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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方博弈欧委会新主席人选
□新华社记者 王子辰
最大党团人民党党团推出的“领衔候选
国总统马克龙在面对媒体时一连提出
在 5 年一次的欧洲议会选举结束
人”容克被欧洲理事会提名为欧委会主
了 3 个人选，却唯独不提韦伯的名字。
两天后，欧盟各国领导人 28 日晚齐聚布
席人选，经过欧洲议会投票通过后任
他曾明确表示欧委会主席人选应有充
鲁塞尔举行非正式晚宴，就欧盟机构领
职。但上述程序并未成为欧洲各界的
分的“经验”和“可信度”，而韦伯未在欧
导人换届展开磋商。
共识或正式写入法律，仅是一个具有参
盟或成员国层面担任过要职。同时，韦
哪些人会接任欧盟各大机构领导
考价值的“先例”
。
伯来自德国，法德同为欧盟重要国家，
职务，尤其是谁来接替容克担任最为关
近年来，以法国总统马克龙为代表
法国也不太愿意接受一个德国人担任
键的欧盟委员会（欧委会）主席一职备
的多位欧盟成员国领导人对“领衔候选
欧委会主席。
受关注。由于欧盟相关规定并不清晰， 人”制提出异议，表示不应再遵循 2014
其次，人民党党团在今年欧洲议会
各政治力量的利益诉求各不相同，究竟
年的程序。有分析人士指出，他们既担
选举中所获席位数相较 2014 年下降，要
谁能“接班”颇具悬念。
心这会使欧委会主席人选的决定权事
得到过半数议员支持难度不小。
◆程序之争
实上“旁落”欧洲议会，也想在具体人选
蒂默曼斯曾任荷兰外交大臣，是现
欧委会是欧盟的行政机构，也是欧
上为自己国家争取利益。
任欧委会第一副主席。他虽然得到法
盟各机构里唯一有权提出法律草案的
但欧洲议会各大党团坚持认为， 国、西班牙和瑞典支持，但毕竟只是第
机 构 ，其 主 席 相 当 于 欧 盟 的“ 政 府 首 “领衔候选人”制应当得到继续执行。 二大党团的“领衔候选人”，且因在欧盟
脑”。按照规定，欧委会主席人选须由
许多党团在此次欧洲议会选举前就推
内部事务上对匈牙利、波兰等成员国态
欧洲理事会提名，再经欧洲议会投票通
出了自己的“领衔候选人”。就在 28 日
度强硬而
“结怨”
不少。
过。也就是说，欧委会主席人选需要得
当天，各大党团抢在欧盟领导人非正式
丹麦人韦斯塔格现任欧委会分管竞
争事务的委员，
是第三大党团推出的候选
到欧洲理事会和欧洲议会双方的接受
晚宴前召开会议并发表声明，重申对
才行。
“领衔候选人”制的支持。
人之一。相比众多男性候选人，
她作为少
有的女性候选人拥有一定性别优势。
然而，欧洲理事会由 28 个成员国的
◆花落谁家
此外，巴尼耶和吕特也有相当竞争
领导人组成，欧洲议会由欧盟选民直接
目前，欧委会新主席的热门人选主
投票产生，两者之间没有谁必须服从谁
力。但由于他们都不在欧洲议会各大
要有欧洲议会第一大党团人民党党团
的关系。这意味着欧委会主席的最终 “领衔候选人”韦伯、第二大党团社会党
党团推出的候选人序列，因此即使得到
欧洲理事会支持，能否在欧洲议会的投
人选只能经过博弈和妥协后产生。同
党团“领衔候选人”蒂默曼斯、第三大党
时，欧委会主席产生的程序也没有明确
团欧洲自由民主联盟候选人韦斯塔格， 票中通过也未可知。此外，未来还会不
“黑马”
杀出也很难说。
规定。2009 年生效、具有欧盟宪法地位
以及欧盟“脱欧”谈判首席代表巴尼耶、 会有
的《里斯本条约》中仅模糊规定，欧洲理
荷兰首相吕特等。
除欧委会主席一职外，今年面临更
迭的欧盟机构领导职务还包括欧洲理
事会提名时需要考虑到欧洲议会的选
倘若 2014 年的“领衔候选人”制能
举结果并经过适当的磋商。
够得到完全复制，那么最有希望的显然
事会主席、欧洲议会议长、欧洲中央银
在 2014 年欧盟领导机构换届时，欧
是韦伯。但即便如此，韦伯要想接替容
行行长等。欧盟各国、各方政治势力在
博弈过程中会否策略性地“田忌赛马”，
委会主席人选是通过所谓“领衔候选
克依然面临重重挑战。
人”制产生的。当时，欧洲议会各大党
以个别职务的“妥协”换取其他职务的
首先，法国方面不赞成。尽管德国
也是后期看点。
团都推出自己的“领衔候选人”。最终， 总理默克尔已明确表示支持韦伯，但法 “上位”

社民党再起内讧 或危及默克尔政府
新华社北京 5 月 29 日电（记者 沈
敏）德国社会民主党在 26 日欧洲议会选
举和一场国内地方选举中表现惨淡，党
内部分成员归咎于党主席安德烈娅·纳
勒斯决定让社民党留在总理安格拉·默
克尔领导的“大联盟”政府。
纳勒斯27日说，
既然受到质疑，
她提
议下周发起党内表决，
以决定她是否适合
继续充任联邦议院社民党党团领袖。
这场执政联盟成员的“内讧”可能
危及默克尔政府。
◆党主席自请
“逼宫”
欧洲议会选举26日结束投票。德国
社民党表现惨淡，
得票率比5年前上届选
举降低11.5个百分点，
获16个议席，
在欧
洲议会中的德国
“第二大党”
地位由在野
党绿党赶超；
后者赢得20个议席。
祸不单行。同一天，在德国北部不
来梅州议会选举中，
这一德国最老牌政党
遭遇73年来在这个地区的第一次败选。
纳勒斯接受德国电视二台采访时
说：
“ 我认为争论党内职位归属不是明
智做法。但我作为党领袖，既然遭遇这
种挑战，我们就把话说清楚。”
“所以，我
提议提前就议会党团领袖人选发起党
内表决，从原定 9 月底提前到下星期。
那些希望理应走不同路线的人应该站
出来，表明
‘我要竞选（党团领袖）’。”
她承认，作出这一决定是顺应部分
党内人士要求：她收到西部北莱茵-威
斯特伐利亚州社民党议员的联名信，要
求表决她的议会党团领袖任职资格。

她先前要求党内高层人士 6 月 3 日
商讨下一步选举策略，如就应对气候变
化和社会保障等议题如何突出社民党
立场，与默克尔的中右翼“联盟党”、即
基督教民主联盟及其姊妹党基督教社
会联盟作明显区分。
◆执政党难挽颓势
路透社报道，纳勒斯的提议反映社
民党内部不满她没有能带领社民党扭转
选情颓势。她 2017 年 9 月联邦议院选举
以后出任议会社民党党团领袖，2018 年
4 月当选党主席，接替马丁·舒尔茨。舒
尔茨受选举败绩累及声望，在与联盟党
联合组阁的决策过程中因为立场反复而
受到诟病，
去年 2 月辞任党主席。
纳勒斯接手后多次声明，留在执政
联盟、对政策制定发挥影响力更符合社
民党利益。
在德国，社民党是创建时间最久的
政党，注册党员超过 46 万。第二次世界
大战结束后，社民党多次执政，包括与
基民盟/基社盟组成大联盟政府。默克
尔 2005 年开始连续四次当选总理，迄今
14 年间将近 10 年领导大联盟政府。
近年全国和地方选举中，社民党成
绩一路下滑，2017 年 9 月联邦议院选举
中得票率创最差纪录。
社民党去年初与联盟党再次组建
大联盟，党内激进左翼阵营和青年团成
员至今反对这一决定，认为社民党被迫
充当中右翼联盟党的“追随者”，磨灭了
传统中左翼大党的特色，因而失去选民

支持；社民党应该作为议会“第一大反
对党”休养生息、恢复元气，力争下届选
举东山再起。
◆恐累默克尔失盟友
暂时不清楚谁有潜力接任议会党
团领袖。
《星期日图片报》先前报道，前
任党主席舒尔茨有意参选。社民党方
面没有确认这一说法的真实性。
假如在党内表决中落败，纳勒斯作
为党主席的权威将遭受进一步打击，
让党
内推动
“脱离大联盟”
的派别底气更足。
一旦社民党退出执政联盟，默克尔
政府将沦为“议会少数派”，触发两种可
能情况：提前举行议会选举，或者联盟
党另寻盟友、组建新的多数派政府。
无论哪种情况，对社民党和联盟党
都不是理想选择。
欧洲议会选举中，不仅社民党损失
议席，联盟党得票率近 29%，比上次选
举下降 6.5 个百分点，显现两大主流党
派所获民意支持率下滑，提前选举可能
加剧这一趋势，让极右翼政党德国选择
党有机会扩大地盘。
2017 年选举后持续半年的组阁波
折表明，默克尔寻找能够替代社民党的
盟友不容易。一旦社民党退出大联盟，
默克尔的总理位置可能坐不稳当。迫
于联盟党内政策立场分歧压力，默克尔
去年底把执掌 18 年的基民盟主席位置
移交给安妮格雷特·克兰普—卡伦鲍
尔，部分观察人士猜测她可能干不到
2021 年任满就提前离职。

中国驻符拉迪沃斯托克总领事闫文滨 28
日证实，
一辆载有中国游客的旅游大巴当天在
俄罗斯滨海边疆区发生交通事故，
造成中国游
客2人死亡，
13人不同程度受伤，
其中10名伤者
经过医治已出院，
3人因伤势原因留院观察。
新华社发 俄罗斯滨海边疆区内务局供图

卷入“泄密”风波

韩驻美外交官面临刑诉
新华社北京 5 月 29 日电（记者 闫洁）韩
国外交部 28 日通报，因涉嫌向最大在野党自
由韩国党议员姜孝祥泄露韩美领导人通话内
容，
一名驻美外交官面临刑事诉讼。
这名外交官承认行为不当，但否认有意
影响韩国政府外交。
◆严肃处理
韩联社报道，韩国外交部第一次官赵世
暎 27 日主持安全审议委员会会议，决定严肃
处理泄露韩美领导人本月初通话内容的韩国
驻美使馆外交官 K 某和另外两名使馆官员，
处分措施包括免职和停职。
三人中，一名较高级别官员的处分决定
将由中央惩戒委员会作出；定于 30 日举行的
外务公务员惩戒委员会会议将对 K 某和另一
名工作人员作出处分。
除给予处分，
韩国外交部28日决定对K某和
姜孝祥提起刑事诉讼。
“考虑事情的严重性，
我们
已经决定对这名官员泄露机密信息（的行为）提起
诉讼，
姜议员作为直接起因（也将受到起诉）。
”
韩国总统文在寅 7 日晚与美国总统唐纳
德·特朗普通电话，据信谈及特朗普访韩以及
韩国对朝鲜粮食援助事宜。
依照韩联社的说法，由于在使馆下设另
一部门工作，K 某没有获得接触韩美领导人
通话内容这类机密信息的许可。在韩国驻美
使馆内部，只有大使赵润济和少数几名处理
相关事务的官员有接触这类信息的权限。
◆忙中出错?
针对自身行为，
K某辩解，
他从一名使馆同
僚处获得韩美领导人通话内容文本，
因姜孝祥
坚称只会把通话内容用作个人参考且不会透
露给其他人，
他才会把这类机密信息告知对方。
K 某在经由律师发布的一份声明中说，
他之所以第一时间把通话细节告知姜孝祥，
是因为对方质疑特朗普会在 5 月访问韩国且
询问他是否掌握相关信息。另外，姜孝祥还
要求他帮忙证实并提供相关信息，以证明特
朗普确实支持韩国对朝粮食援助。
K 某说，他因为着急赶工作，才误把韩美
领导人交谈的确切表述告诉了姜孝祥。
韩联社报道，7 日通话时，文在寅希望特
朗普在结束 25 日至 28 日的访日行程后旋即
访韩；特朗普提出，可以在他从东京回国途中
在首尔作短暂停留。
姜孝祥本月早些时候公开文在寅与特朗普
的通话内容，
批评文在寅
“乞求”
特朗普访问韩
国。针对自己事先知道姜孝祥会召开新闻发布
会并把通话内容用作政治争斗工具、
“损害文在
寅政府的对美政策”
一说，
K某予以强烈否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