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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耳其最高选举委员会25日凌晨宣布，
初步计票结果显示，现任总统雷杰普·塔伊
普·埃尔多安在前一天举行的总统选举中赢
得连任。

议会选举24日同时举行，埃尔多安领导
的执政党与一个在野小党组成政治联盟，拿
下多数席位。

胜选胜选

最高选举委员会主席萨迪·居文25日凌
晨说，97.7%的选票统计完毕，埃尔多安得票
过半。

官方媒体阿纳多卢通讯社稍后报道，99%
的选票统计完毕，6名总统候选人中，埃尔多
安得票 52.5%；主要在野党共和人民党候选
人、资深议员穆哈雷姆·因杰得票率为31%；库
尔德人塞拉赫丁·德米尔塔什为8.3%。

因杰现年54岁，比埃尔多安小10岁。共
和人民党说，将等待最高选举委员会定于29
日发布的最终计票结果。

议会选举方面，埃尔多安领导的正义与
发展党虽然失去绝对多数，但这一执政党与
民族行动党组成的“人民联盟”获胜，两党分
别拿下600个议席中的293席和49席。

总计 5 个政党得票率超过 10%这一“门
槛”，进入议会，包括德米尔塔什所属人民民
主党。人民民主党的支持者认定，这一支持
库尔德人权益的政党进入议会本身就是“胜
利”。

阿纳多卢通讯社报道，总统和议会选举
投票率相当高，均达到大约87%。

主张主张

埃尔多安24日晚提前宣布胜选。他在
全国电视讲话中感谢民众支持，希望没有人
因为选举失利而“破坏民主”。

就总统和“人民联盟”胜选，副总理穆罕
默德·希姆谢克在社交网站说：“这为加速改
革奠定基础。”

埃尔多安先前承诺，胜选后将着力解决
经济难题。

路透社报道，投资人将会欢迎土耳其总
统和新一届议会之间“稳定的工作关系”。

除经济议题，埃尔多安承诺继续打击土
耳其东南部以及伊拉克和叙利亚境内的库
尔德反政府武装。1月以来，土耳其多次在
叙利亚和伊拉克发起越境军事行动，打击库
尔德工人党等武装组织。

25日凌晨，埃尔多安在正发党总部向支
持者发表演讲，说土耳其将继续推进在叙利
亚的军事行动，更果断地打击“恐怖组织”。

挑战挑战

国际媒体报道，埃尔多安面临不少挑
战，首先是国内经济状况，涉及高通货膨胀、
高失业率和货币贬值等方面。

一些分析师推断，埃尔多安之所以提前
举行原定2019年11月的总统和议会选举，可
能是担心经济风险加重、拖累他和正发党的
选情。

埃尔多安承诺加大基础设施投资，建设
新工业区，降低年轻人失业率。胜选消息传
出后，今年累计贬值超过20%的土耳其里拉
对美元汇率25日凌晨上涨至4.587比1，涨幅
超过1%。

其次，作为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成员，土
耳其面临今后如何处理与这一军事集团的
关系、如何继续寻求加入欧洲联盟等课题。

土耳其举行总统和议会选举时仍处于
紧急状态。2016 年 7 月发生未遂军事政变
后，埃尔多安政府宣布进入紧急状态并多次
延长期限。土耳其与欧盟多国关系随后恶
化，与俄罗斯持续走近。 新华社特稿

埃尔多安赢土耳其选举获连任

日本副首相兼财务大臣麻生太郎24日
说，由于报纸等新闻媒体经常刊登针对执政
党自由民主党的负面新闻，爱看报纸的人群
中自民党支持率较低，不看报的年轻人都支
持自民党。这一言论在日本国内引发争议。

麻生现年 77 岁，在日本政坛以“大嘴”
著称，时常语出惊人。他24日在新泻县新
发田市发表演讲时说，执政联盟推选的候选
人在新泻县知事选举中胜出的一个主要原
因是，自民党在35岁以下年轻人群体中人
气较高。

按麻生的说法，日本10多岁、20多岁和
30到35岁的年轻人是“不看报纸的一代”。他

说：“所有不看报纸的人都是自民党支持者。”
日本新闻协会一项调查显示，20 多岁

的年轻人群体中，47.4%的男性和52.1%的女
性从来不看报纸。相比之下，60 多岁的高
龄者群体中，仅10.9%的男性和9.8%的女性
不看报纸。

不过，麻生的言论立即遭媒体“打脸”。
日本《每日新闻》24日发布的民意调查结果
显示，首相安倍晋三内阁支持率为36%，不
支持率为40%。不支持率继续高于支持率。

最近一段时间，自民党总裁、首相安倍
晋三身陷森友学园“地价门”等一系列丑闻，
连任自民党总裁的道路亮起“黄灯”。麻生

本人因财务省被曝篡改“地价门”文件面临
下台呼声，与媒体记者关系紧张。

麻生的最新言论在日本国内引发争议，
网友翻出他以往说错话的“黑历史”。去年
8月，麻生称屠杀了几百万人的纳粹头目希
特勒“动机正确”，遭媒体炮轰后不得不收回
言论。

另外，麻生曾对特定群体发表不当言
论。他 2013 年称老年人应该“赶快死掉”，
以免给国家医疗系统增加负担。2009 年，
他称年轻人“生两胎是夫妇起码的义务”，随
后撤回。同年8月，他又称年轻人“没钱还
是不结婚好”。 新华社特稿

韩国一名女高中生16日失踪，警方出动
约900名警力寻找她的下落，24日在她家乡
一处山里找到据信她的遗体。犯罪嫌疑人、
女孩父亲的朋友在她失踪后自杀身亡，使案
情更加蹊跷。

这名女孩是高一学生，与父母住在全
罗南道康津郡，警方没有公布她的姓名。
本月16日下午14时左右，她通过手机社交
软件告诉朋友，准备和父亲的一名金姓男
性朋友一起去附近一个郡，对方帮她找了
份兼职工作。

女孩发出这一消息后失踪。17 日凌
晨，她的父母向警方报案。同日早晨 6 时
17分，金姓男子在自家附近一处铁路工地
自缢身亡。

警方认为，金姓男子自杀是因为害怕
警方抓捕。从现阶段掌握的证据看，警方
认为他是凶手。

警方说，监控视频显示，当女孩给朋友
发消息时，这名男子已经把车停在距离她家
大约600米处。视频没有拍摄到女孩上车的
画面，但显示这辆车后来停在山区。

女孩的朋友 16 时下午 15 时给她发信
息，但一直显示未读。警方分析手机信号发
现，她的手机不久后关机。此前一天，女孩
曾发消息告诉朋友“如果我出事就报警”。

监控视频同时显示，16 日下午 17 时 35
分，金姓男子把车停在家里清洗，焚烧看似
衣物的东西。调查人员认为，他这一举动可
能是在销毁证据。

警方说，女孩父母16日晚间前往金姓男
子家中询问女儿下落时，他从后门逃跑，同
时让家人关灯假装不在家。

连日来，警方出动大约900名警力、直升
机和无人机寻找女孩下落。康津郡警方说，
搜救犬24日下午找到据信被害人的遗体，衣
服被脱光。从身高来看，警方认为这就是失
踪女孩，并且这一地点与女孩手机信号最后
发现地很近。

警方将继续调查，通过尸检判定女孩
死因。 新华社特稿

日本共同社 24 日发布的调查结果显
示，过半数自由民主党籍国会议员支持首相
安倍晋三连任党首。

党首选举定于9月举行，自民党各派系
摩拳擦掌。前首相小泉纯一郎之子小泉进
次郎成为多方拉拢对象。

领先领先

自民党拟9月7日公示党首候选人，同
月20日投票。除了安倍，总务大臣野田圣
子、自民党前干事长石破茂参选意向明显，
政策调查会长岸田文雄、第一副干事长小泉
进次郎没有明确表态。

共同社采访73名无派系的自民党籍国
会议员，以了解投票意向，其中31人、即大
约四成支持安倍连任；两人支持石破，两人
支持野田，一人确定不选安倍，其余37人没
有决定支持人选。

自民党籍国会议员共 405 人。党内派
系中，最大的细田派、副首相麻生太郎执掌
的麻生派、干事长二阶俊博率领的二阶派支
持安倍。三派国会议员总数为197人，加上
无派系议员，现阶段确定支持安倍的自民党
籍议员共计228人，超过总人数一半。

党首由国会议员、地方党员和支持者投
票选出。后两者的意向不明朗。共同社16
日至17日面向普通民众的调查显示，自民
党支持者中，45.9%支持安倍连任，石破得票
率为18.1%，岸田3%，野田2.5%。

警惕警惕

小泉进次郎是安倍继任者的热门人选
之一，在一些民意调查中支持率甚至超过安
倍。不过，这名“明星议员”近来多次公开批
评安倍政府。共同社报道，为拉拢小泉，各
方暗自较劲，自民党内暗流涌动。

本月 6 日，小泉就自民党确定《公职选
举法》修正案公开批评说，内阁就安倍陷入
的森友学园、加计学园丑闻“拿不出结论，这
种事倒是能拿出结论来。担心国民会怎么
看我们”。

新潟县知事选举 10 日投票前，自民党
高层再三邀请小泉为自民党候选人加油，均
遭拒绝。

小泉今年3月召集大约30名年轻议员
组成建言小组，讨论首相官邸主导一切的现
状。安倍身边人士告诉共同社记者：“要重
新审视首相官邸主导机制，就是要挑战安倍

一人独大局面，显然是要与首相保持距离。”
小泉在2012年党首选举中投票给安倍

的对手石破。石破2014年9月出任地方创生
担当大臣后，小泉作为直属政务官与他共事
一年多。石破方面承认，定期与小泉接触。

另一名潜在候选人岸田任命小泉担任
政策调查会改革组事务局长，试图拉拢。

不清楚小泉这次是否参选或支持谁。
他24日在大阪告诉媒体记者：“谁参选，谁
不参选还不清楚，我会好好考虑到最后。”

变数变数

自民党石破派共有国会议员 20 人，岸
田派48名议员遵从岸田决定。党内第三大
派系、有55名议员的竹下派，最小派系石原
派还没有作出决定。

石破在地方人气较高。2012 年 9 月党
首选举中，石破在首轮投票中凭借地方票优
势大幅领先综合得票第二的安倍。但由于
决胜投票不计地方票，安倍凭借国会议员支
持胜出。

共同社报道，鉴于不少国会议员没有决
定支持人选，加上地方意向不明朗，党首选
举局势仍有变数。 新华社特稿

韩朝官员从25日起将密集会晤，以落实
两国领导人4月27日达成的《板门店宣言》。

韩国军方25日说，韩朝军官当天上午在
韩国坡州市南北出入境事务所举行工作会
谈，讨论修复朝鲜半岛东、西海域的军事通
信线路，恢复韩方平泽第二舰队与朝方南浦
西海舰队司令部的通信线路，以及朝韩海军
舰艇在西部海域分界线附近借助国际无线
通信线路联络等议题。

韩联社报道，这是朝韩时隔 7 年 4 个月
再次举行大校级工作会谈，持续一个多小
时。

同一天，韩国统一部说，韩朝官员今后
两周将会晤三次，讨论铁路、公路和林业等
领域合作。

继上周的体育部门会谈和红十字会会
谈后，韩国国土交通部和朝鲜铁道省定于26
日在板门店韩方一侧“和平之家”举行副部
长级小组会议，讨论跨境铁路连接和改造。

公路小组会议定于28日，地点在板门店
朝方一侧“统一阁”。林业小组会议定于7月
4日，地点未定。

统一部声明说：“借助关于铁路、公路、
林业合作的小组会议，我们将有诚意地讨论
如何落实板门店宣言，为南北关系可持续发
展和构建朝鲜半岛持久和平机制打基础。”

韩联社以消息人士为来源报道，韩朝官
员近期还将在朝鲜开城工业园区和金刚山
景区会面，为预计今年8月在开城工业园区
开设南北共同联络事务所、在金刚山举行韩
朝离散家属团聚做准备。 新华社特稿

落实板门店宣言

韩朝两周四会

韩国女高中生失踪

遗体8天后找到

自民党党首选举 过半议员支持安倍连任

“不看报的人都支持自民党”麻生言论再引争议麻生言论再引争议

6月24日，土耳其执政党正义与发展党的支持者在伊斯坦布尔庆祝。 新华社/路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