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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专特稿(郑昊宁)法国前总
理弗朗索瓦·菲永 27 日晚在法国中右翼
阵营总统初选第二轮投票中胜出，明年
4 月将代表以共和党为首的中右翼参加
总统选举。

菲永在此前民调中并不热门，两次在
中右翼投票中胜出让外界视他为“黑马”。
最新民调显示，他很可能在明年 5 月的总
统选举第二轮投票中对阵极右翼国民阵
线主席玛丽娜·勒庞，而且赢面不小。

现年 62 岁的菲永来自共和党。他在
本月 20 日举行中右翼初选首轮投票中
大幅领先，一举击败民调大热门阿兰·朱
佩和前总统尼古拉·萨科齐等竞选人。

不过当时由于 7 名竞选人中无人得
票超过半数，因此第二轮投票竞争 27 日
在菲永和 71 岁的朱佩之间展开。

初步计票结果显示，菲永在第二轮
投票中获得约 66 . 5% 的选票，而朱佩得
票率仅为约 33 . 5%。朱佩已在公开讲话
中承认选举失败，并表示将支持菲永。

胜选讲话中，菲永称自己“撕碎了所
有事先写好的剧本”，并表示他将带领法
国再度崛起。

“我必须要让整个国家相信，我们的
方案是唯一能带领我们崛起的(方案)，
(能够)应对就业、经济增长和对我们宣
战的狂热分子，”他说。

菲永被外界视为强硬右派。他支持新
自由主义经济，媒体报道中多称英国撒切
尔夫人是菲永的“偶像”。在社会理念上，
菲永则比较保守。

具体来看，菲永主张在 5 年内削减
1000 亿欧元公共财政支出，废除一周 35
小时工作制，加强反恐力度、加强保护法
国的经济利益等。总体上看，菲永和朱佩
的竞选主张相似，不过菲永更加“激进”，
而朱佩则相对温和。比如，为解决公共财
政赤字，菲永主张减少 50 万名公务员名
额，而朱佩则主张裁减 25 万人。此前，朱
佩曾称菲永的计划“野蛮”。然而，民众对
菲永的计划似乎较为买账。

第二轮投票结束后一份最新民调显
示，菲永很可能将在明年总统选举第二
轮投票中对阵勒庞并胜出。

目前，法国由左翼社会党执政，但社
会党籍总统弗朗索瓦·奥朗德民意支持
率低迷，进而拖累了整个左翼阵营的选
情。奥朗德至今尚未提出争取连任意图，
与他同属社会党的总理曼努埃尔·瓦尔
斯倒是先于他、在 27 日暗示可能竞选总
统。此前，来自瓦尔斯阵营的消息称，只
有奥朗德决定是否参选后，瓦尔斯才会参选。

哈里斯民意调查公司数据显示，明年总统选举的第一
轮投票中，菲永会以 26% 的得票率胜出，勒庞以 24% 的得
票率排在第二位。而奥朗德和瓦尔斯的得票率都不会超过
9%。第二轮投票中，菲永将以 67% 的得票率大幅领先得票
率为 33% 的勒庞。

国民阵线也已将菲永当成本党真正对手，并集中火力
对他的“激进计划”展开攻击。

新华社专特稿(张旌)韩国媒体 28 日报
道，青瓦台消息人士透露，针对亲信“干政”事
件，韩国总统朴槿惠或在本周发表第三次“对
国民讲话”，届时可能就此事再次道歉。

同日，韩国三大在野党各自拟定弹劾朴
槿惠的决议草案初稿，并将于 29 日协商拟定
一份统一的弹劾决议草案终稿。

第三次“对国民讲话”？

韩国媒体 28 日援引青瓦台多名消息人
士的话报道，随着“闺蜜门”事件不断发酵，朴
槿惠可能准备第三次发表“对国民讲话”，时
间或定在本周。届时，朴槿惠可能第三次向国
民致歉。

朴槿惠自“闺蜜门”事件曝光以来一直保

持低调。根据一些韩国媒体的说法，在刚刚过
去的周末，韩国各地举行烛火集会期间，朴槿
惠在住所内没有出门，听取助手们有关全国
抗议集会的报告。

同时，总统府秘书室室长韩光玉和其他
高级秘书还商讨了解决目前危机的办法，包
括发表第三次讲话并致歉。

“闺蜜门”事件曝光后，朴槿惠曾分别于
10 月 25 日和 11 月 4 日两次发表讲话，向民
众表示歉意。

第一次道歉时，朴槿惠力图解释崔顺实
收阅总统演讲稿的情况，并表示在青瓦台秘
书班子组成后，她就停止向崔顺实求助。向国
民道歉的同时，朴槿惠并未说明她停止向崔
顺实征询建议的具体时间，也未提及崔顺实
涉腐传闻。

第二次道歉时，朴槿惠重复对自己与崔
顺实关系的解释，继续道歉，同时表明不愿自
动下台的立场。

目前，尚不清楚朴槿惠在第三次道歉时
会作出何种表态。

在野党起草弹劾决议

韩联社 28 日报道，韩国三大在野党共同
民主党、国民之党和正义党当天分别召开会
议，各自拟定针对朴槿惠的弹劾决议草案初
稿。这三大在野党将于 29 日协商拟定统一的
弹劾决议草案终稿。

若要在韩国国会通过弹劾决议，所需法
定人数为全部 300 个议席中的三分之二。据
韩联社估算，眼下共有 172 名在野党和无党

派议员对弹劾总统持赞成态度，这意味着还
需要 28 名执政党议员的赞成票才能推进弹
劾事宜。不过，即使弹劾案经国会审议通过，
最后还需要得到宪法法院的裁决认可，才能
正式生效，而宪法法院的审理过程最长可达
180 天。

针对弹劾一事，青瓦台发言人郑然国 28
日说，弹劾是国会议题，总统府不便发表评论。

韩国最新公布的一项民调结果显示，朴槿
惠的支持率从此前三周的 5% 跌至 4%，执政
党新国家党的支持率也跌至 12%，均创下历史
新低。韩国龙仁大学政治学教授崔昌烈(音
译)说：“在支持率仅有 4% 的情况下，任何一
位总统都无法工作。这一结果表明，总统已经
完全失去了执掌国政的权力，虽然法律上她
仍是总统。”

朴槿惠或第三次道歉，在野党谋弹劾
法
选
举
﹃
黑
马
﹄
菲
永

因
﹃
激
进
﹄
而
崛
起

新华社北京 11 月 28 日电(记者孙辰
茜)外交部发言人耿爽 28 日说，中方对日
本防卫省研究引进“萨德”反导系统有关
报道表示关注，希望日方慎重行事。

当日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问：据日
本媒体报道，为加强导弹防御系统，日本
防卫省日前成立讨论委员会，研究包括引
进 “萨德”反导系统等美军的新装备产
品。报道还称，日本将于 2017 年夏季前确
定导弹防御蓝图。中方对此作何回应？

“我们对有关报道表示关注。”耿爽

说，中方在部署“萨德”问题上的立场是非
常明确的，没有改变。由于历史原因，日本
在军事安全领域有关动向受到亚洲邻国和国
际社会密切关注，中方希望日方慎重行事，
为促进本地区和平稳定发挥建设性作用，而
不是相反。

他说，当前朝鲜半岛局势复杂敏感，有
关各方应从地区和平稳定大局出发，致力于
通过政治外交途径解决有关问题，而不是以
此为借口，做不利他国安全和地区稳定的
事。

日本研究部署“萨德”

我外交部劝日方慎行

中方要求新加坡政府

切实恪守一个中国原则
新华社北京 11 月 28 日电(记者孙辰茜)

外交部发言人耿爽 28 日就“香港海关截获新
加坡装甲运兵车曾在台参训”相关报道答记
者问时表示，中方要求新方严格遵守香港特
区有关法律，并切实恪守一个中国原则。

当日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问：据报道，
上周香港海关截获的 9 辆新加坡装甲运兵车
此前在台湾参加了军事训练。中方是否向新

方提出交涉？
“中方已向新方提出交涉，要求新方严格

遵守香港特区有关法律，配合香港特区政府
做好后续处理工作。”耿爽说。

耿爽表示，中国政府一贯坚决反对与中
国建交的国家与台湾地区开展任何形式的官
方往来，包括军事交流与合作。“我们要求新
加坡政府切实恪守一个中国原则。”他说。

“我们学校环境很美，崭新的教学楼、宽敞明亮的教
室、标准的绿荫足球场、温馨舒适的心理辅导室、精美的
图书“小书屋”、先进的多媒体教学设备，在新学校里学
习生活我们很开心！”今年 9 月，总投资 7500 多万元的
城南初级中学举办开学典礼，迎来了首批 72 名教师和
1120 名学生，良好的环境让新“入住”的师生们兴奋不
已。

城南初级中学的投入使用是广西来宾市兴宾区实施教
育大会战取得的巨大成果。今年以来，兴宾区将教育建设
工作列为“一号民生工程”，举全区之力开展教育大会
战，以前所未有的重视、前所未有的投入、前所未有的速
度、前所未有的方式，推进教育均衡发展。规划投入约
20 亿元开展教育建设大会战，相当于该区 3 年来的财政
收入总和。其中投入 10 . 67 亿元在城区新建义务教育学
校 20 所，投入 6 . 31 亿元用于薄弱学校新建校舍面积达
20 万平方米，学生学位将由 4 万个增加到 7 万个，届时
将彻底解决“大班额”“择校热”等突出问题，有效推动
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目前，该区已经基本完成投融资和教
学布局规划，实际利用资金 9 . 8 亿元，预计 2017 年将全
部完成 20 亿元投资。

“这么大一笔资金仅靠兴宾区一区之力是解决不了
的，这么大规模的建设投资仅靠教育部门也不可能完
成。”兴宾区区长周廷新介绍，兴宾区从实施教育建设大
会战开始之初就“不走寻常路”，大胆创新，采取“总承
包”“大融资”的方式破解建设和资金难题。

兴兴宾宾区区通通过过改改变变过过去去教教育育项项目目均均由由教教育育局局或或者者学学校校作作
为为业业主主的的做做法法，，将将建建设设““总总承承包包””给给市市城城投投集集团团和和市市宾宾信信
公公司司作作为为项项目目业业主主，，简简化化了了工工作作流流程程，，提提高高了了办办事事效效率率。。
其其次次是是转转变变投投资资方方式式。。兴兴宾宾区区义义务务教教育育均均衡衡发发展展投投入入资资金金

近近 20 亿元，约是该区年均财政收入的 3 倍，以兴宾区财
政能力要在短期内完成是不可能的。因此，兴宾区一方
面向上争取资金和项目支持，另一方面采取由实力雄厚
的公司承建，政府向金融机构融资贷款，最后再想方设
法逐步化解的办法，扭转了教育项目建设因资金短缺带
来前期工作难、项目启动难、建设推进难的局面。

为快速推进项目建设，有效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
展，兴宾区专门制定了一系列文件，采取市、区、乡三
级联动，逐层签订责任状，逐个建立时间表协调推进。
在多方联动工作中，市、区 33 名厅级领导、近 150 名处
级领导及 400 多名科级领导直接定点到学校进行帮扶，
及时解决项目建设中遇到的问题和困难，使项目建设顺
利推进。

同时，兴宾区按照“边建设、边探索、边创新”的
思路，走出了一条“奇迹化高速建设、集团化互补资
源、科学化规划师资、合理化安排生源、立即化投入使
用教育建设”的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建设路子。来宾市副
市长、兴宾区委书记韦平介绍说：“这次教育建设大会
战，是兴宾区教育发展破茧成蝶的好机会，在推进硬件
建设的同时，教育局通过组建教育集团，开展集团化办
学，以强校带弱校，以城区学校带动乡村学校，逐步实
现教育资源均衡。”

此外，兴宾区还通过建立健全人才补充计划，实现
校长长、、教教师师““大大交交流流””““大大培培训训””，，促促进进““能能者者上上、、庸庸
者者下下””的的““竞竞争争机机制制””。。今今年年，，区区内内 4444 所所学学校校新新聘聘任任学学
校校领领导导 110088 人人，，全全面面启启动动校校长长、、教教师师交交流流轮轮岗岗制制度度；；符符
合合交交流流轮轮岗岗条条件件的的教教师师 44224433 人人，，安安排排跟跟班班学学习习、、支支教教、、
走走教教、、轮轮岗岗交交流流 449977 人人，，交交流流轮轮岗岗比比例例为为 1111 .. 7711%% 。。

((李李立立群群 何何玲玲玲玲 盘盘摄摄波波 文文//图图))

··广广告告··

1111 月月 2288 日日，，在在菲菲律律宾宾马马尼尼拉拉
的的美美国国驻驻菲菲律律宾宾大大使使馆馆附附近近，，一一名名
拆拆弹弹小小组组成成员员在在进进行行排排爆爆。。菲菲律律宾宾
警警方方 2288 日日确确认认，，当当日日早早晨晨在在美美国国
驻驻菲菲律律宾宾大大使使馆馆附附近近发发现现一一个个简简
易易爆爆炸炸装装置置。。目目前前，，该该爆爆炸炸装装置置已已
被被警警方方安安全全引引爆爆，，没没有有人人员员伤伤亡亡。。

新新华华社社发发

美美驻驻菲菲使使馆馆附附近近

发发现现一一爆爆炸炸装装置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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