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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首尔7月10日电 经过大规模搜寻，
韩国警方10日确认，首尔市长朴元淳当天零时许
被发现在首尔市北岳山一带身亡。具体死亡原因
有待进一步调查确定。

未发现他杀嫌疑未发现他杀嫌疑

据当地媒体报道，当地时间 9 日 17 时 17 分
（北京时间16时17分）许，朴元淳女儿向警方报案
说，朴元淳当天留下类似遗言的话后离家，之后失
联，手机关机。

首尔市政府有消息说，朴元淳由于近来身体
不适取消了9日的工作日程，包括与韩国国家均
衡发展委员会委员长的会面。

根据韩国警方和消防当局发布的信息，朴元
淳9日10时44分许离开位于首尔钟路区嘉会洞
的住所，闭路电视显示他于10时53分许经过钟
路区卧龙公园，最后一次手机信号15时49分左
右出现在首尔城北洞一带。

在朴元淳住所发现了写有类似遗书的纸条
后，警方和消防部门展开搜寻工作。当日21时30
分，警方和消防部门结束第一轮搜寻未果，从22
时30分开始第二轮搜寻。

直到午夜，警方在首尔北岳山肃靖门附近发现
了朴元淳的遗体。警方发现遗体地点距离最后出现
手机信号的地点约2公里。

警方10日凌晨2时对媒体表示，现场发现的
背包、手机、名片、纸笔等经鉴定为朴元淳本人
物件，目前未发现他杀嫌疑，将就死亡原因做进
一步调查。

生前遭性骚扰举报生前遭性骚扰举报

据当地媒体披露，首尔地方警察厅近日接到
关于朴元淳性骚扰女下属的举报。朴元淳前任女
秘书声称“从2017年担任秘书以来多次遭朴元淳
性骚扰”。

警方此前已启动有关核查，并考虑传唤朴元
淳协助调查。但尚不确定朴元淳是否知道已被举
报，也无法确认朴元淳的死亡与这起举报是否存
在关联。

按照韩国法律，案件随当事人死亡自动终止。
目前，朴元淳的遗体被安置在首尔大学医院，

出殡日期定于13日。首尔市政府官员表示，将为
朴元淳举行市葬。

从10日凌晨起，朴元淳的好友及支持者陆续
聚集在首尔大学医院外，他们高举“站起来朴元
淳”“爱你，朴元淳”的标牌，不少人泣不成声。

亲和力强亲和力强 声望颇高声望颇高

朴元淳出生于1956年，担任首尔市长前曾长
期从事人权律师工作；2011年以无党派身份首次
竞选首尔市长，以 53.4%的得票率获胜，之后在
2014年和2018年两次连任。

任职9年中，朴元淳致力于推动首尔环保绿
化事业，改善市民生活福祉，积极帮助贫困阶层和
弱势群体，受到大众好评。

2018年夏天，他与夫人曾走进首尔三阳洞的
贫民区，与当地居民同吃同住一个月，聆听他们的
呼声，以提出促进地区均衡发展、缩小地区发展差
距的政策。

记者在几次近距离接触中发现，朴元淳亲和力
强，没有架子，在推进社会改革和落实政策措施方
面雷厉风行、具有魄力，声望颇高。

采取措施遏制疫情采取措施遏制疫情

朴元淳隶属执政党共同民主党，被认为是
2022 年韩国总统选举的有力候选人之一。2017
年朴元淳曾参加总统选举候选人的党内竞选，后
中途弃选。

2月底，韩国暴发大规模疫情。在朴元淳带
领下，首尔采取了一系列积极防控措施，遏制首都
圈地区的疫情蔓延。

为了劝阻部分宗教团体在市中心的光化门广
场举行大规模集会，朴元淳亲自到现场向民众喊
话，劝告宗教团体解散集会、保护自己与他人健康。

就在失踪前一日，他还与执政党共同民主党
党首李海瓒会面，商讨首尔房地产政策及土地供
给问题。

首尔第一副市长徐正协10日起任代理市长，
直至明年4月补选选出新市长。他表示，将延续朴
元淳的施政理念，即“将市民安全和福祉放在首位，
与首尔市政府所有公务员协同一心，毫不动摇地推
进各项治理工作。”

新华社日内瓦7月9日电 世界贸易
组织下一任总干事候选人提名工作8日晚
结束，共有来自墨西哥、尼日利亚、埃及、
摩尔多瓦、韩国、肯尼亚、沙特阿拉伯和英
国的八位候选人获得正式提名。他们来
自不同地区，职业经历各异，谁更有机会
成为世贸组织“新掌门”？

都有哪些都有哪些““高手高手”？”？

八位候选人工作履历各不相同，其
中不乏在贸易领域深耕多年的资深人
士，有参与过世贸组织创建的“元老
级”人物，也有在国际机构长期工作并
担任要职的外交官。

分析人士认为，在多边贸易体制遭受
挑战、世贸组织职能陷入低谷，多名资深
候选人参与角逐总干事一职，增加了人们
对多边贸易治理前景的信心。

墨西哥官员赫苏斯·塞亚德和埃及律
师哈米德·马姆杜的国际贸易职业生涯都
要追溯到世贸组织前身关税和贸易总协
定时期，两人均作为本国谈判代表参与过
创建世贸组织的乌拉圭回合谈判。塞亚
德随后担任过关贸总协定副总干事和世
贸组织创始副总干事，而马姆杜则参与并
主导了世贸组织重要协议《服务贸易总协
定》的起草工作，并在世贸组织成立后到
2017年，一直供职于服务贸易和投资司。

此次二度参选总干事的肯尼亚候选
人阿明娜·穆罕默德，曾经担任肯尼亚常
驻世贸组织代表等职务，任内几乎主持过
世贸组织所有关键职能部门的工作。她
还主持了2015年在内罗毕举行的世贸组
织第十届部长级会议，为各方就取消农产
品出口补贴达成一致承诺做出重要贡献。

来自尼日利亚的恩戈齐·奥孔乔-伊
韦阿拉也资历不凡。她曾在世界银行供
职长达25年，并曾担任常务副行长。她不
仅参与政府间国际机构的管理工作，还与
公私合作机构、私营部门密切接触。

““圈内人圈内人””还是还是““圈外人圈外人”？”？

此次提名的候选人中，多数都有长年
的贸易领域工作经验，包括韩国产业通商
资源部通商交涉本部长俞明希、英国前国
际贸易大臣利亚姆·福克斯，但也有奥孔
乔-伊韦阿拉等并没有与贸易直接打过交
道的候选人。沙特阿拉伯前经济和计划大
臣穆罕默德·图韦杰里，此前是在汇丰银行
和摩根大通工作的银行家。年轻的摩尔多
瓦候选人图多尔·乌里扬诺夫斯基则更多
地被看作一名外交界而非贸易界人士。

作为一名国际金融学家和发展经济
学专家，奥孔乔-伊韦阿拉表示，“我的职
业生涯其实一直都在和贸易打交道”。她
同时强调，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作为世贸
组织的“圈外人”是个优势，因为这意味着
可以用全新视角去找到问题的症结。

对于该由国际贸易“圈内人”还是“圈
外人”来领导这一多边贸易治理平台，各
方看法不一。欧洲大学学院近日针对全球
贸易专家的一份问卷调查显示，在各项专
业素质中，贸易专家更看重新任总干事的
管理经验和政治经验，其次才是经济学教
育背景和作为贸易谈判代表的经验。世贸
组织前总干事拉米日前接受采访时也表
示，相较于贸易专业能力来说，总干事的
政治能力或者政治威信将更为重要。

有专家指出，新任总干事首先应该是
一个“强硬的人”，如此方能拯救多边贸易

体制；其次，新任总干事不仅要熟悉国际
经贸治理，还要了解全球治理体系，以便
在二十国集团等平台协调世贸组织事务；
再次，新任总干事还必须能够维护世贸组
织成员之间的平衡。

会否产生首位非洲籍总干事会否产生首位非洲籍总干事？？

根据世贸组织总干事遴选程序相关
规定，总干事的任命应将“成员多样性”纳
入考虑。考虑到世贸组织历史上从未有过
非洲籍总干事，很多非洲成员都强调新任
总干事应来自非洲国家。

埃及候选人马姆杜曾对媒体表示，
“非洲人以前从未担任过这一职务，现在
是时候了，因为其他所有地区都曾有人担
任过这一职务”。

尼日利亚候选人奥孔乔-伊韦阿拉
说，鉴于主要贸易成员间的地缘政治紧张
关系，一个非洲人可以成为“一个客观的
观察员”，帮助弥合差距和分歧。

从提名阶段来看，非洲成员显然对参
与此次遴选表现更为积极，八名候选人中
有三人来自非洲，但这也表明非洲阵营内
部存在激烈竞争。

总干事遴选采取成员协商一致原则，
即所有164个成员都有“一票否决权”。因
而非洲阵营能否就候选人达成一致意见，
是世贸组织能否诞生首位非洲籍总干事
的首要挑战。

值得一提的是，欧盟国家此次并未推
举出候选人。此前，包括现任欧盟贸易委
员菲尔·霍根在内的多人表达过参选意
向，欧盟各国贸易部长也就提名候选人专
门举行会议，但欧盟最终选择放弃这一提
名机会。

谁有望成为世贸组织谁有望成为世贸组织““新掌门新掌门””

新华社首尔7月10日电 当地
时间 10 日凌晨，韩国警方在首尔北
岳山肃靖门附近发现了 9 日失踪的
首尔市长朴元淳的遗体。警方表示，
暂未发现他杀嫌疑，将对死因做进一
步调查。朴元淳缘何死亡？韩国政
界与市民是什么反响？他的去世对
韩国政治圈又将造成多大影响？

缘何突然死亡缘何突然死亡？？

9日下午，朴元淳女儿向警方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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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警方随后在朴元淳的住所发现了写
有类似遗书的纸条。10日凌晨，展开
大规模搜寻工作的警方在北岳山一
带发现了朴元淳遗体。早些时候首尔
市政府发布消息说，由于身体不适，
朴元淳取消了9日的工作日程。

10日上午，首尔市政府公开了朴
元淳的亲笔遗书。遗书写道：“向所有人
致歉，向所有曾经伴我同行的人们致
谢，对自己给家人只带去痛苦深感愧
疚，请将我的骨灰撒在父母的墓地。”

近一段时间，因部署疫情防控工
作等需要，朴元淳公务繁忙，日程紧
凑，频频出现在记者会向公众说明首
尔市防疫现状。就在失踪前一天，他还
与执政党共同民主党党首李海瓒会
面，商讨首尔市房地产政策及土地供
给问题。周边人员并未发觉他有任何
反常举动。

据韩国媒体披露，首尔地方警察
厅近日接到朴元淳性骚扰前任女秘书的
举报，但无法确认朴元淳的死亡与该起举
报是否存在关联。同时，由于当事人死亡，
警方决定将该案移交检方，根据相关法
律，检方或以“无公诉权”结案。

韩国社会反响几何韩国社会反响几何？？

得知朴元淳离世的消息，大批韩国民
众悲痛不已，纷纷表达哀悼和怀念。在安
置遗体的首尔大学医院外，前来吊唁的政
界人士和民众络绎不绝。位于首尔市政府
前的首尔广场也搭建了临时灵堂。人们神
情凝重，难掩悲伤之情，不少人更潸然泪

下、泣不成声。
据韩联社报道，韩国总统文在寅10日

向朴元淳灵堂送去花圈。此外，总统府青
瓦台秘书室室长卢英敏、政务首席秘书姜
琪正、国民沟通首席秘书尹道汉、共同民
主党党首李海瓒等也陆续前往悼念。李海
瓒说：“朴元淳性格温和又意志坚韧，外柔
内刚，为市民奉献终生。”

朴元淳生于 1956 年，2011 年首次竞
选首尔市长便以53.4%的得票率获胜，后
于 2014 年和 2018 年两次成功连任，成为
唯一一位两度获得连任的首尔市长。任职
期间，他致力于推动首尔市环保绿化事

业，改善市民生活福祉，积极帮助贫困
阶层和弱势群体，在市民中享有很高声
望，备受赞誉。

对韩国政坛有何影响对韩国政坛有何影响

身为共同民主党党员的朴元淳一度
被认为是2022年韩国总统选举的有力候
选人，与前国务总理李洛渊、京畿道知事
李在明同为具有潜力的种子选手。2017年
朴元淳曾参加总统选举候选人的党内竞
选，后中途弃选。

近年来，共同民主党屡次“损兵折将”，
多位炙手可热的政治明星遭遇“滑铁卢”，
宣告政治生涯结束。前忠清南道知事安熙
正因被控性侵入狱，釜山市市长吴巨敦则
因卷入性骚扰绯闻辞去市长一职。朴元淳
之死，不仅震惊韩国社会，也给执政党带来
不小打击。

他的死亡他的死亡，，震惊了首尔震惊了首尔

首尔市长离奇死亡影响几何

▲7月10日，在韩国首尔，警察转移
首尔市长朴元淳遗体。 新华社/美联

这是2014年6月4日在韩国首尔
拍摄的首尔市长朴元淳的资料照片。

新华社/法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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