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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扎尔巴耶夫宣布辞去总统职务
仍保留哈国家安全会议主席职务；未来哈政局走向成外界关心焦点

19 日，哈萨克斯坦总统纳扎尔巴耶

夫（见右图，视觉中国）通过电视直播发

表特别演说，宣布辞去总统职务，但仍将

保留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和“祖国之光”

人民民主党主席的职务。至此，中亚各国

独立后选出的首任总统只剩下塔吉克斯

坦总统拉赫蒙一人。

19 日，纳扎尔巴耶夫突然通过电视

直播的形式对民众发表特别演说：“我做

出了一项对自己而言不同寻常的决

定———辞去哈萨克斯坦共和国总统职

务。 ”根据相关文件，纳扎尔巴耶夫将从

3 月 20 日起不再担任哈国总统职务。 自

哈萨克斯坦 1991 年独立，纳氏出任总统

至今已有 28 年。 根据哈国宪法，空缺的

总统一职将由上院议长托卡耶夫代理，

直至选出新任总统。据悉，托卡耶夫将于

20 日举行就职仪式，代理总统职务。

纳扎尔巴耶夫这位从苏联时代起就

担任哈共中央第一书记的政治强人，在

这个国家的政治生活中早已留下了无法

抹去的印记。 纳扎尔巴耶夫在电视讲话

中称， 他仍将保留国家安全会议主席职

务，并将对这一角色“赋予重要权力”，以

确定哈国内政外交政策，同时保留“祖国

之光”人民民主党主席的职务。

去年 7 月 12 日， 哈 《安全会议法》

正式生效。 根据该法案设立的安全会议

被定为为 “宪法机构”， 负责统一协调

哈萨克斯坦的安全和国防力量。 这意味

着， 安全会议主席做出的决定具有强制

性法律效力。 该法案生效时最为引人注

目的一点在于， 其特别规定， 鉴于哈首

任总统的历史性地位， 授予纳扎尔巴耶

夫安全会议终身主席权力。 换言之， 即

使纳扎尔巴耶夫不再担任总统职务， 仍

将对安全和国防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

彼时， 这即被认为是 “哈执政精英建设

国家政权交接机制的重要一步”。

因此， 此番纳扎尔巴耶夫虽然宣布

辞去总统职务， 未来哈萨克斯坦的政局

走向何方， 新任总统将如何协调与纳氏

的关系等诸多问题， 都是外界关心的焦

点。纳扎尔巴耶夫在讲话中表示，目前自

己的主要任务是确保权力过渡到新一代

领导人。 至于何人接任总统职务，他说：

“权力的交接问题将按宪法规定解决”。

近年来， 随着纳扎尔巴耶夫年事渐

高，关于他何时“退休”、权力如何过渡的

种种分析、猜测也日渐增多。 今年 2 月，

纳扎尔巴耶夫签署命令，宣布改组政府，

更是引发了新一波的猜想， 这似乎意味

着纳扎尔巴耶夫的 “退休时间” 愈发临

近。 但猜测毕竟只是猜测。 如今，当这只

悬在半空的“靴子”终于落地，外界虽不

感到十分意外，但还是少不了一番感叹。

毕竟， 中亚五国独立后选出的首任

总统中， 土库曼斯坦总统尼亚佐夫和乌

兹别克斯坦总统卡里莫夫均已故去；吉

尔吉斯斯坦更是早已历经几番政权更

迭， 被迫下野的首任总统阿卡耶夫远走

莫斯科重操科研旧业。 而塔吉克斯坦因

为独立之初即历经数年内战， 所以实际

上， 拉赫蒙出任总统相较于其他几位要

晚了几年。 事实上，不仅是中亚五国，放

眼整个前苏联范围， 各国独立时的首任

总统也所剩无几。 即使那个时代造就的

一批政治人物，如今也是日渐凋零，依旧

能活跃在政治舞台上的更是屈指可数。

（本报比什凯克 3 月 19 日专电）

枪击已致3人死、5人受伤；执法部门仍在调查
土耳其裔枪手的犯罪动机
荷兰警方 18 日逮捕乌得勒支市电

车枪击事件三名嫌疑人， 包括土耳其裔

枪手格克曼·塔尼什。

暂时没有迹象显示这起事件关联三

天前发生在新西兰克赖斯特彻奇市的恐

怖袭击， 执法部门仍在调查电车枪手是

否有“恐怖主义动机”。荷兰首相吕特说，

“不能排除”其他动机，包括家庭纠纷。

当地时间 18 日 10 时 45 分左右，乌

得勒支西部 10 月 24 日广场附近， 一名

男子登上一辆开往中央火车站的有轨电

车， 开枪行凶， 随后劫持一辆小汽车逃

跑。乌得勒支市长扬·范扎嫩当天晚些时

候通报， 枪击致 3 人死亡、5 人受伤，其

中 3 人伤势危重。 首相吕特下令全国 20

日下半旗哀悼。

枪击发生后， 这座荷兰第四大城市

的清真寺和学校关闭，机场、政府建筑加

强警戒。案发大约 7 个小时后，全副武装

的警员包围一座距离案发地点大约 3 公

里的建筑，逮捕塔尼什。荷兰国家安全和

反恐协调局把乌得勒支省的恐怖袭击威

胁级别从最高的 5 级调回至 4 级。

德新社和荷兰《电讯报》报道，警方

当天逮捕另外两名嫌疑人。 暂不清楚这

两人与枪击事件的关联程度。

荷兰执法部门说， 仍在调查可能的

恐怖主义动机。 范扎嫩说：“我们假定有

恐怖动机。 ”吕特在海牙市一场新闻发布

会上说，“我们不能排除任何可能性。 ”

新西兰第二大城市克赖斯特彻奇两

座清真寺 15 日遭一名白人至上主义者

袭击，50 人死亡、50 人受伤，总理阿德恩

把它定性为恐怖袭击。一些人担心，这起

事件可能在欧洲触发新一轮恐怖袭击。

塔尼什现年 37 岁， 在土耳其出生。

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 18 日说，土耳其情

报机关正在自行调查。 “一些人说这是家

庭纠纷， 一些人说这是恐怖袭击……我

们的情报机关正在调查这件事。 我还没

有与我们的情报主管讨论过。 ”

一名荷兰检察官说 ， 袭击可能有

“家庭原因”。 土耳其官方媒体阿纳多卢

通讯社以塔尼什的几名亲戚为消息源

报道，塔尼什朝电车内一名女性亲戚开

枪，射击试图帮忙的乘客。 一些荷兰媒

体以目击者为消息源，同样报道这一细

节。 一名目击者说，那名女子似乎是特

定目标 ， 向凶手自辩 “我什么也没有

干”。 几名男性乘客试图帮忙，塔尼什开

枪，迫使众人躲避子弹。

荷兰省级议会选举定于 20 日投

票， 结果将关联荷兰参议院席位分配。

吕特 18 日说，投票照常举行。 电车枪击

事件促使参选政党当天暂停选举活动，

不清楚 19 日是否会恢复。

据荷兰媒体报道 ， 塔尼什前科累

累，多次被捕，是警方的“老熟人”。 2013

年 12 月， 塔尼什在距离案发地点较近

的一间公寓对空鸣枪， 受到刑事调查。

《乌得勒支日报》报道，塔尼什两周前因

涉嫌 2017 年一起强奸未遂案出庭。

塔尼什还有威胁和辱骂妇女、羞辱

和威胁警察、 盗窃自行车、 醉酒驾驶、

“嗑药”驾驶等前科，但总是被捕不久便

获释。 警方没有证实这些说法。

另一些报道则让人容易联想到恐

怖主义动机。 英国广播公司土耳其语频

道以一名住在乌得勒支的土耳其商人

为消息源报道，塔尼什出生在土耳其中

部约兹加特省，早年在俄罗斯车臣共和

国打仗。 上世纪 90 年代，俄罗斯联邦政

府与车臣分离主义势力两次爆发战争，

一些域外恐怖分子和极端组织武装人

员参战。

那名商人说，塔尼什数年前因涉嫌

与极端组织“伊斯兰国”有关联而被捕，

稍后获释。 他生性孤僻，不与当地土耳

其裔族群往来。

胡若愚（新华社供本报专稿）

最高罚款达150万卢布，相关网站将被限制访问

据俄罗斯媒体报道， 俄罗斯总统普

京 18 日签署多项新法令对公民和社会

团体的网络行为提出新要求。

据塔斯社 18 日报道，普京当天签署

了禁止在互联网传播虚假新闻的新法

令。 新法禁止“以冒充可靠消息的方式，

传播危害公民生命健康和财产安全，并

对社会安全构成威胁的不实信息； 以及

干扰生活保障设施、运输基础设施、信贷

机构以及能源、工业和通讯设施运行，或

导致以上设施停止运行的具有社会影响

的虚假新闻”。

报道称， 根据法律, 在已登记的网

络出版物中发现不实信息后, 俄罗斯总

检察长或其副手需向俄罗斯联邦通信、

信息技术和大众传媒监督局提出申请 ,

要求采取措施， 限制对散播虚假信息的

网络资源进行访问。 大众传媒监督局应

据此请求, 立即通知有关媒体删除不准

确的信息。 各新闻单位在收到通知后必

须立即“删帖”。 若未能履行这项义务,大

众传媒监督局则会通过协作系统联系通

信运营商，限制对该新闻网站的访问。

此外，普京还签署了一项相关法令，

明确传播假新闻必须承担相应的法律责

任。卫星通讯社报道称，在媒体和互联网

上传播虚假消息的最高罚款金额达 150

万卢布（约合人民币 15.7 万元）。

据报道，早在 2017 年 9 月国家杜马

（下议院） 议员维塔利·米罗诺夫就向国

家杜马提交草案，提议对俄罗斯的《媒体

法》《信息、信息技术和信息保护法》以及

《行政违法法典》进行修改，关闭传播假

新闻的网站。在此草案的基础上，今年年

初俄罗斯议会两院在两个月内接连通过

了加强对互联网虚假信息管理的新法

案。

俄罗斯外交部过去两年在官网开辟

“打假”区域，列出包含虚假信息的报道。

据德新社报道，已经有 60 多篇文章“上

榜”，来源包括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纽

约时报》和英国《金融时报》。

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对此表示，

虚假新闻对社会的负面影响太大， 许多

欧洲国家都在加强对互联网不实信息的

管理， 俄罗斯也不能例外。 佩斯科夫强

调， 法案从起草到审议全程都有专家参

与，能够保障专业性。

此外，塔斯社报道称，同一天普京还

签署了《俄罗斯联邦行政违法法典》的新

修正案，执法机关将对传播侮辱公众、国

家以及国家标志的行为追究行政责任。

根据修正案， 对于违反该法的官员处以

6 万至 20 万卢布（约 6200 元至 2.1 万元

人民币）的罚款，对违法的媒体公司等实

体则处以 20 万至 50 万卢布（2.1 万元至

5.2 万元人民币）的罚款，并没收用于传

播假消息的设备。

总理特鲁多拒绝对政府涉腐丑闻作全面公开调查
加拿大枢密院秘书长迈克尔·韦尼

克为政府涉嫌 “不当干预” 一起腐败案

的处置开脱， 受到反对党指责 ， 18 日

宣布辞职。

韦尼克说， 国会数名反对党领导人

因政府高层所涉腐败案件对他失去信

心， 他将在今后数周内辞职。 “对我来

说， 显然无法继续与反对党领导人保持

相互信任和尊重的关系。”

枢密院是加拿大政府咨询机构。 枢

密院秘书长地位相当于副总理， 向总理

提供咨询和建议， 几乎每天需要与总理

沟通磋商 ， 关系相对密切 。 同时 ， 担

任这一职务需要做到无党派倾向 ， 不

偏不倚。

路透社报道， 围绕政府高层为建筑

企业 SNC—兰万灵集团公司行贿案 “开

脱 ”， 韦尼克力挺政府官员没有过错 ，

引发反对党议员指认他 “站队” 执政党

自由党。

前司法部长乔迪·威尔逊—雷布尔

德 2 月指认总理贾斯廷·特鲁多和一些

总理府幕僚 “不当施压 ” 和 “威胁 ”，

要求她指示检察官对 SNC—兰万灵集团

网开一面。

按照威尔逊—雷布尔德的说法， 韦

尼克同样向她施加高压。 她因拒绝 “开

后门” 而 “遭贬”， 今年 1 月调任退伍

军人事务部长。 她 2 月辞职。

国库委员会主席简·菲尔波特不满

政府对这桩丑闻的处理方式 ， 本月 4

日辞职。 特鲁多 18 日任命先前没有内

阁工作经验的自由党议员乔伊丝·默里

接替菲尔波特 ， 主管政府财政运行等

事务。

在反对党保守党党首安德鲁·希尔

看来， 韦尼克辞职 “有失体面”。 他呼

吁对政府涉腐政治丑闻作全面公开调

查， 特鲁多拒绝这一主张。

另一名反对党议员、 新民主党人查

理·安格斯认为， 这桩政治裙带关系丑

闻如同一场失控的大火， 最初显现政府

“无能 ”， 调查过程现在遭遇 “阻碍 ”。

“总理究竟为什么这么害怕？”

韦尼克 2016 年由特鲁多提名为枢

密院秘书长。 特鲁多的发言人马特·帕

斯库佐说 ， 特鲁多没有要求韦尼克辞

职。 路透社解读， 如果政府失去另一名

高级官员 ， 将给这场政治风暴推波助

澜。 特鲁多需要在 10 月议会选举前为

替代韦尼克找到合适人选。

丑闻发酵使特鲁多和自由党的选情

越发吃紧。 加拿大纳诺斯研究公司本月

12 日发布的每周民意追踪调查结果显

示， 自由党所获民意支持率为 32.9%，

落后于保守党的 36.1%。 1 月 8 日民调

结果显示 ， 自由党领先保守党 6 个百

分点。

特鲁多否认施压， 辩解说， 他告诉

威尔逊—雷布尔德， SNC—兰万灵集团

一旦获罪， 将失去承接政府工程项目的

资格， 进而危及加拿大就业形势。

SNC—兰万灵集团在加拿大雇用大

约 9000 人。 加拿大检察机关 4 年前指

控这家建筑企业 2001 年至 2011 年向利

比亚官员行贿， 以获取工程合同。 这桩

案件仍在审理中。

王逸君 （新华社供本报专稿）

日本奥委会主席竹田恒和因贿选疑云宣布将辞去一系列职务

据日本共同社报道， 因 2020 年

东京奥运申办疑云成为法国司法部门

调查对象的日本奥委会主席竹田恒

和 ， 19 日在出席东京举行的日本奥

委会理事会会议时表示， 将在 6 月任

期届满后退任。 同时他还声称将辞去

国际奥委会委员职务和日本奥委会理

事一职。 （见右图， 视觉中国）

在距离东京奥运会开幕还有一年

多时间的背景下， 竹田的去职无疑引

发了广泛关注和猜测。

东京奥申委向皮包公
司支付 200 万美元

现年 71 岁的竹田恒和 2001 年出

任日本奥委会主席， 其后多次连任。

2013 年为申办 2020 年东京奥运会 ，

他出任奥申委主席， 并如愿获得主办

权 。 2016 年 5 月法国检方在调查一

个兴奋剂案例时， 发现东京奥申委当

年在申办前后， 曾分两次向国际田联

主席迪亚克的儿子设在新加坡的皮包

公司支付了 200 万美元。 根据这一线

索 ,法国检方开始调查东京奥组委涉

嫌行贿案件。

日本众议院为此曾召开听证会，

让竹田说明这一情况。 竹田承认东京

奥申委确实支付了这笔钱， 但这是为

对方提供的咨询工作所支付的报酬。

当年 9 月， 日本奥委会的调查小组也

公布了调查结果， 结论是这笔咨询费

是完全正当的支出。

但法国检方不理会这些， 继续穷

追猛打 。 2017 年 2 月 ， 东京地方检

察院根据法国检方的调查协助函， 向

竹田询问了相关情况。 去年 12 月 10

日 ， 竹田本人接受了法国检方的调

查。 今年 1 月 11 日， 法国检方宣布此

案进入预审。 今年 1 月 15 日， 竹田在

东京举行记者会， 通过宣读一份声明来

证明自己的清白。 但面对国内外 140 多

名记者， 竹田居然不回答任何提问就匆

匆离去， 在日本国内外引发强烈质疑。

竹田在那场记者会上宣读的声明，

完全是对当年日本奥委会那份调查报告

的照本宣科。 实际上在这两年多时间中

事情发生了很大变化， 最重要的就是里

约奥组委主席努兹曼于 2017 年 10 月因

行贿被捕。 2009 年里约在申办 2016 年

奥运会期间， 一家巴西企业也曾向同一

家皮包公司分两次支付了 200 万美元

（投票前支付 150 万美元， 投票后再付

50 万美元）， 而迪亚克在非洲国家的国

际奥委会委员中拥有极大影响力， 这笔

巨款显然是为了 “买票”。 东京奥申委

向同一家公司支付了同样金额的费用，

里约奥申委被认定是行贿， 东京申奥何

以自证清白？

按照原定计划， 作为国际奥委会市

场开发委员会主席， 竹田应参加今年 1

月 19 日在国际奥委会总部举行的委员

会会议， 但竹田以 “个人原因” 为由缺

席了那次会议。 显而易见， 竹田是担心

有去无回， 在那里遭到拘押。

国际奥委会果断与竹田切割

直到去年年底， 国际奥委会还认可

在东京奥运会闭幕前仍由竹田执掌日本

奥委会， 但今年法国检方宣布对竹田进

入预审后， 国际奥委会的态度立马发生

了变化。 虽然表面上坚持无罪推定， 但

实际上已开始甩包袱了。 东京奥组委曾

竭诚邀请国际奥委会出席今年 7 月东京

奥运会倒计时一周年活动， 但巴赫主席

等负责人均以竹田涉案为由谢绝出席。

与此同时， 国际奥委会还通过特定渠

道 ， 呼吁日本方面尽快让竹田走人

了事 。

众所周知， 国际奥委会极为注重

维护其形象， 因为这直接关系到国际

奥林匹克运动能否可持续发展。

今年日本奥委会将举行改选， 原

先的章程规定其成员在当选时不得超

过 70 岁。 考虑到临阵换马不利于东

京奥运会的举办， 本来日本奥委会已

内定通过修改章程让竹田继续留任。

但国际奥委会的明确姿态让日本奥委

会内部也发生了明显变化 。 今年以

来， 竹田的神态已显得相当憔悴， 显

然他明显感觉到了风向的变化， 其亲

朋好友也劝他争取主动， 及早告退。

竹田本人相当有来头。 他原是皇

室成员， 系明治天皇的曾孙， 明仁天

皇的表弟。 后来他主动放弃了皇室成

员的身份 。 竹田早年曾从事马术运

动， 并参加了 1972 年和 1976 年奥运

会 。 1984 年竹田出任日本马术协会

理事， 1991 年当选日本奥委会理事，

1992 年和 1998 年分别当选国际马术

联合会理事和副主席 。 2001 年 9 月

因日本奥委会前主席突然病逝， 竹田

便接任这一要职。 目前除了执掌日本

奥委会外， 竹田还担任亚奥理事会协

调委员会主席 ， 2012 年出任国际奥

委会委员。

竹田宣布辞职后， 法国检方的开

庭准备工作将继续进行。 一旦开庭审

理最后确认东京是通过 “买票” 获得

了奥运会主办权， 则东京奥申委显然

与成功无缘了 。 2015 年东京奥运会

会徽设计就因涉嫌抄袭而被迫收回，

奥委会主会场的设计也一波三折， 如

今日本奥委会主席再被迫易人， 东京

奥运会经得住这么接二连三地受伤

吗？ （作者系上海国际问题研究
院信息所原所长）

“对8岁孩子有爱的城市，也会对88岁的老人有爱”

在荷兰首都阿姆斯特丹的交通高峰

时间，9 岁的洛塔·克罗克骑车来到一个

繁忙的路口，对旁边的记者说：“看！车流

从各个方向奔涌而来， 作为一个骑车的

孩子，真是无所适从了！ ”

洛塔可不是个普通的孩子。 据英国

《卫报》近日报道，她是全球第一个“自行

车小市长”，她的任务是鼓励孩子们每天

骑车出行， 以及让全社会关注儿童骑车

面临的障碍。

阿姆斯特丹被誉为 “世界自行车之

都”。 据估计该市有 88.1 万辆自行车，而

全市居民也不过就 85 万人。 每天，63%

的阿姆斯特丹市民会选择骑车出行 ，

38%的出行由自行车完成。 而在整个荷

兰，超过四分之一的出行由自行车完成，

与之相比英国只有 2%。

也许你会疑惑， 在这样一个自行车

文化如此浓厚的城市里， 孩子骑车出行

也会遇到障碍吗？

洛塔对此是这样回答的：“我们遇到

的三个最大的问题是汽车、 骑自行车的

游客和摩托车。 汽车在大街上占了太多

地方，骑自行车的游客会晃来晃去，还会

在我们完全没想到的时候停下来。 摩托

车则会撞倒我们。 ”

去年 6 月，洛塔参加了一次竞赛。竞

赛要求孩子们提出方案， 使得骑车更安

全、更有趣。洛塔赢得竞赛后便成为了自

行车小市长。 她的方案是在共享单车中

添加儿童自行车和双人自行车，“我爸爸

妈妈没有汽车，所以去其他城市的时候，

我们先坐火车，再改骑铁路自行车。但由

于没有儿童专用的自行车， 我只能由爸

爸带，这有点危险。 ”

荷兰目前通行的自行车共享计划由

国有的荷兰铁路公司运营， 该公司对洛

塔的提议表示赞赏， 并提出在洛塔爷爷

奶奶居住的西部城市哈勒姆附近的火车

站配备儿童自行车。 不过 “自行车小市

长” 可不是那么好打发的：“我告诉他们

这还不够。 我不能只管自己，我是为整个

阿姆斯特丹的小朋友服务的自行车市

长。 ”荷兰铁路公司目前也在考虑一个计

划，在另一个火车站试点推行儿童自行车。

据英国广播公司 （BBC）报道 ，二战

前自行车在荷兰是占据统治地位的交通

工具， 但在战后的 20 世纪 50、60 年代，

随着汽车拥有量飙升， 像其他很多欧洲

国家一样， 荷兰道路上的自行车不得不

让位于小汽车。 小汽车在道路上大行其

道导致道路交通事故激增 。 仅在 1971

年，就有超过 3000 名荷兰人死于机动车

导致的事故，其中 450 人是儿童。一项名

为“停止谋杀孩子”的社会运动由此应运

而生， 要求为孩子提供更安全的骑行条

件。“停止谋杀孩子”是记者维克·兰根霍

夫撰写的一篇报道的标题， 她自己的孩

子也在一次道路交通事故中不幸丧生。

而 1973 年的石油危机进一步动摇

了荷兰人对机动车辆的信心。 这双重压

力迫使荷兰政府投资改善自行车基础设

施， 荷兰的城市规划人员也把更多注意

力放在自行车上。 荷兰的自行车文化从

此蓬勃发展。

其实， 阿姆斯特丹已经拥有一名成

人自行车市长卡特琳·博尔玛，另设“自

行车小市长”正是博尔玛的主意。鉴于阿

姆斯特丹拥有 12.5 万名儿童 ，“为鼓励

孩子骑车出行，你需要树立一个榜样。 ”

洛塔成为自行车小市长后颇有点

“日理万机”的味道：接受采访，组织自行

车比赛，还在“阿姆斯特丹灯游行”中担

任评委。

洛塔现在想和阿姆斯特丹市长开一

个会， 探讨孩子们提出的各种想法：“我

们有个提议是开设可供孩子们学骑自行

车的自行车公园。 还有个提议是给外来

旅行者开发一个手机应用程序， 告知他

们骑车注意事项， 他们大多数人并不真

的懂得这些事项。 ”

阿姆斯特丹的经验有望为世界其他

拥有自行车市长的城市提供成功范例。

博尔玛表示：“我和父母交流，洛塔和小朋

友沟通。 如果你能从孩子的视角规划城

市，你会让别人也得到方便。 对 8岁孩子

有爱的城市，也会对 88岁的老人有爱。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