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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京都现任知事小池百合子在5日竞
选中“秒杀”21名竞争对手，成功连任。

媒体分析，新冠疫情、竞选对手选票
分散等原因助力小池再次胜出。

6 日凌晨计票完毕，小池获得 366 万
张选票，远超排名第二的候选人宇都宫健
儿所获84万张。小池这次所获票数在东京
都知事竞选历史上排名第二。

她的优势之大，以至于与投票结束几
乎同时，各家电视台立即依据出口民调报
道小池笃定当选。投票结束后不到一分
钟，小池就以视频直播方式发表讲话。

共同社报道，小池处理新冠疫情的表
现似乎是帮助她成功连任的因素之一。在
投票站出口接受调查的选民中，60.7%的
人对小池应对疫情的表现予以肯定。日本
暴发疫情后，小池在东京都采取减少外出
和商业活动等防疫措施，病例数量在一段
时间内有所减少，小池的人气上升。

日本广播协会 （NHK） 电视台报道，
小池在选战中以应对新冠疫情的公务优
先，且为了防止聚集性感染没有举行任何
街头拉票活动，而是借助互联网竞选。为
防备疫情再次大规模暴发，她还推动充实
医疗和检测能力。她打算缩减因疫情延期
举行的东京奥运会和残奥会费用。

另外，在野党阵营没有形成合力、共
同支持某一名候选人，从而分散了选票，
这也是小池轻易获胜的原因之一。22人角
逐这次选举，小池依旧以无党派身份参
选。宇都宫健儿获得最大在野党立宪民主
党及日本共产党和社会民主党支持；日本
维新会支持熊本县前副知事小野泰辅；得
票第三的山本太郎以反建制党派令和新选
组党首身份参选。

立宪民主党选举对策委员会委员长长
妻昭5日晚说，“在野党没有拧成一股绳”，
今后将致力于合力打造在国会选举中能与

执政党自民党候选人一对一竞争的结构。
自民党这次没有推出候选人与小池竞

争，且自民党干事长二阶俊博表示考虑支
持小池，执政联盟的公明党也给予小池实
质性支持。

NHK 报道，基于以上因素，小池不
仅获得来自自民党和公明党支持者的选
票，也获得一些立宪民主党支持者和无党
派选民的选票。

日本媒体指出，虽然小池以绝对优势
当选，但她第二个任期面临严峻考验，挑

战包括疫情和奥运会。
东京都疫情近来持续恶化，5日报告

单日新增病例111例，连续第四天突破100
例。小池发表视频讲话时，严格限制现场
人数，没有按照传统三呼“万岁”庆祝当
选。她说：“我非常高兴，但同时感觉责
任重大。”

“这是准备应对第二波疫情的重大
时刻。我们将切实应对。”小池表情严
肃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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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近期新冠确诊病例激增，澳大
利亚维多利亚州政府6日宣布，从7日起
关闭维多利亚州与新南威尔士州边界，
且将动用军队协助，防止人员随意流动。

维多利亚州 6 日报告，过去 24 小时
州内新增病例 127 例，为疫情暴发以来
单日最多；新增死亡病例两例，全国累
计死亡人数从而达到106人。

维多利亚州州长丹尼尔·安德鲁斯宣
布，与总理斯科特·莫里森和新南威尔士
州州长格拉迪丝·贝雷吉克利安电话磋商
后，他们一致同意关闭维多利亚州与新
南威尔士州的边界。“我们在遏制疫情方
面面临巨大挑战，所以这是明智和正确
的命令。”他说。

路透社报道，这是澳大利亚两个人
口最多的州 100 年来首次关闭边界，上
次关闭是1919年流感全球大流行期间。

边界定于 7 日午夜关闭。新南威尔
士州州长贝雷吉克利安说，没有重开边
界的时间表，将依据卫生部门建议而
定；需要在两州间往来的人员必须每天
申请许可证，但发证可能需要耗时3天。

新南威尔士州警察局长米克·富勒
说，将动用空中观察和其他手段不间断
巡查边界，且已经请求军队协助。

关闭与新南威尔士州的边界，意味
着维多利亚州已经彻底“封闭”。这个州
先前关闭了与南澳大利亚州的陆上边界。

相较不少国家，澳大利亚疫情不严
重，至今确诊病例少于 9000 例，死亡
100多人。然而，维多利亚州近来病例激
增，引发对疫情扩散的忧虑。

过去一周，澳大利亚全国24小时平
均新增病例109例，而6月第一周平均仅
9 例。6 月 30 日，澳大利亚报告 24 小时

新增病例 71 例，其中 64 例在维多利亚
州。州长安德鲁斯因此宣布，自7月1日
起，在州内一些疫情严重地区恢复“居
家令”，至少持续至7月底，居民除必要
原因不得外出。

7月4日，维多利亚州报告新增病例
数进一步增多，达 108 例，迫使政府扩
大“居家令”覆盖范围，同时把首府、
全国第二大城市墨尔本发现病例的 9 栋
公共住宅完全封闭，在每一楼层部署警
察，由执法人员把守出入口，居民不得
出入且住宅内居民需要接受病毒检测。

安德鲁斯 4 日说，上述住宅中检出
23 例病例。他 6 日说，楼内居民累计检
出53例病例。澳大利亚代理首席医疗官
保罗·凯利把这些高层住宅比喻为“竖立
的邮轮”，指病毒容易在内传播。

新华社特稿

韩国媒体报道，韩国前总统朴槿惠所
涉亲信干政案和受贿案被最高法院发回重
审，预计首尔高等法院将两起案件合并重
审后，将于本月10日作出宣判。

朴槿惠此前因三桩案件合计获刑 32
年，眼下正在服刑。

三桩案件分别是：亲信干政案，朴槿
惠在该案二审中被判处 25 年监禁、处罚
200亿韩元 （约合1.2亿元人民币）；收受
国家情报院贿赂案，她二审被判处5年监
禁、追缴 27 亿韩元 （约合 1591 万元人民
币）；朴槿惠2016年在国会选举中非法干
预选情案，被判2年监禁。

韩国司法系统自上而下分为相当于最
高法院的大法院、高等法院和地方法院三
级，施行三审制。

韩国大法院去年裁定，朴槿惠在亲信
干政案中涉及的受贿部分与其他犯罪嫌疑
应当分开审理，因此将该案发回首尔高等
法院重审；至于国家情报院贿赂案，最高
法院认为在二审中被认定无罪的国库损失
嫌疑和贿赂嫌疑，均应视为有罪，因此也
将此案发回重审。

韩联社援引韩国法院方面5日消息报
道，首尔高等法院将两个发回重审的案件
合并审理，预计将于10日一并宣判。

按韩联社说法，朴槿惠自2017年10月
后缺席所有庭审，预计此次仍将缺席庭审。

一些分析师认为，重审把朴槿惠涉嫌
的受贿罪与其他罪行分开审理，可能让她
面临更重的量刑。

首尔高等法院今年5月对亲信干政案
进行重审时，检方曾建议对朴槿惠判处35
年监禁。具体包括：对朴槿惠的受贿部分
判处 25 年监禁，罚款 300 亿韩元 （约合
1.8亿元人民币），追缴赃款2亿韩元（约合
118万元人民币）；对其滥用职权、妨碍他人
行使权力等其他部分判处10年监禁，追缴
赃款33亿韩元（约合1945万元人民币）。

朴槿惠2017年3月因遭弹劾而失去司
法豁免权，同月31日在看守所接受拘押，
2019年4月17日转为服刑，2019年9月在
首尔一家医院接受左肩手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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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朗原子能组织发言人贝赫鲁兹·卡
迈勒万迪5日说，纳坦兹核设施2日的火
灾造成“重大损失”，影响先进离心机的
研发。

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等伊朗媒体援
引卡迈勒万迪的话报道，火灾发生在纳
坦兹核设施一个离心机组装中心，烧毁
一些“精密测量仪器”，没有人员伤亡。

卡迈勒万迪说，这个组装中心2013
年开始建设，2018年启用；由于受到伊
朗核问题全面协议限制，中心始终没有
全力运转。

按照卡迈勒万迪的说法，“更多先进
离心机原本应该在那里生产”，火灾“可
能从中期而言影响先进离心机的研制和
生产”，“伊朗将以更大、拥有更多设备
的中心来代替烧毁的设施”。

纳坦兹核设施位于伊朗中部伊斯法

罕省沙漠地区，大部分建筑位于地下，
可生产浓缩铀。2015年达成的伊核协议
规定，伊朗在协议生效后15年内，只能
在纳坦兹核设施生产丰度不高于3.67%的
浓缩铀，且相关活动需要接受核查。

伊 朗 原 子 能 组 织 和 伊 朗 媒 体 发
布 的 图 片 和 视 频 显 示 ， 火 灾 发 生 以
后 ， 纳 坦 兹 核 设 施 一 栋 两 层 砖 建 筑
物 的 部 分 屋 顶 和 墙 体 烧 毁 ， 屋 内 可
能发生过爆炸。

伊朗政府 3 日说，起火原因已经查
明，但“出于安全考虑”将在日后合适
时机公布。一些不愿公开姓名的伊朗官
员告诉多家媒体，纳坦兹核设施遭网络
攻击，“敌人”曾发起类似攻击。

纳坦兹核设施2010年遭“震网”蠕
虫病毒袭击。这一病毒程序据信由美国
和以色列研发。

就纳坦兹核设施火灾，以色列国防
部长本尼·甘茨 5 日称：“并不是伊朗发
生的每一件事都与我们有关。”他回答以
色列电台记者提问时说：“那些系统全都
非常复杂，有非常严格的安全 （运行）
限制，我不确定他们 （伊朗方面） 是否
总是知道如何维护。”

美国去年 5 月退出伊核协议，恢复
和追加对伊朗制裁。作为回应，伊朗逐
步中止履行协议条款，今年 1 月宣布开
始不再接受协议中最后一项关键限制，
即“对离心机数量的限制”。

纳坦兹核设施依然受到国际原子能
机构监督及核查。这一联合国机构 3 日
说，火灾不影响监督，纳坦兹核设施起
火场所没有放置核原料，起火时没有国
际原子能机构人员在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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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朗军方高级将领说，伊朗在霍尔木
兹海峡内外修建了一批“地下和近海导弹
城”，可打击海上目标。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司令阿里
—礼萨·坦格西里在伊朗媒体 5 日刊发
的采访中说，伊朗沿海湾和阿曼湾建有

“地下和近海导弹城”，配备导弹和舰船。
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和新闻电视台援

引坦格西里的话报道，伊朗整个2200公里
的南海岸线配备各式武器，伊方将决定何
时展示这些“导弹城”。

坦格西里说，“我们的存在遍布波斯
湾和阿曼湾，在每一个地方……是敌人的
噩梦”；“敌人”知道伊朗有“地下导弹
城”，不过“并不掌握精确信息”。

坦格西里警告，伊朗能够精确定位通
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每艘船。

美国国防部4月15日称，美军舰船在
海湾“国际水域”遭遇伊朗伊斯兰革命卫
队11艘快艇“骚扰”。美国总统唐纳德·特
朗普4月22日说，他已指示美国海军，击
沉任何“骚扰”美军舰船的伊朗舰艇。伊
斯兰革命卫队司令侯赛因·萨拉米次日警
告，如果美军舰船威胁伊朗舰船安全，伊
方将果断有力反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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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池秒杀对手连任东京都知事
朴槿惠案重审

将于本周宣判

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内外

建成“导弹城”

病例激增 澳大利亚拟动用军队封锁两州边界

伊朗说纳坦兹核设施火灾导致伊朗说纳坦兹核设施火灾导致““重大损失重大损失””

7月5日，小池百合子在日本东京对媒体发表讲话。 新华社/路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