资来源地，巴西的外交
官和企业家会让新政府看到同
中国保持良好关系的重要性。

据新华国际

开枪

路透社 28 日以斯里兰卡警
方为来源报道，维克勒马辛哈的
内阁成员拉纳通加进入位于锡兰
石油公司的办公室时，他的一名
保镖开始射击。

警方发言人鲁万·古纳塞克
拉告诉路透社记者，警方介入调
查并逮捕这名保镖。拉纳通加目
前安全，不清楚保镖开枪动机。

法新社报道，当一群支持总
统的人威胁拉纳通加时，后者的
数名保镖开枪射击。这是西里塞
纳解除维克勒马辛哈总理职务后
首次发生暴力事件。这家通讯社
报道，这起暴力事件致一人死亡、
两人受伤。

科伦坡一家医院的发言人普
什帕·索伊萨告诉法新社记者，一
名34岁的男子中弹，送至医院不
久死亡。

危机

西里塞纳 28 日在电视讲话
中说，他不得不解除总理的职务，
邀请前总统马欣达·拉贾帕克萨
出任新总理并组建政府。解除维
克勒马辛哈总理职务的主要原

因，是维克勒马辛哈的内阁中一
名成员涉嫌卷入刺杀总统和前国
防部长的阴谋。

维克勒马辛哈说，西里塞纳
解除他总理职务“违宪”，总理变
更必须经过议会表决，他能证明
自己仍能获得绝大多数议员的支
持。

法新社报道，西里塞纳“先发
制人”，在维克勒马辛哈遭解职次
日宣布议会休会大约三周，直至
11月16日，以防止拉贾帕克萨的
任命遇到阻碍。

拉贾帕克萨的助理说，新总
理可能在 28 日提名数名内阁成
员并在 29 日开始工作。拉贾帕
克萨就组建内阁没有正式发布消
息。

斯里兰卡议会议长卡鲁·贾
亚苏里亚 28 日反对西里塞纳解
除维克勒马辛哈的总理职务，要
求确保后者的安全以及作为总理
的权利。

贾亚苏里亚同一天致信西里
塞纳，说议会持续休会将对国家
产生“严重、不利的后果”。一些
议员担心，如果总统不能立即打
破僵局、让议会复会，解除总理职
务触发的政治危机可能演变为街
头暴力。

据新华国际

印度尼西亚狮子航空公
司一架载有 189人的国内航
班 29日从首都雅加达起飞
后坠海。印尼国家搜救局当
日表示，印尼搜救人员抵达
坠机现场开展全力搜救，但
尚未发现幸存者。

印尼国家搜救局负责人
斯尧吉在当天举行的新闻发
布会上说，飞机坠毁于印尼
西爪哇省加拉璜县附近海
域，当地海域水深 30 到 35
米，距离失事飞机与地面保
持联系的最后位置约 2 海
里。

他说，印尼国家搜救局
已经派遣 3艘搜救船、一架
直升机以及多艘船只前往坠
机地点。超过 300名由搜救
人员、军警和志愿者组成的
联合救援队正在展开紧急搜
救。

他说，飞机已经沉入海
底，搜救人员在失事海域发
现了救生衣、飞机的残骸碎
片、乘客个人的物品和肢体
残骸。目前尚未发现幸存
者，印尼搜救中心也没有收

到事发现场发出的求救信
号。

此外，另据印尼媒体报
道，印尼国家警察总局和国
民军准备了多艘巡逻舰和直
升机待命。当地渔民也积极
参与到搜救行动中来。

印尼狮航在当天举行的
发布会上说，失事客机属于
波音 737MAX 机型，今年 8
月刚刚投入运营。

此外，狮航还表示，机
长、副机长均为资深飞行员，
分别拥有超过 6000小时和
5000小时的飞行时间。

狮航这架载有 189人的
国内航班当天早上6时20分
从雅加达起飞，前往邦加勿
里洞省首府槟港，但在起飞
13 分钟后与地面失去联
系。飞机随后被确认坠海。

狮子航空公司是印尼的
私人航空公司，以执飞廉价
航班为主，也是印尼最大的
航空公司之一。2013年 4月
13日，狮航一架客机在巴厘
岛降落时冲入海中，造成数
十人受伤。 据新华社

印尼全力搜救失事客机
尚未发现幸存者

斯里兰卡政局紧张 前部长保镖开枪

斯里兰卡前石油部长阿尔朱纳·拉纳通加的保镖28日在首
都科伦坡一处办公地点开枪，致人伤亡。

斯里兰卡总统迈特里帕拉·西里塞纳26日解除拉尼尔·维克
勒马辛哈总理职务。总统两天后在电视讲话中说，维克勒马辛哈
内阁一名成员涉嫌卷入刺杀总统的阴谋。

■ 相关新闻

巴西内外课题考验新总统

博索纳罗博索纳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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