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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西大选“加时赛”悬念依旧
极右翼候选人在首轮投票中获46.05%选票，但左翼候选人仍有翻盘实力

当地时间 10 月 7 日， 巴西民众
一改懒散安逸的周日作风， 自早晨七
八点开始便集中在各个投票站前，等
待为本次总统选举投出自己的一票。

当天 21 时， 巴西高等选举法院初步
公布了第一轮投票结果：13 名总统候
选人中， 极右翼候选人博尔索纳罗和
劳工党候选人阿达分别以 46.05%和
29.05%的得票率入围第二轮角逐 ，

尽管两人在第一轮中的得票率差距较
大，但由于未来可预见的复杂性，最终
选举结果仍有悬念。

两名候选人各有优劣

对博尔索纳罗而言， 尽管首轮投
票的结果未能像他此前期待的 “一次
性解决问题”，但得票率的巨大差距似
乎意味着他离总统宝座近在咫尺。 如
其在社交网络上所言， 博尔索纳罗在
除了东北地区之外的其他地区均取得
优势，照此情形发展下去，第二轮投票
中他将以绝对优势“碾压”阿达取胜。

根据统计，排在第二、三、四位的候选
人的票数之和也只是刚刚超过博尔索
纳罗的得票， 何况在第二轮投票中仍
将有大量选票继续流向博尔索纳罗。

然而首轮投票中有两个现象不能
忽视：一是“巨额”弃权票。据统计，第
一轮中的弃权票占总票数的 20%左
右， 这表明大量巴西民众仍未能作出
最终抉择， 这部分选票一旦被某一方
争取到手，将足以改变整个力量对比；

二是阿达尚有“隐藏实力”。由于劳工
党在选举前期过度执着于争取卢拉出
狱参选， 阿达继承卢拉出任党派候选
人时，距离投票开始的时间已经极其有
限。 因此尽管阿达的支持率不断攀升，

但他始终未能在民众面前塑造完整的
形象，而这表示阿达在首轮中的得票更
多的并非投给他，而是投给卢拉和劳工
党，换句话说，阿达尚有凭借个人魅力
和政策主张争取选民的可能。

次轮投票比拼“反对率”

与传统的选战不同， 本届巴西大
选中每位候选人在宣传和辩论中的重
点都不是介绍自己的政策主张， 而是

努力攻击对手、猛戳对方的缺点与“黑历
史”，这很大程度上是受巴西持续数年的
反腐风暴影响。甚至可以说，本届大选拼
的不是“人气”而是“气人”，不比谁的支
持者多，而是比谁更为民众所讨厌。

就博尔索纳罗和阿达两人而言，除
根据得票数总结出的支持率外， 民意调
查结果还显示，两人的反对率均为 40%

左右， 这意味着在第二轮角逐中两人必
须一边“自夸”、一边“互黑”，何况博、阿
两人均有不少“黑历史”可供挖掘。 博尔
索纳罗本人对军政府的拥护是他引起民
众担忧的最大因素， 而他七次担任国会
议员期间的大量激进言论也饱受诟病；

阿达本人虽尚无贪腐记录被曝出， 但他
代表的劳工党先后出现了被弹劾的前总
统罗塞夫和正在狱中服刑的前总统卢
拉， 使阿达不得不为劳工党执政 14 年
间犯下的错误和疏漏买单。

无论如何， 在第二轮投票前的交锋
中，博尔索纳罗不能再以“遇刺”为借口

逃避辩论， 必须加强自身作为总统候选
人的“专业性”以巩固得票优势，阿达也
不能再隐身于卢拉的影响力中， 必须尽
快阐明值得民众和潜在盟友信任的政治
主张，争取更多支持与博尔索纳罗一战。

“左右之争”与“变革之争”

实际上， 博尔索纳罗与阿达在第二
轮投票中的竞争既是“左右之争”，也是
“新旧之争”和“变革之争”。 无论是宣传
手段还是政策主张， 博尔索纳罗都完全
代表着主张变革的“非主流”巴西民众，

他们厌倦传统政治和政客、 厌倦官场腐
败与无休止的政党博弈， 因此宁可饥不
择食地选择“局外人”来换口味，期待新
面孔能带来与众不同的新变革， 甚至不
考虑自己选择的是否真的是 “局外人”，

以及这张新面孔下所掩藏的变革实质。

在互联网的催化下， 这种思想已经逐渐
影响到了全球越来越多的国家， 特别是
在民众容易受到煽动和舆论影响的巴

西，博尔索纳罗的高票数正是“求变”

心理泛滥的鲜明体现。与此同时，反对
激进变革的传统建制派则代表了更为
稳健的政治主张， 他们反对以过激的
内外政策对国家进行调整，反对“痛苦
药方”和“休克疗法”，无论是否看透了
政治与政客的本质， 他们都不希望极
端力量出现并主导国家的未来。

近日在巴西街头巷尾常能遇到
博、阿两人支持者的激烈辩论，而阿达
支持者常常提出，“把国家再次交给劳
工党的确可能会改变很小， 但交给独
裁的疯子，这个国家就完蛋了”。 在首
轮投票中，阿达 29%的得票率充分表
明劳工党仍有坚定的支持力量， 至于
能否争取更多稳健派民众的支持，还
要看他接下来的自我塑造与盟友争取
成果。不过对于阿达来说，让劳工党内
的守旧派适当放下对卢拉的过分执
著，才是一切有效操作的必要前提。

（本报巴西利亚 10 月 8 日专电）

Ｐ华社东京 １０ 月 ８ 日电 日本首相

安倍晋三日前表示， 日本欢迎英国在脱

欧 后 加 入 跨 太 平 洋 伙 伴 关 系 协 定

（ＴＰＰ）。

安倍 ７ 日在其位于东京的官邸接受

英国 《金融时报》 采访时表示， 英国脱

欧后将失去欧洲门户地位 ， 但仍然是

“具备全球实力” 的国家。 他同时敦促

英国和欧盟双方作出让步， 避免出现无

协议脱欧的局面。 “我真心希望英国脱

欧对全球经济 （包括日资企业） 的负面

影响降至最低。” 安倍说。

英国国际贸易大臣利亚姆·福克斯

今年 ７ 月曾表示， 他将就英国脱欧后是

否加入 ＴＰＰ 征求公众意见。

ＴＰＰ 目前由 １１ 个成员国参与 ， 包

括日本、 越南、 马来西亚、 加拿大、 墨

西哥和澳大利亚等。 美国在特朗普就任

总统后退出该协定。

对英国而言， 加入跨太平洋伙伴关

系协定可以与世界经济中一个庞大且快

速增长的群体达成新的贸易协定。 但这

只有在英国退出欧盟关税同盟并能自行

设定关税之后， 才能实现。

英国 ２０１６ 年 ６ 月经公投决定脱欧，

并于次年 ３ 月向欧盟递交脱欧信函。 依

程序， 脱欧应于 ２０１９ 年 ３ 月底前完成。

英国和欧盟一直希望今年 １０ 月底前达

成脱欧协议， 以便给双方议会留出足够

时间， 用以批准协议。

国际 公告 ｗww．whb．ｃ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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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驻巴西利亚记者 张峻榕

，万名季节性农业工人中只有不到 1％０英国人，绝大多数来自东欧

20 岁的历史专业大学生马克思·休

斯也许是英国最稀有的群体———采摘水

果的英国人。整个夏天，休斯在位于英格

兰西米德兰兹的斯奈尔家庭农场度过，

与捷克人、罗马尼亚人一起采摘蓝莓。在

农场的 300 名工人中， 休斯和其他三名

大学生是仅有的四位英国人。

据《华盛顿邮报》报道，现在的英国

完全依赖外国工人采摘水果与蔬菜。 根

据英国农民联盟的统计， 去年英国共有

六万名季节性工人， 只有不到 1?是英

国人，绝大多数来自东欧。作为欧盟的一

部分， 英国的大门向其他欧盟国家的工

人敞开怀抱： 他们在夏天赚到足够的英

镑后返回家乡过冬。 然而随着英国脱欧

的临近， 欧盟人口自由流动的时代接近

尾声，英国农场主们开始感到恐慌：谁将

在明年春天为他们采摘农作物呢？

农场工作与东欧人画上等号

据英国知名莓果企业 Berry Garden

首席执行官雅基·格林称，今年英国农业

缺少 30?至 40?的劳动力 ，“这已经非

常严峻， 在英国脱欧后情况肯定会变更

糟。”随着英国选择脱欧，首相特雷莎·梅

坚称，英国将“重新控制我们的边界”并

大幅减少移民。 然而，批评者认为，英国

迫切需要外国工人，不仅是金融、科技和

医学领域的高端人才， 更需要那些清理

酒店客房和采摘西红柿的工人。

如果来自欧盟的农场工人大幅减

少，那么这些工作必须由英国人填补，然

而英国人并不热衷于此。 Concordia 是一

家为 200 家英国农场招聘工人的公司，

其首席执行官斯蒂芬妮·莫雷尔表示，他

们几乎没有收到过英国人的申请。“一万

份申请表中，只有两份来自英国人，” 莫

雷尔说，“这非常讽刺。 ”

当被问及为何英国人对这样的工作

兴趣寥寥时，莫雷尔认为早起、工作时间

过长、体力需求、季节性与缺乏可负担的

交通工具令英国人对其避而远之。他说：

“农场通常并不在高失业率的地区。除非

你是本地人，否则你就必须住在拖车里。

虽然拖车环境很好也配有 WiFi，但依然

无法吸引英国人。”因此很少有英国人尝

试过采摘水果与蔬菜， 即便尝试了也无

法持续一周。

休斯漫长的工作日从早上 5 点开

始，直至傍晚结束。 算上加班费和奖金，

他能在六周的工作中赚取 4000 美元。他

表示：“这不是一个糟糕的暑期工作。”然

而休斯认为， 采摘工作最糟糕的部分是

枯燥与重复性，他通过听音乐进行调节。

不过， 休斯和他的伙伴们能够理解

为什么很少有英国人想要一份农场工

作。 24 岁的刘易斯·希斯克斯今年毕业

于哈珀亚当斯大学，他对《华盛顿邮报》

记者表示：“英国人更愿意试着在伦敦挣

更多的钱，那里生活也更有趣。还有很势

利的一点：农场工作是属于东欧人的，意

味着 ‘穷人的工作’”。 但希斯克斯也表

示，英国人肯定能胜任这项工作，而且它

为年轻人提供了“户外生活的机会”与体

面的报酬。

不得已恢复季节性务农签证

一些英国评论家认为， 也许农场可

以雇佣最近释放的罪犯， 就像在第二次

世界大战期间使用德国战俘一样。 也有

人指出， 英国的福利制度决定了人们宁

愿失业，也不愿从事任何季节性的工作。

因为一旦有了工作， 失业救济金就会被

叫停， 而季节性的工作并非人们心目中

的长久之计。

斯奈尔农场采摘小组负责人、50 岁

的罗马尼亚人加布里埃尔·尤格纳卢已

在这里工作十年。 “如果这项工作很艰

难，为什么我会回来？一名熟练的采摘工

一天可以赚 100 磅。”他说，“也许英国政

府给民众太多钱，所以他们才不工作。 ”

负责农业的保守党政治家海伦·惠

特利认为，就算英国不脱欧，农场主也会

面对劳动力短缺的问题， 但是脱欧令这

一问题变得更加尖锐： 脱欧已经导致英

镑疲软， 从而减少了对外国工人的金钱

激励，而农场工来源国罗马尼亚、保加利

亚等国的经济正在改善。 尤格纳卢也认

为，英国脱欧后，英国农场主不得不去亚

洲与非洲寻找工人。 这意味着在英国将

看到相同数量的外国农场工， 但更少的

保加利亚人、 更多的厄立特里亚人和摩

尔多瓦人甚至土耳其人。

如何在限制移民数量的同时， 解决

劳动力短缺问题？有人提出，政府应该重

新恢复季节性移民的工作签证。 具有讽

刺意味的是，这一制度在 2013 年前一直

存在，但是，英国政府后来认为，欧盟内

部人员自由流动制度运作良好， 没有必

要保留这种工作签证，于是将其废除。英

国选择脱欧后， 惠特利一直在为恢复季

节性务农签证而努力。最终于 9 月 7 日，

英国政府在其网站上宣布将推出季节性

务农签证， 专门吸引非欧盟人士来英国

务农。

据悉， 这个签证计划首先展开为期

两年的试行期，预计将从 2019 年春季开

始，持续到 2020 年 12 月底，全程由内政

部以及环境食品部密切监控。 这款务农

签证主要针对的是非欧盟的申请者，持

此签证可以到英国干农活， 签证期最长

6 个月。

■本报记者 吴雨伦

劳工党总统候选人阿达在集会上感谢支持者。 虽然支持率落后， 但他在第二轮投票中仍有翻盘机会。 视觉中国

印尼地震海啸
致近2000人遇难

本报讯 综合新华社消息 ， 印度

尼西亚中苏拉威西省 ９ 月 ２８ 日发生

强烈地震和海啸。 印尼抗灾署的最新

数据显示，这场灾难已造成近 ２０００ 人

死亡，约 ２５００ 人重伤，近 ７ 万座房屋

损毁，数万人被迫撤离家园。中国地震

专家分析认为， 震区构造活动与变形

异常强烈， 是印度洋－澳大利亚板块、

欧亚板块以及菲律宾板块共同作用的

结果。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陆慷 8 日在例

行记者会上表示， 中方密切关注印尼

中苏拉威西省地震海啸灾情。 中国红

十字会已向印尼红十字会提供了紧急

现汇援助。

右图： 一名救援人员在地震海啸

废墟中搜索幸存者。 Ｐ华社发

”旦定罪将面临 50亿欧元罚款

瑞士联合银行集团 、 即 “瑞银集

团” 及其法国分支机构和六名管理人员

涉嫌 “用阴阳账本帮富人客户逃税”， 8

日在法国巴黎接受司法审理。

这一瑞士最大银行否认税务欺诈和

洗钱罪名， 但这不是它第一次因为受到

同类指控而上法庭。

法国政府对瑞银集团法国分支的调

查持续 6 年多， 其间双方试图谈判 “和

解”， 没有成功， 去年由法院接手。

法国检方指控瑞银集团及其法国分

支 2004 年至 2012 年帮客户逃税并将非

法所得洗白 ， 涉嫌 “严重税务欺诈 ”

“洗钱” “非法招揽客户” 等罪名。 法

国分行六名现任或前任银行管理人员同

时成为被告。

一旦定罪， 瑞银集团可能面临大约

50 亿欧元罚款。

针对洗钱罪名， 法国刑事法院一般

允许法官判处最高相当于洗钱认定金额

一半的罚款。 这起诉讼中， 据法国打击

金融犯罪机构的调查人员估算， 瑞银集

团帮法国客户逃税至少 97.6 亿欧元。

检方指控瑞银集团员工在招待会、

高尔夫球或网球赛、 音乐会等场所接近

法国富商或体育明星， 说服他们在瑞士

隐匿资产， 然后借助 “阴阳账本” 帮客

户躲过法国税务部门监管。

瑞银集团准备作无罪抗辩。 集团发

表声明： “走过 6 年多法律程序， 我们

终于有机会回应那些往往毫无根据的指

认 。” 调查期间 ， 法国检方提议和解 ，

缴纳 11 亿欧元罚款， 遭瑞银集团拒绝。

法国检方的核心证人是一名内部举

报者， 名为尼古拉·福里西耶。

福里西耶原是瑞银集团内部审计部

门主管 ， 2009 年遭集团开除 ， 名目是

“严重行为不端”。 他向法国打击金融犯

罪机构举报瑞银集团帮客户把资产转移

至海外， 希望为自己 “正名”。 消息人

士告诉法新社， 德国司法机构向法方调

查人员提供的材料显示， 大约 3.8 万名

法国客户在瑞银集团开有储蓄账户， 所

存资金合计 130 亿瑞士法郎 （约合 110

亿欧元）， 其中部分客户涉嫌逃税。

沈敏 （Ｐ华社供本报专稿）

０近十年来美国死亡人数最多的交通事故

Ｐ华社纽约 １０ 月 ７ 日电 （记者潘
丽君 杨士龙） 美国纽约州警方 ７ 日证

实， 该州 ６ 日发生的一起车祸造成 ２０

人死亡。 纽约州警方 ７ 日下午召开新闻

发布会说， 车祸发生于当地时间 ６ 日下

午 ２ 时左右， 一辆大型豪华轿车在纽约

州斯科哈里县的公路上行驶时冲过一个

交叉路口， 随后撞上了一辆在停车场里

停着的无人的汽车， 并殃及路人。

警方表示， 车祸导致大型豪华轿车

上 １８ 人全部死亡， 另有 ２ 名路人遇难。

相关部门正在与死者家属取得联系， 事

故原因在进一步调查中。

美国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工作人员

７ 日抵达事故现场协助调查。 该委员会

主席罗伯特·萨姆沃特说， 这是自 ２００９

年 ２ 月以来美国发生的死亡人数最多的

一起交通事故。

杨洁篪会见美国国务卿蓬佩奥

Ｐ华社北京 10 月 8 日电 （记者郑
明达）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中央外事

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杨洁篪 8 日在北

京会见美国国务卿蓬佩奥。

杨洁篪表示， 当前中美关系正处在

一个重要关头， 面临不少挑战。 中方已

就美方近期一系列涉华消极言行提出严

正交涉并公开表明了原则立场。 我们敦

促美方立即纠正错误， 停止采取损害中

方利益的行动。 中方将继续采取必要措

施， 坚定维护自身的主权、 安全、 发展

利益。

杨洁篪指出， 中美作为两个大国，

合作才会双赢 。 希望美方作出正确选

择， 与中方相向而行， 认真落实两国元

首多次会晤达成的重要共识， 在相互尊

重基础上妥善管控分歧， 在互利互惠基

础上拓展务实合作， 确保中美关系沿着

正确轨道向前发展。 杨洁篪重申了中方

在中美经贸关系、 台湾、 南海等问题上

的原则立场。

蓬佩奥表示， 美国致力于同中国实

现合作共赢。 美方愿与中方加强沟通，

共同寻找解决当前两国关系面临挑战的

建设性方案。 美方坚持一个中国政策，

希望继续就国际和地区问题同中方保持

沟通协调。

双方还就朝鲜半岛局势交换了看法。

银川都市圈建设投资基金依据《宁夏回族自治区政府投资基金管理暂行办法》

（宁政办发〔2017〕204号）相关规定设立。 现面向全国公开招募基金管理人，现将有
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银川都市圈建设投资基金简介
基金总规模为 60亿元，可分期募集，其中：区市两级财政共出资 20亿元，撬动社会

资本 40亿元，有限合伙人出资不低于 2亿元，普通合伙人出资不低于 3000万元。

二、申请条件
申请机构作为银川都市圈建设投资基金的出资人， 应当为除政府外的具备一定风

险识别和承受能力的合格机构投资者。 申请机构的具体条件包括：

（一）具备完善的治理结构、管理团队稳定，专业性强，具有良好的职业操守和信誉；

（二）具备严格合理的投资决策程序、风险控制机制以及健全的财务管理制度；

（三）申请机构无行政处罚、经营异常等信息；

（四）申请机构设立符合《公司法》要求；

（五）申请机构资金来源合法合规；

（六）申请机构及其工作人员无违法违规违纪等不良纪录；

（七）申请基金管理人管理规模原则上不低于 100亿元。

三、申请材料
申请机构需按照 《银川都市圈建设投资基金申请材料目录》（详见网址或微信

公众号）规定的内容编制申请材料，材料需要正本 1份副本 9份。 申请机构应先将
申请材料 word电子版发送至报名联系人邮箱，待内容确定后再提交纸质材料至宁
夏国投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四、其他事宜
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至 2018年 10月 31日止， 申请机构即可向宁夏国投基金

管理有限公司提交申请材料。 申请机构承诺对申报材料的合法性、真实性、有效性、

一致性负完全责任。

网址：http://www.ningxiaguotou.com/index.html

微信公众号：宁夏国有资产投资控股集团

自治区人民政府投资基金管理委员会办公室
宁夏国有资产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2018年 10月 9日

业务联系人：马国栋 5016296 18152320746

报名联系人：陈 嘉 18795193707 7014292@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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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夏回族自治区人民政府投资基金管理委员会办公室关于
招募银川都市圈建设投资基金管理人的公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