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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每日电讯

新华社记者袁帅

9 月以来，德国总理默克尔领导的基
民盟接连在两场地方选举中遭遇重大失
利，舆论将焦点对准她主导的难民政策，
认为这是导致选举失利的重要原因。对
此，默克尔 19 日承认在难民问题上的一些
做法有误，但坚持自己接纳难民的决定是
正确的。

专家认为，德国政府对于处理难民问
题没有做好充足准备。默克尔政府将调整
处置难民的具体措施，力求弥合社会分
歧，减缓难民问题引发的选举压力。

接纳没错，做法欠妥

默克尔在基民盟党内高层会议后召开
的新闻发布会上说：“如果可以，希望时
间能够倒转，这样我和整个政府以及各责
任方能够更好地做准备。 2015 年夏末的情
况让人毫无准备。”

默克尔承认，当时大量难民涌入德
国，情况一度超出控制范围，她将努力让
这一幕不再重演。

默克尔坚称她当时接纳难民的决定是
“正确”的，同时承认过去一年中不是所
有做法都正确。她说，基民盟在这几次地
方选举中的失利，原因在于一些人还不够
清楚难民政策的方向、目标和基本理念。

默克尔还表示，在处理难民融入的问
题上，德国不是世界上做得最好的国家，
还需要做得更好。她指出，德国政府认为
《都柏林协议》(欧盟关于难民问题的协
议)能够帮助德国解决难民问题，但事实上
效果并不好。

选民倒向右翼政党

默克尔这番表态的背景是，她所领导的
基民盟在近来的地方选举中接连遭遇重大
失利，而右翼政党则连续取得重大进展。

在 18 日举行的柏林州议会选举中，联
合执政的社民党和基民盟的得票率降至历
史新低。与此同时，首次参选的右翼党派
德国选择党则获得 14 . 2% 的选票，进入州
议会。此前，在默克尔的政治大本营梅克
伦堡-前波莫瑞州举行的地方议会选举中，
基民盟也被首次参选的德国选择党一举超
越，仅以 19% 的得票率屈居第三，是本世
纪以来在该州选举表现最差的一次。

德国舆论一致认为，默克尔在难民问
题上操之过急是导致基民盟选票流失的重
要因素。在梅克伦堡-前波莫瑞州选举结果
出炉后，德新社就指出，基民盟被德国选

择党超越的原因之一就在于“默克尔充满
争议的移民政策未得到更多选民支持”。

2015 年，德国共接纳约 110 万难民。

2016 年上半年，德国又收到近 40 万人的避
难申请。尽管分析人士普遍认为， 100 多
万难民不至于对德国经济产生重大负面影
响，但如何看待和处理难民问题已使德国
社会明显分裂，安置难民的巨额费用由谁
承担也让德国政府和民众之间、联邦政府
和各州政府之间以及各党派之间产生重大
分歧。

就在各方争论不休时，难民危机迅速
恶化，连带产生的各种社会问题也开始显
现，令德国社会始料未及。

两年来，陆续发生在德国周边国家的
涉及难民的暴力事件不断刺激着德国人的
神经。 2016 年 7 月下旬，同样的暴力事件
连续在德国境内发生，导致德国媒体聚焦
难民政策，大批德国选民也开始倾向于支
持右翼政党。

政策调整难以避免

德国柏林自由大学国际政治学教授英
格·彼得斯认为，当难民危机最初爆发时，
默克尔积极接纳难民的政策确实得到了德
国民众的支持。因为看到媒体报道的老弱
妇孺苦苦等待入境的画面，任何人都会选
择接纳他们。但随着事态进一步发展，德
国民众注意到，德国政府并没有对此做好

充分准备，而且德国在接纳难民问题上的
宽松政策一定程度上刺激了难民潮的加
剧，于是舆论的天平开始向不利于默克尔
的一方倾斜。

彼得斯指出，默克尔作为政治领导
者，除了出于人道主义情感作出决策外，
还应拿出切实可行的执行方案。而现实
中，德国政府正是在这一点上有所缺失。
虽然德国接纳难民的大方向不会变，但具
体措施必将迎来重大调整。

有学者指出，今后德国政府对待难民
将采取“截源”与“开流”并举的做法：
一方面严格审核，把为了改善生活而非逃
避战火的“经济难民”拒之门外；另一方
面通过各项对外协议促使难民尽快离开德
国，到其他国家避难或返回家乡。

事实上，德国政府已经采取了这样的
一些措施并取得了一定成效。今年以来，
德国收到的避难申请数量在逐月减少。6 月
份，这一数字已减少到约 1 . 6 万人。德国内
政部长德迈齐埃表示，难民人数的减少证明
德国和欧洲采取的各项措施是有效的。

尽管如此，有专家表示，从有效缓解
难民危机到执政联盟重新赢得选民的支持
还需要一个较长过程。在明年 9 月德国大
选前，右翼政党挤占基民盟选票的现象仍
会持续。就在几个月前，舆论还认为默克
尔在明年大选中获得连任没有太大悬念，
而现在却要打上一个大大的问号。

新华社柏林 9 月 22 日电

新华社布鲁塞尔 9 月 21
日电(记者赵小娜、程钰)欧盟
委员会前主席巴罗佐今年 7 月
加入美国投资银行高盛集团引
起非议，两个月来，舆论不消
反增，认为高盛一类的大银行
在金融危机中起到了推波助澜
的作用，巴罗佐的加入有违
“道德忠诚”原则。目前，欧
盟一家网站上发起的要求对巴
罗佐采取惩罚性措施的请愿书
已经得到近 15 万人的签名支
持。

西方舆论认为，由于巴罗
佐前往高盛任职并未违反欧盟
现有法律，即使请愿书递达欧
盟领导人也无济于事。欧盟只
有完善相关立法，才能杜绝类
似事件再次发生。

同时，此事也再次刺激公
众关注西方政商精英频繁变身
的所谓“旋转门”现象。人们
不禁叩问，由西方政商“旋转
门”衍生的政商勾结、隐性腐
败等问题，在多大程度上损害
了公众利益？

反响为何如此强烈

这封请愿书由一群欧盟公
务员发起，信中称巴罗佐加入
高盛的行为是“不负责的”、
“毁灭性的”以及道德上“应
受谴责的”。信中呼吁欧盟委
员会取消巴罗佐的养老金及未
来一切与欧盟有关的荣誉称
号。

事实上，巴罗佐并不是第
一个到私营部门任职的欧盟高
官，但为何这一举动引起欧盟
上下的持续愤怒和抗议？

大部分原因在于高盛在欧
洲的“口碑不佳”。这家银行
在美国次贷危机和希腊债务危
机中都扮演了“很不光彩”的
角色，在欧盟人眼中已经成为
公私利益“狼狈为奸”的一个
象征。欧盟委员会主席容克就曾在接受采访时表示：“我
不认为巴罗佐效力一家银行有什么不妥，关键是他效力的
是哪家银行。”

此外，欧盟各项政策的背后都隐约浮现着利益集团院
外游说的影子，欧盟公信力因此饱受诟病。一些外国政府
和业界为了自身利益常以重金雇佣所在国的前政府官员等
进行游说活动以影响政策决策，巴罗佐与高盛的“联姻”
无疑坐实了这种猜测。

加入高盛是否合规

巴罗佐 2004 年至 2014 年 10 月任欧盟委员会主席。
7 月初，在英国“脱欧”公投结果出炉仅两周后，高盛宣
布任命巴罗佐为该行顾问和非执行董事长，以帮助这家银
行“应对英国公投脱欧带来的负面影响”。

按照欧盟现有规定，欧盟委员需在卸任后的 18 个月
内对这一机构负责。巴罗佐离职至转投高盛中间有 20 个
月时间。欧盟法律人士表示，在现有法律框架内，欧盟无
权要求巴罗佐离开高盛。

但请愿书强调，巴罗佐没有遵守《欧盟委员会委员行
为守则》中的“道德忠诚”原则。《守则》第 245 条规定
中列明：欧盟委员会成员即使离职，也应保持忠诚和谨
慎。

迫于舆论压力，现任主席容克已经决定对巴罗佐展开
道德调查，并交由专设的工作伦理委员会。但据当地媒体
透露，该委员会的审议调查过程以及工作内容都不会公
开，其中三位成员还曾经是巴罗佐合作过的同事，再加上
《守则》中的措辞软弱无力、界限模糊，相关调查恐难取
得成果。

巴黎高等商学院教授、欧盟问题研究专家阿尔伯托·
阿莱曼诺在一份报告中表示，在欧盟前任官员问题上，欧
盟的处理方式“不透明”、“不可信”，也没有起到“有
效的防范作用”。

“旋转门”能否关闭

巴罗佐入职高盛是布鲁塞尔“旋转门”的又一案例。
这个形象的说法由来已久，指欧盟委员会委员、欧洲议会
议员以及欧盟其他机构官员在离职之后转换角色进入私人
机构工作，有批评指出这一现象暴露了欧盟机构的“隐性
腐败”。

近年来，“旋转门”在欧盟政商两界之间转得越来越
快，而且更加隐蔽。据欧洲媒体统计， 2010 年以来，近
一半欧盟委员会前委员通过“旋转门”完成了“华丽转
身”。欧盟监察专员埃米莉·奥莱利近期向欧盟委员会递
交的一份报告中就包含 54 个“旋转门”案例。

为防范“旋转门”现象，欧盟曾抱着“高薪养廉”
的想法为离职后的欧盟委员会委员发放任职工资 40% 至
60% 的过渡期津贴，为期三年。 2010 年 12 月，欧盟委
员会又先后颁布实施了《欧盟委员会委员行为守则》
《欧盟委员会委员与各部门关系守则》和《行政操作守
则》等一系列新的制度性文件，以约束数万欧盟机构工
作人员。

事实表明，上述防范措施收效甚微。不少欧盟官员和
学者认为，只有加强监控，积极推动相关立法，更改欧盟
官员尤其是高级官员行为准则，才能彻底关闭“旋转
门”。

阿莱曼诺在报告中表示：“我们可以期待这次空前的
‘旋转门’案例和民众的愤慨可以促成一系列迟来的改
革……同时希望公民对政治领导人的信心可以重建。”

然而，也有分析人士认为，欧盟的官僚机构和大型私
企在这种身份转换中存在共同利益，这道门已经深深嵌入
现行的制度框架之内。利益掌控者可以不断在政商之间穿
梭，维持支配性地位，这种“隐性腐败”现象难以根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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默克尔反思难民政策：坚持与改善

抗议持续，美国夏洛特市进入紧急状态

欧盟委员会前主席巴罗佐加入美国投资银

行高盛集团引起非议，再次刺激公众关注西方

政商精英频繁变身的所谓“旋转门”现象

由一群欧盟公务员发起要求对巴罗佐采取

惩罚性措施的请愿书已有近 15 万人签名支持。

请愿书称巴罗佐的行为是“不负责的”、“毁灭性

的”以及道德上“应受谴责的”

迫于舆论压力，现任主席容克已经决定对

巴罗佐展开道德调查

▲ 9 月 21 日，在美国北卡罗来纳州夏洛特市，两名拥抱的女子望着一名警察。美国北卡罗来纳州夏洛特市
21 日继续爆发示威活动，抗议警察枪杀一名黑人男子。北卡罗来纳州州长宣布该市进入紧急状态。 新华社发

日本反对新安保法浪潮汹涌

新华社记者冮冶

在日本新安保法强行通过一周年之
际，据当地媒体报道，日本政府下月将根
据新安保法赋予自卫队新任务，扩大武器
使用，陆上自卫队还启动了在联合国维和
行动中实施“驰远护卫”的实际调动部队
训练。

就在前几天，日本防卫大臣稻田朋美
在访美期间声称，支持美国海军在南海实
施“航行自由”作战，表示海上自卫队要
与美海军开展“共同巡航训练”、通过支
援南海“沿岸国家的(军事)能力构筑”加
强对南海参与度。

日本当局借力新安保法，加速转变防
卫政策，为自卫队海外军事行动松绑，最
近的一系列言论和最新动向，不能不引发

外界对日本走和平发展道路的质疑。
日本国内民众和有识之士强烈反对新

安保法的呼声不断。 19 日，数以万计的
日本民众冒雨在东京举行大规模抗议集
会，呼吁废除新安保法。与此同时，示威
和集会活动在全国各地展开。据日本媒体
统计，一年来，日本全国各地反对新安保
法的民众集会游行超过 300 场。

日本最大在野党民进党前党首冈田克
也在集会上针对这一法案违宪实质发出了
“不论过去多少年，违宪就是违宪”的呼
声，民众表示“不论需要多少年，废除新
安保法前决不放弃”。

《朝日新闻》今春一项舆论调查表
明， 53% 的受访者明确表示反对这一旨
在解禁日本集体自卫权的新安保法。

新安保法如此不得民心，根源在于它
重新开启了日本主动参与战争的可能性，
自卫队可以在全球范围内活动，为美国等
盟国的军事活动提供支援。这意味着战后
日本“专守防卫”的安保政策发生质变，
说新安保法是战争法案绝不为过。

日本前首相村山富市曾指出，日本宪
法不承认集体自卫权，这使日本战后 70
余年免遭战火。“如果不向亚洲人民展示
日本不走军国主义老路的决心，就无法消
除亚洲各国的担忧，难以获得它们的信
赖。日本可能在亚洲遭到孤立。”

无疑，在民众空前反对的呼声中，以

安倍为首的自民党等执政联盟不顾大多
数宪法学者对新安保法违宪的批判，一
意孤行强行推动在国会通过该法案，明
显是对“放弃战争和不保持军事力量”
的和平宪法第九条的粗暴破坏。

如今，这一战争法案通过已一周
年，但民众抗议之声之所以仍继续高
涨，要求废除的浪潮此起彼伏，正是因
为人们担心随着自卫队扩大对美军等其
他国家军队的军事支援，日本今后会卷
入战火，在背离和平之路上越走越远。

由于历史原因，亚洲邻国和国际社
会高度关注日本在军事安全领域的政策
动向，日本国内对日本能否继续坚持走
和平道路的危机感也在日益加剧。随着
日本民众对新安保法违宪实质的认识不
断加深，特别是当自卫队在海外行动中
人身安全出现险情，可以预见，日本将
会爆发更大规模要求废除新安保法的抗
议集会。

和平发展合作是当今时代的潮流，
突破和平宪法限制，强化军事同盟，图
谋加大海外用兵力度，安倍政权所推崇
的一系列做法不会给日本带来真正的和
平，只会给亚太地区安全局势徒增不稳
定因素。面对汹涌的抗议浪潮和强烈的
反对之声，装聋作哑的安倍政权应该明
白，民意不可违。

新华社东京 9 月 22 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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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记者桂涛

英国首相特雷莎·
梅日前表示，英国政府
今年内不会正式启动“脱
欧”谈判。而一旦谈判开
始，她将为英国在“商品
贸易和服务贸易”领域争
取满意结果。

英国公投决定“脱
欧”至今已近 3 个月，然
而，一份清晰的“脱欧路
线图”仍遥不可及。目
前，英国内阁与议会就
“脱欧”进程的主导权相
互角力，议会中的“脱欧
派”与“留欧派”议员争
吵不休，而内阁也因英
国边界控制权和英国与
欧洲共同市场关系等问
题发生分裂，再加上欧
盟不断施压敦促英国早
日开启“脱欧”谈判，巨
大的不确定性笼罩英伦
三岛，英国人在迷茫中
等待未知的“下一步”。

节点：何时开谈

欧盟多次表态：除
非英国正式启动“脱欧”

程序，否则不会与英国进
行谈判。按照欧盟法律，
“脱欧”程序一旦启动，必
须在两年内完成谈判，
如果要延长谈判时间，
必须得到其他 27 个欧盟
成员国的一致同意。

不久前，欧洲理事
会主席图斯克对媒体
说，特雷莎·梅表示英国
可能将在明年 1 月或 2

月开始“脱欧”谈判。

但分析人士指出，英国明年年初能否开
启“脱欧”谈判还有很大不确定性。

“脱欧”进程由议会还是政府主导？英国
将在下月开始解答这个重要问题。英国高等法
院将在 10 月开始受理多家律师事务所提出的
“脱欧”程序诉讼案，预计将在今年年底裁决政
府是否像其主张的那样无须议会批准即可启
动“脱欧”程序。而这一涉及宪法和重大国家利
益的法律问题，最终可能还会上诉至英国最高
法院，因此何时能有最终判决尚未可知。

焦点：共同市场问题

目前各方关注的“脱欧”焦点议题是，英
国能否在“脱欧”后继续留在欧洲共同市场
内。欧盟是英国最大的贸易伙伴，英欧贸易额
大约占英国对外贸易总额的一半，因此留在
欧洲共同市场对英国意义重大。

欧盟官员多次强调，英国如果不允许人
员跨境自由流动，就不能加入欧洲共同市场。

不过，英国“脱欧”事务大臣戴维斯本月
在英国下议院表示，“脱欧”是英欧关系重新
定位的契机，英国需要维持对欧洲的出口，欧
洲也需要英国的金融服务。

难点：如何统一思想

特雷莎·梅曾警告，“脱欧”进程不会一帆风
顺。公投近 3 个月来，“脱欧”尚无实质性进展，
目前还停留在英国国内各方统一思想的阶段。

“脱欧”公投后组建的英国保守党新政府
内，两派势力从各自利益出发争论不断。

此外，史无前例的“脱欧”谈判可以预见
将是“世界近代史上最复杂的谈判”，英国是
否有足够的法律和商业专家来与欧盟周旋，
同时开始与其他国家商谈“脱欧”后的新贸易
协定，也将是英国面临的一个难题。

据新华社伦敦电

新安保法如此不得民心，根源

在于它重新开启了日本主动参与战

争的可能性

虽然这一法案通过已一周年，

但民众抗议之声之所以仍继续高

涨，要求废除的浪潮此起彼伏，正是

因为人们担心随着自卫队扩大对美

军等其他国家军队的军事支援，日

本今后会卷入战火，在背离和平之

路上越走越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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