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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新加坡7月9日电（记者
王丽丽）新加坡将于10日举行第13届
国会选举，占国会多数议席的政党将
组建新一届政府。

分析人士认为，执政党人民行动
党获胜毫无悬念，但由于新加坡新冠
疫情仍在延续，而且这也是人民行动
党推出第四代领导团队后的首次大
选，因此人民行动党的得票率将更多
反映出选民对政府抗疫表现的满意
度，以及对未来领导团队的信任度。

胜券在握
此次选举的提名日和投票日分别

定在6月30日和7月10日。共有192
人报名参选，包括来自人民行动党和
10个反对党的候选人以及1名独立参
选人。

新加坡国会实行一院制，议员由
公民投票选举产生，任期 5 年。占国
会多数议席的政党可组建政府。此次
选举，全国共设14个单选区和17个集
选区，议席数由89个增至93个，符合
投票资格的选民有265万多人。

17个集选区中包括6个四人集选
区和11个五人集选区，共占93个议席
中的79席。在每个集选区，各党派派
出数名候选人组团参选，一旦某党派
胜出，则该党派所有候选人同时当
选。由于集选区集中了大部分议席，
因此其选情格外引人注目。

自 1965 年新加坡脱离马来西亚
独立以来，人民行动党一直是新加坡
的执政党。此前历次大选中，该党在
绝大多数集选区都保持了绝对优势，
显示了较强的民意基础。

分析人士指出，长期以来，人民行
动党在新加坡政坛一枝独秀。反对党
整体力量薄弱且没有形成合力，一些
反对派人士在多个政党间游走，一些
选区还出现“三角战”等情况。这些都
将分散反对党得票。

焦点议题
受疫情影响，竞选期间不能举办

群众集会，各候选人普遍利用个别走
访、辩论会、网络宣传等方式开展竞选
活动。在诸多竞选议题中，疫情防控和
保障就业成为民众普遍关注的焦点。

人民行动党在竞选中打出“守护
生命、保障工作、共创未来”的口号，希
望以此争取选民支持。新加坡总理李
显龙在给选民的信中坦言，虽然到目
前为止，政府尚能把裁员率和企业倒
闭的情况控制在低水平，但危机远远
还未结束。未来几个月的情况很可能
恶化，接下来还有至少一年的艰难日
子。保住就业，帮助失业人士尽快找
到新工作，是政府的当务之急。

新加坡1月23日报告首例新冠病
例，4月一度因外籍劳工宿舍发生聚集
性感染而病例陡增，目前累计确诊病
例超过4.5万。为帮助民众和企业应
对疫情冲击，新加坡政府推出了总额
约1000亿新元（约合715亿美元）的四
个财政预算案，其中包括 200 多亿新
元的薪金补贴，间接帮助企业雇员保
住工作，个体经营者也可从中获得额
外补助。

新加坡舆论分析认为，危机往往
有利于执政党，因为人心思稳。疫情
当下，人民行动党的竞选纲领料将获
得大多数选民共鸣。

新老交替
分析人士指出，本届大选或将成为

68岁的李显龙以总理身份参加的最后
一次大选，选举结果将对执政党能否顺
利实现新老交替产生重要影响。

2018 年 1 月 4 日，新加坡 10 名部
长、5名高级政务部长以及国会议长联
署发表声明，表示他们16人将紧密合
作，在适当时候从团队中推选一人出
任领导人。这被视为新加坡执政党第
四代领导团队的确立。2019 年 5 月 1
日，此前担任财政部长的王瑞杰出任
副总理并继续兼任财政部长。新加坡
舆论普遍认为，王瑞杰有望接替李显
龙成为第四代领导团队的领军者。

本次大选中，王瑞杰离开服务 9
年的淡滨尼集选区，转战上届选举竞
争激烈的东海岸集选区。新加坡时政
评论员翁德生表示，王瑞杰是要用一
场硬仗和一场货真价实的胜利来奠定
自己在党内的领导地位。

李显龙在6日举行的一场网络群
众大会上表示，政府当前应对危机的
对策将决定新加坡的未来和子孙后代
的发展。他将同资深同僚及第四代部
长共同确保国家渡过危机。“我有决心
把运行良好的新加坡完好地交棒给下
一届团队。”

日本东京地方检察厅 8 日
对国会众议员、前法务大臣河井
克行及其妻子、参议员河井案里
提起诉讼，理由是两人涉嫌选举
贿赂。如果罪名成立，两人均将
失去议员职位。

这起贿选丑闻源自去年 7
月的参议院选举，执政党自由民
主党推举河井案里角逐广岛选
区议席。河井案里最终胜选。
不过日本媒体几个月后曝料，河
井案里涉嫌在选举期间违反选
举法，向选民分发农产品作为礼
物，还向助选人员支付超出法律
允许数额的报酬。

因为这场风波，河井克行出
任法务大臣仅一个月后辞职，但
他否认媒体报道。他与妻子随
后多次在自愿接受的问询中坚
称没有从事过违法的政治活动。

起诉书指出，河井克行涉嫌
与妻子合谋向5人合计发放170
万日元（约合11万元人民币）现
金，他本人涉嫌向 91 人合计赠
送 2430 万日元（158 万元人民

币）现金，为河井案里拉票。另
外，两人在胜选后还向8人送钱
共计近300万日元（20万元人民
币）。这上百名收受好处者包括
市议员、县议员和其他地方官
员，其中多数人接受问询时承认
收钱，一些人已经辞职。

河井克行实际指挥妻子竞
选团队，属于公选法规定的连坐
制对象，适用更重的罚则。

河井克行虽然承认送钱，但
否认贿选。他解释称，发放现金

“是为了表示慰问和扩张党的势
力”。河井案里表示“不记得有
违法行为”。两人 6 月被捕，辩
护律师已向东京地方法院申请
保释。法院暂未批准。

共同社报道，河井克行曾担
任首相助理等职务，与安倍晋三
关系亲近，河井案里参加参院选
举一事由首相官邸和自民党总
部主导。事态发展至夫妇二人
同时被追究刑事责任，必将对安
倍政府的声誉造成打击。

新华社特稿

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
厅驻也门官员莉丝·格兰德说，
由于先前收到的援助资金消耗
殆尽，也门再次临近饥荒边缘。

法新社 8 日援引格兰德的
话报道，国际援助减少和新冠疫
情的双重影响下，也门大部分地
区的民众面临饥饿，数以百万计
家庭可能很快会“撑不下去”。

在今年 6 月与沙特阿拉伯
联合举办的捐助国会议上，联合
国仅为也门筹集到目标援助资金
的一半，约12亿美元。格兰德透
露，在31个与会捐赠国中，实际
捐赠国只有9个，“很明显，受新
冠疫情影响，全球各地对外援助
方面的预算额度都受到挤占。”

格兰德在一次采访中说，
由于也门政府缺乏资金，一些
向其提供医疗卫生和食品的重
要项目已经终止。燃料短缺问

题正在影响该国电网、供水系
统和医院正常运转，当前形势
与人道主义危机最严重时的情
况“极其相似”。

“无法用船只运送救援物
资，货币迅速贬值，一篮普通食
品的价格仅在过去几周就涨了
30%，”格兰德说，“这次我们没
有足够资源来对抗饥荒，非常令
人担忧。”

2014年9月，胡塞武装夺取
也门首都萨那。2015年3月，沙
特主导的多国联军支援也门政
府军，对胡塞武装发起代号“果
断风暴”的军事行动，双方交战
至今，引发严重人道主义危机。
联合国数据显示，也门总人口的
四分之三、即超过 2400 万人需
要人道主义援助，其中 1200 万
人面临严重饥荒威胁。

新华社特稿

美国和墨西哥官员证实，墨西
哥奇瓦瓦州前州长塞萨尔·杜阿尔
特 8 日在美国佛罗里达州迈阿密市
被逮捕。

杜阿尔特被捕同一天，美国总统
唐纳德·特朗普在白宫会晤墨西哥总
统安德烈斯·曼努埃尔·洛佩斯·奥夫

拉多尔，庆祝“美国-墨西哥-加拿大
协定”生效。

美国执法官局官员曼尼·普里 8
日说，杜阿尔特涉嫌“贪污和欺诈”，美
方“代表墨方”发出逮捕令，已将他羁
押。墨西哥总检察长办公室同一天
说，杜阿尔特将被引渡回国。

杜阿尔特现年 57 岁，2010 年至
2016 年任奇瓦瓦州州长，涉嫌将数
千万美元的公共资金挪用至与他有
关的两家企业。遭墨西哥检方指控
后，他 2017 年逃往美国得克萨斯
州，随后受到墨西哥政府和国际刑
事警察组织通缉。

墨西哥总统洛佩斯今年 1 月说，
美方已经同意引渡杜阿尔特。杜阿尔
特声称他没有做任何违法的事。

新华社特稿

俄罗斯联邦侦查委员会说，俄远
东哈巴罗夫斯克边疆区行政长官谢尔
盖·富尔加尔涉嫌组织一个犯罪团伙
谋杀商人，9日被拘留。

侦查委员会当天说，“调查发现，
富尔加尔是一起谋杀企业家未遂案和
多起谋杀企业家案的组织者”，侦查委
员会和联邦安全局的调查人员依据已
搜集到的证据将他拘留。

侦查委员会发布的视频显示，富
尔加尔在办公室被戴上手铐带走。调

查人员将很快对他提起指控并请求法
庭予以审前羁押。

侦查委员会说，拘留富尔加尔关
联一个有组织犯罪团伙刑事案件的调
查。这一团伙涉嫌于 2004 年至 2005
年在哈巴罗夫斯克边疆区和阿穆尔州
多次谋杀和袭击商人。

一名执法部门人员告诉俄罗斯塔
斯社，富尔加尔涉嫌至少两起谋杀案，
这两起案件分别发生在 2004 年和
2005年，各有一名商人死亡；他还涉嫌

一起谋杀一名企业家未遂案。一名了
解调查情况的人告诉俄罗斯卫星通讯
社，富尔加尔已被押往首都莫斯科。

富尔加尔的发言人在社交媒体脸
书上称，富尔加乌“正派、非常诚实”，

“我希望这件事不至于发展到指控”。
富尔加尔现年 50 岁，俄罗斯自

由民主党成员，2018年9月起担任哈
巴罗夫斯克边疆区行政长官。哈巴
罗夫斯克边疆区是俄罗斯面积第四
大行政区。 新华社特稿

他能否成为李显龙的接班人

日前法相因涉贿选受起诉

物资紧缺物资紧缺
也门再次临近饥荒边缘也门再次临近饥荒边缘

俄远东地区一行政长官涉嫌谋杀案被拘留

墨西哥前州长逃美被捕墨西哥前州长逃美被捕

新华社日内瓦7月8日电（记者
凌馨）世界贸易组织新任总干事提名
工作 8 日结束。继墨西哥、尼日利
亚、埃及、摩尔多瓦和韩国之后，肯
尼亚、沙特阿拉伯和英国当天分别提
交本国候选人名单，世贸组织总干事
候选人升至8人。

当天，肯尼亚提名体育文化部长

阿明娜·穆罕默德参选世贸组织总干
事。英国当天提名前国际贸易大臣利
亚姆·福克斯参选。沙特阿拉伯提名
人选是前经济和计划大臣穆罕默德·
图韦杰里。

此前得到提名的候选人有墨西哥
贸易官员赫苏斯·塞亚德、尼日利亚
经济学家恩戈齐·奥孔乔-伊韦阿拉、

埃及法律专家哈米德·马姆杜、摩尔
多瓦前外交部长图多尔·乌里扬诺夫
斯基及韩国产业通商资源部通商交涉
本部长俞明希。

据世贸组织官网，总干事候选人
将在本月 15 日至 17 日举行的总理事
会特别会议上与成员见面。

世贸组织新总干事提名结束 8人参与角逐

新华社首尔 7月 10 日电
（记者陆睿 耿学鹏）韩联社 10
日凌晨援引韩国警方的消息
说，警方在首尔北岳山一带发
现了 9 日失踪的首尔市长朴元
淳的遗体。

报道说，9日夜间至10日凌
晨在北岳山一带搜寻的警察在
北岳山肃靖门附近发现了朴元
淳遗体。死亡原因有待进一步
调查确定。

韩国警方和消防部门 9 日
晚表示，当天下午接到朴元淳
失踪的报案，随后全力展开搜
寻工作。

据韩国媒体报道，朴元淳
女儿9日下午向警方报案说，朴
元淳当天留下类似遗言的话后
离家，之后失去联系，手机关
机。根据警方和消防部门发布
的信息，朴元淳当天上午离开
位于首尔的住所，闭路电视记
录显示他经过首尔钟路区一处
公园，最后一次手机信号出现

在下午3时49分许。
朴元淳现年 64 岁，2011 年

首次当选首尔市长，去年赢得
第三届任期。

他隶属执政党共同民主
党。2017 年总统选举期间，朴
元淳一度被视为潜在总统竞选
人。不过，他当时所获支持率
较低，最终放弃参选。按美联
社的说法，朴元淳现在被视为
2022 年总统选举的热门竞选
人。

美联社报道，担任首尔市
长期间，朴元淳曾经严厉批评
时任总统朴槿惠，公开支持首
尔居民示威，要求深陷亲信干
政丑闻的朴槿惠辞职。

韩联社报道，朴元淳失
踪可能与涉嫌性骚扰有关。
他的一名前秘书据信近期对
朴元淳提起刑事诉讼。首尔
警方拒绝确认与这桩案件相
关的任何信息。

韩警方证实失踪首尔市长死亡韩警方证实失踪首尔市长死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