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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界新人
反腐亲欧

泰国国王宣布撤销
前总理他信的所有勋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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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8年10月，他信在非法购地案
中被判处2年监禁。 （新华社）

朝方要求彻查
驻西班牙使馆遇袭事件

朝鲜外务省3月31日认定驻西班
牙使馆2月遇袭事件是“严重恐怖袭
击”，要求西班牙当局彻底调查。

西班牙一家法院3月26日公开的
法庭文件显示，一伙人2月22日突袭朝
鲜驻西班牙大使馆，限制使馆人员人
身自由，抢走电脑、硬盘和文件。一个
寻求推翻朝鲜政权的秘密团体随后

“认领”袭击事件，声称与美国联邦调
查局分享情报。美国政府撇清干系，联
邦调查局既不承认、也不否认。

朝鲜中央通讯社3月31日发布外
务省一份声明。这是朝方首次回应使
馆遇袭事件。

声明说：“非法进入、占领使馆以
及勒索严重侵犯国家主权、公然违反
国际法，这种行径不应该受到宽恕。”

声明说，朝鲜方面正在追踪有关
美国联邦调查局和一个反朝团体参与
这起事件的传言，希望西班牙当局以
负责任的方式调查，将恐怖分子及其
幕后操纵者绳之以法。“我们将耐心等
待结果。” （新华社）

乌克兰总统选举开始举行
39名候选人参加竞选

乌克兰总统选举于当地时间3月
31日8时（北京时间13时）开始举行，共
有包括现任总统波罗申科、祖国党领
导人季莫申科、演员泽连斯基在内的
39名候选人参加竞选。

根据乌中央选举委员会公布的消
息，乌全国共设置了199个选区，下辖
29900个投票站。此外，乌还在72个国
家和地区设立了101个投票站。来自16
个国家和15个国际组织的2344名国际
观察员参与监督投票过程。投票站将
于3月31日20时（北京时间4月1日凌晨
1时）关闭。

根据最近民意调查，在2980万符
合条件的乌选民中，85%的人预计会
参加投票；3位候选人波罗申科、季莫
申科、泽连斯基的支持率领先。

根据乌克兰法律，如果在3月31日
选举中没有候选人获得超过50%的选
票，那么在4月21日还将进行第二轮投
票，首轮投票中领先的两名候选人将
决出最终胜者。新总统应不迟于6月3
日就职，任期5年。 （新华社）

新人
律师、反对民粹主义、“挺欧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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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名环
境领域的律师，曾于2016年获得戈
德曼环境奖。她还曾成功阻止一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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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轨迹
第一轮胜选后辞去党内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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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挑战
与马克龙一样，竞选纲领模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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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社、海外网、央视新闻等）

英国首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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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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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议本周重返议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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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社）

抱怨墨西哥应对非法移民不利

特朗普放狠话 将关闭美墨边境

苏珊娜·恰普托娃：
苏珊娜·恰普托娃

现年45岁的苏珊娜·恰普托娃离异，育
有两个孩子，是一名几乎没有任何政治经
验的律师。她反对民粹主义，是这一欧盟成
员国内的“挺欧派”。此前，她曾领导了一场
针对非法填埋场的长达14年的诉讼。同时，
作为一名反腐败活动家的恰普托娃是进步
斯洛伐克运动党的成员，目前该党在议会
中没有席位。

斯洛伐克国家选举委员会3月31
日宣布，苏珊娜·恰普托娃在总统选
举第二轮投票中胜出，当选斯洛伐克
新总统。恰普托娃将于6月15日就职，
成为斯洛伐克首位女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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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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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分析师表示，“上届法国总统选
举期间发生类似的故事，新政治倾向的
代表和一种新的政治运动获胜。”

斯洛伐克选出首名女总统

斯洛伐克官方数据显
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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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选这一欧
洲中部国家首名女总统。

今年3月16日，斯洛伐克
举行总统选举第一轮投票，共
13名候选人参选。由于无人在
首轮投票中获得超过50%的
有效选票，排名前两位的候选
人恰普托娃和谢夫乔维奇进
入第二轮角逐。恰普托娃在首
轮投票后宣布辞去进步斯洛
伐克运动副主席职务。

斯洛伐克宪法规定，总
统是国家元首，任期5年，最多
连任两届，由全民投票直接选
举产生。恰普托娃将于6月15
日就职，成为斯洛伐克首位女
总统。

没开玩笑
“会关上相当长一段时间”

特朗普3月29日在社交媒体“推
特”写道：“如果墨西哥不能立即阻
止所有非法移民经由南部边境进入
美国，我将在下周关闭边境，或者大
部分边境。”

就任两年来，特朗普多次提及关
闭美墨边境，这次给出具体时间。他
说，“我没有开玩笑”，威胁关闭边境

“可能意味着（中断）所有（对墨）贸
易”，而且“会关上相当长一段时间”。

特朗普抱怨墨西哥方面应对非
法移民不力：“对他们而言，阻止移
民北上容易，但他们（墨方）就不那
么做。”

针对特朗普最新指责，墨西哥
总统安德烈斯·曼努埃尔·洛佩斯·
奥夫拉多尔3月29日说，墨方正在尽
力应对非法移民偷渡，“我们想与美

国政府保持良好关系”。
墨西哥外交部长马塞洛·埃布

拉德在“推特”回应，墨方不受制于
威胁，是美方“最好的邻居”。

美国公民身份和入境事务局前
首席顾问斯蒂芬·列戈姆斯基告诉
路透社记者，作为美国总统，特朗普
有权关闭特定入境口岸，但立即关
闭所有口岸将面临法律挑战。

挡移民
约10万人3月抵达美国南部边境

美国国土安全部长科斯特珍·尼
尔森说，特朗普再提关闭边境可能与
即将抵美的非法移民大潮有关。

按多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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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尼尔森3月28日警告国会，政府
现拘留超过1200名无人陪同的未成
年人、6600多个非法入境移民家庭，
面临“系统性崩溃”。她说，可能关闭
多个指定的入境口岸，调用750名入
境口岸工作人员处理移民事务。

尼尔森说：“如果我们必须关闭
口岸，以照顾要来的所有人，我们会
那么做。”

殃经济
威胁美国500万个就业岗位

国土安全部警告，入境口岸人
员调动可能导致通关缓慢。交通部
数据显示，1.93亿人次去年经陆上
口岸入境美国。

一名目击者告诉路透社记者，
墨西哥华雷斯市和美国得克萨斯州
埃尔帕索市之间的边境口岸3月29
日下午等待时间比以往更长，货车
排起长队。一名赶往美国上班的驾

车人抱怨，堵在入境口岸3个小时。
美联社报道，关闭边境对美方

加利福尼亚州圣迭戈至南得克萨斯
地区影响尤为严重，包括出售墨西
哥农产品的超级市场、依赖进口零
部件的工厂和其他领域。

美国商会数据显示，美墨日均货
物贸易额为17亿美元。这一机构警
告，关闭美墨边境将导致“经济彻底
崩溃”，威胁美国500万个就业岗位。

墨西哥是美国第三大贸易伙伴，
美国人口普查局数据显示，美墨2018
年双边贸易总额为6120亿美元。

圣迭戈奥泰梅萨商会主管阿莱
扬德拉·迈尔·特兰说，关闭边境向
墨西哥方面释放错误信号，可能迫使
墨西哥企业最终转向亚洲市场。“我
认为（关闭边境）将在许多领域产生
破坏性影响，”他说，“从长远看，基本
上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新华社、北京晚报）

美国总统唐纳德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特朗普33月月
2929日威胁日威胁，，如果墨西哥无法阻止非如果墨西哥无法阻止非
法移民前往美国法移民前往美国，，他可能将关闭南他可能将关闭南
部边境部边境。。多名分析师认为多名分析师认为，，关闭边关闭边
境将冲击两国经济境将冲击两国经济，，影响美墨边境影响美墨边境
合法人员和经贸往来合法人员和经贸往来。。

此外此外，，特朗普指认萨尔瓦多特朗普指认萨尔瓦多、、
危地马拉和洪都拉斯危地马拉和洪都拉斯““组织组织””非法非法
移民持续北上移民持续北上、、威胁美国南部边威胁美国南部边
境境，，33月月3030日声称要切断对这三个日声称要切断对这三个
中美洲国家的直接援助中美洲国家的直接援助。。美国国美国国
务院随后发布声明务院随后发布声明，，证实依照总证实依照总
统指令统指令，，正准备切断对中美洲三正准备切断对中美洲三
国国20172017至至20182018财政年度的援助财政年度的援助。。

““我们正在与国会接触我们正在与国会接触。”。”一名国一名国
会助理估算会助理估算，，所涉金额总所涉金额总计大约计大约77
亿美元亿美元。。

民主党人警告民主党人警告，，这一举措可能这一举措可能
适得其反适得其反，，帮助三国改善民众生活帮助三国改善民众生活
质量才能质量才能““治本治本”。”。

人物名片

3月29日，
在斯洛伐
克首都布
拉迪斯拉
发，一名女
子走过苏
珊娜·恰普
托娃的竞
选海报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