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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特阿拉伯总检察长谢赫·萨
乌德·穆吉卜29日在土耳其城市伊
斯坦布尔会晤当地首席检察官伊
尔凡·菲丹，讨论沙特籍记者贾迈
勒·卡舒吉遇害事件。

土耳其外交部长梅夫吕特·恰武
什奥卢同一天呼吁尽快完成调查。

长谈
土耳其阿纳多卢通讯社报道，

沙特总检察长穆吉卜与伊斯坦布
尔首席检察官菲丹 29 日在这座城
市一所法院会晤，两人闭门商谈大
约75分钟。

土耳其外交部长恰武什奥卢
当天说：“我们认为（穆吉卜）这次
访问对查明真相至关重要。”

卡舒吉本月2日进入沙特驻土
耳其伊斯坦布尔领事馆，办理与结
婚相关手续，随后“失踪”。沙特方
面一度称卡舒吉当天离开领事馆；
本月 20 日改称这名记者死于领事
馆内一场“斗殴”；25 日再度改口，
说他死于“有预谋的犯罪”。

沙特逮捕 18 名涉嫌参与杀害
卡舒吉的沙特人。土耳其方面寻
求引渡这18名涉嫌人，遭沙特方面

拒绝。
美联社报道，穆吉卜会晤菲丹

表明两国继续合作，以调查卡舒吉
遇害事件；但双方就在哪国审理这
18人存在分歧。

另按法新社的说法，土方要求
沙特方面说明卡舒吉遗骸的下落。

施压
恰武什奥卢 29 日呼吁沙特方

面尽快完成调查。
他在伊斯坦布尔举行的一场

记者会上说，两国检察官共享信
息、一起工作对调查有利；两国合
作必须继续，调查不能拖延，其他
议题不能干扰调查。

“调查必须尽快完成，”恰武什
奥卢说，“全世界的人都好奇，所有
真相应该公之于众。”

卡舒吉“失踪”以来，沙特面临
多国要求彻查的压力。

土耳其方面持续向媒体披露
卡舒吉遇害事件的细节，向沙特施
压。土耳其总统雷杰普·塔伊普·
埃尔多安说，土方将披露更多细
节，但不会急于这样做。

新华社特稿

新华社柏林 10 月 29 日电
（记者张远 任珂）德国总理默克
尔 29 日表示，将不再寻求连任基
督教民主联盟（基民盟）党主席，
未来也将不再竞选联邦总理。

分析人士认为，遭受接连政
治失利后，默克尔意欲逐步交接
权力，平稳退出政坛，“默克尔时
代”终结的序幕已经拉开。

谋身退

据基民盟党内人士消息，默
克尔29日早间在基民盟党内宣布
将不寻求连任党主席，并发表“感
人演讲”，党员全体起立鼓掌向她
致敬。当天下午，基民盟召开新
闻发布会，正式对外宣布。

谈及不再参选原因，默克尔
表示，执政联盟本月在巴伐利亚
州和黑森州议会选举中接连受挫
传递出明确信号，执政各党需要反
思，联邦政府形象需要重建。默克
尔同时提及，她在今年7、8月份议
会夏休时就已下决心不再参选，一
直寻求体面交出党主席一职。

按照基民盟党内传统，党主
席与联邦总理通常由同一人担
任。默克尔此前曾表态坚持这一
传统。舆论猜测，默克尔离任党
主席后也会辞去联邦总理职务。
不过默克尔当天表示，她将完成
本届总理任期。

当地媒体认为，默克尔保留
总理职务，是为保证权力交接的
可控。德国电视一台的报道说，
默克尔将“逐步撤离”，给予党内

接班人一些时间树立威信。

谁接班

默克尔自2000年4月至今任
基民盟主席，任职时间超过 18
年。一些熟悉基民盟党内事务的
人士告诉记者，默克尔担任党主
席期间，政策立场强硬，被称作

“铁娘子”。
基民盟定于12月上旬在汉堡

召开党代会，选举党主席。对于谁
可能接任党主席职务，继而成为未
来的德国总理人选，默克尔表示她
没有偏好，基民盟将选出合适的领
导者，她可以“和很多人合作”。

现阶段，已有三人成为媒体
预测的热门接班人选。一是基民
盟秘书长安内格雷特·卡伦鲍
尔。卡伦鲍尔曾担任萨尔州议
员、州长，今年2月出任基民盟秘
书长。一些德媒认为，卡伦鲍尔
放弃有行政实权的州长职务，甘
于到柏林打理党务，似乎愿意接
受默克尔栽培。卡伦鲍尔也因此
被视作亲默克尔势力的代表。

二 是 卫 生 部 部 长 延 斯·施
潘。施潘现年 38 岁，有丰富从政
经验，22 岁就被选入联邦议会担
任议员。施潘经常反对默克尔的
政策，在党内有不少支持者。三
是弗雷德里希·默茨。默茨 2000
年至2002年任基民盟与其姊妹党
基督教社会联盟（基社盟）在联邦
议会的党团主席，默克尔 2002 年
罢免其职务由自己兼任，与默茨

“结下梁子”。默茨自此成为默克

尔的反对者，后退出政界，在多家
企业任职。

搅政局

德媒认为，默克尔能否顺利
完成任期、实现过渡，不仅取决于
基民盟党内因素，也受执政联盟
其他两党以及在野党左右。

执政联盟中基社盟、社会民
主党在巴伐利亚州、黑森州的议
会选举中也惨遭失利，两党内同
样弥漫问责情绪。一些党员提
出，两党党首也应仿效基民盟“有
所表示”。如果两党领导层变动，
或将导致执政联盟瓦解。

社民党主席安德烈娅·纳勒
斯 29 日对当地媒体说，社民党人
事调整不是当务之急，应先搞清
楚基民盟主席由谁接任、执行什
么样的政策，社民党会据此决定
是否留在执政联盟中。

在野党中，自由民主党（自民
党）主席克里斯蒂安·林德纳当天
发表声明，要求默克尔同时辞去
党主席和总理职务，并提议基民
盟新领导层考虑基民盟/基社盟、
自民党、绿党的执政组合，开启新
的时代。左翼党也发表声明，要
求提前举行联邦议会选举，尽早
改变现状。

分析人士指出，默克尔开始
告别权力中心，无疑为德国乃至
欧洲政局增添了不确定性。她宣
布不再寻求连任基民盟党主席当
天，德国国债收益率上涨，欧元短
暂下跌。

接连失利 默克尔时代将落幕

新华社美国塞班岛10月30日
电（记者高山 檀易晓）当地时间30
日，随着载有最后一批中国旅客的
航班从塞班国际机场起飞，因超强
台风“玉兔”袭击而被迫滞留在美
属北马里亚纳联邦首府塞班的近
1600名中国旅客已基本撤离。

在现场为最后一批中国旅客
送行的中国驻洛杉矶总领馆工作
组解世波领事、石俊豪副领事向新
华社记者介绍说，这批共80名中国
旅客于当地时间中午 12 点乘坐香
港快运航空UO42航班从塞班飞往
中国香港。部分归心似箭的旅客
早上8点就赶到机场，并陆续顺利
完成登机手续。

在塞班期间，总领馆工作组与
航空公司、地接旅行社密切沟通协
调，慰问中国旅客，协助乘客和航
空公司顺利办理相关手续，相关工
作得到当地华侨华人和中国旅客
的大力支持与配合。

在中国外交部、文化和旅游
部、民航局，中国驻洛杉矶总领馆、
驻韩国使馆及外交部驻香港公署

协作下，四川航空、东方航空、首都
航空于 10 月 28 日、29 日先后派出
航班5架次，前往塞班接回中国旅
客 1200 余人。另有部分旅客搭乘
香港航空、香港快运航空及外航航
班离开。

“玉兔”是塞班岛有记录以来
遭遇的最强台风，已造成1人死亡，
130多人受伤，数百幢房屋受损，大
批居民无家可归，道路交通、淡水
供给和电力中断。

记者在塞班国际机场看到，部
分机场设施损毁严重，部分接机廊
桥明显破损，机场内可以看见损毁
的小飞机。机场外的道路上随处
可见被吹倒的电线杆、连根拔起的
树木、被掀翻屋顶的房屋。当地政
府工作人员正在忙碌地清理废墟、
疏通道路，并全力恢复水电供应。

由于机场塔台断电，30日当天，
部分入港航班被迫返航或者推迟。

连日来，救援人员陆续进入塞
班岛。目前，从附近的关岛飞往塞
班的航班只向当地返乡居民和红
十字会等救援机构人员开放。

新华社雅加达 10月 30日电
（郑世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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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后坠海。
截至30日凌晨，搜救人员已打捞起
多具遇难者遗体。印尼官员认为，飞
机在高速撞击海面时解体，下降过程
中没有发生空中爆炸。

狮航30日凌晨对媒体说，搜救
人员已打捞起多具遇难者遗体，遗
体将被送往雅加达的国家警察医
院接受身份验证。航空公司已将
169 名家属接到雅加达，以协助辨
认遇难者身份，并向家属及时公布
搜救行动进展情况。

印尼警方说，由于尸体破碎和
残缺，身份核对的过程将很困难。

印尼国家搜救局搜救主任班
邦·苏尔约·阿吉此前说，搜救人员
尚未发现幸存者，机上人员恐已全
部遇难。

中国驻印尼大使馆 29 日深夜
再次发布消息说，截至目前，使馆
暂未收到有中国公民乘坐该航班

的消息。
目前印尼搜救人员尚未确定

失事飞机黑匣子的具体位置，在飞
机失联前的最后位置也没有发现
机身残骸。

负责调查交通事故的印尼国
家交通安全委员会主席贾约诺 29
日晚在发布会上说，飞机疑似在坠
落海面时解体。他否认飞机在坠
落过程中发生爆炸。“如果发生空
中爆炸，飞机碎片将会散落海面数
平方公里，但搜救人员在现场发现
碎片集中在一个地方。”

失事客机当地时间 29 日早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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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上有181名乘客和
8名机组人员。

狮子航空公司是印尼私人航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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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土耳其沙特检方联手调查卡舒吉事件

印尼失事客机未发生空中爆炸

已打捞起部分遇难者遗体

滞留塞班近1600名中国旅客已基本撤离

10 月 29 日 ，
在德国柏林，德国
总理默克尔在基
督教民主联盟（基
民盟）新闻发布会
上讲话。

新华社/法新

德国总理安格拉·默克尔宣
布放弃连任基督教民主联盟、即

“基民盟”主席一天后，德国媒体
30 日报道，已有三人决定参加定
于12月举行的基民盟主席竞选。

““小默克尔小默克尔””
默克尔29日宣布放弃连任党

主席、出任总理至 2021 年任期结
束之际，成为“接班人”之战打响
之时。

这名德国女总理当天在记者
会上说，基民盟秘书长
安妮格雷特·克兰普-
卡伦鲍尔决定参选党
主席。

克兰普-卡伦鲍尔现年56岁，
作为女性政党领导层成员，有“小
默克尔”之称，在基民盟圈内同时
获称“AKK”，即她姓名的首字母缩
写。她是默克尔的亲密盟友，据信
是默克尔“中意”的继任人选。

默克尔对克兰普-卡伦鲍尔
的欣赏溢于言表。今年2月，默克
尔宣布提名克兰普-卡伦鲍尔出
任基民盟秘书长，一时口误，称后
者有望成为“基民盟有史以来第
一名女秘书长”，忘了自己才是这
项纪录的创造者。

克兰普-卡伦鲍尔出生于基

督教家庭，对社会议题立场相对
保守，反对同性婚姻。在维护劳
工权益方面，她接近以社会民主
党为代表的中左阵营，支持出台
全国统一最低工资标准。

按路透社的说法，如果克兰
普-卡伦鲍尔在12月基民盟党代
会上当选主席，意味着她向总理
府再次迈近一步。

克兰普-卡伦鲍尔已婚，有三
个孩子。

““老对手老对手””
默克尔不再参选基民盟主

席，她的“老对手”、现年62岁的弗
里德里希·默茨第一个示意将参
加角逐。

2000年，默茨时年44岁，高票
当选联邦议院联盟党（基民盟与
姊妹党基督教社会联盟的合称）
议会党团主席。当时，默茨是基
民盟的“少壮派”，被视为正在升
起的政坛新星。

默茨就任不久，与默克尔陷入
“内斗”，并以默茨失败告终。2002
年，默克尔迫使默茨让出联邦议院
联盟党议会党团主席这一重要职

位，自身出任这一职务。默茨2009
年淡出政治舞台，转而成为律师。

默茨如果“复出”并竞选基民
盟主席，有望获得党内保守和右
翼人士支持。这些人一直质疑默
克尔的中间派路线。

默茨已婚，有三个孩子。
““批评者批评者””
默克尔的第三名潜在“接班

人”是卫生部长延斯·施潘。按路
透社的说法，现年 38 岁的施潘从

来不掩饰想当总理的
念头。

施潘是基民盟内
的卫生专家，2015 年出任财政部
副部长。他是默克尔的主要批评
者之一，曾猛烈抨击默克尔 2015
年开放国门、接纳中东国家难民
的决策。今年3月，他出任卫生部
长，成为新内阁最年轻的成员。

施潘与美国驻德国大使理查
德·格雷内尔交好。格雷内尔今
年 6 月接受媒体采访时为欧洲保
守派“代言”，引发德国方面不满。

2002年，施潘时年22岁，首次
当选议员。如果他参选基民盟主席，
有望获得党内年轻成员的支持。施
潘原是银行家，去年与长期交往的同
性伴侣结婚。新华社特稿

默克尔“接班人”之战打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