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德國「超級星期日」薩克森－安哈爾特州、巴登－符滕堡州及萊因蘭－巴拉丁州地

方議會選舉前日結束，結果顯示反移民政黨「德國另類選擇黨」(AfD)在3州均取得

足夠票數躋身議會，在薩克森－安哈爾特州甚至奪得24%選票，僅次於默克爾領導

的執政基督教民主聯盟(CDU)，成為當地議會第2大黨，亦意味其勢力範圍遍及德國

半數議會，更有望在明年大選躋身國會。今次投票率較5年前上屆地選大幅上升，不

少首投族紛紛支持AfD，以選票懲罰默克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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攬難民失選票 默克爾遭懲罰
德「超級星期日」反移民政黨成大贏家

巴西前日爆發歷來最大規模示威，多達350萬人上
街，抗議國營巴西石油公司等貪污醜聞，並要求總統羅
塞夫下台。示威者穿上國家隊球衣，或者披上國旗，高
叫「羅塞夫下台」口號，向國會施壓，希望加快彈劾羅
塞夫進程。

400城市響應
在反對派大本營聖保羅，憲兵估計示威最高峰時約有

140 萬人，主辦團體宣稱有 250 萬人，民調團體
Datafolha估計只有50萬人，但都是歷來最多。

警方表示，聖保羅及里約熱內盧以外的400個城市，
約有130萬人示威，若加上前兩者則達350萬人。有反
對派組織者更聲稱，有較軍警估計人數2倍的人參與示
威。
示威團體之一、聖保羅「走上街頭」(Vem Pra Rua)
的領袖謝克爾表示，巴西處於決定性時刻，要開始改
變。支持政府但要求彈劾羅塞夫的著名律師比庫多則
指，巴西不能再忍受搶劫及貪污，也無法容忍無能的政
府。不少示威者帶同小孩參加，部分家庭穿上合成「現
在彈劾」字樣的T恤。

要求判盧拉入獄
示威者亦要求涉貪的前總統盧拉入獄，也要求政府恢

復經濟、改善醫療、教育及基本衛生設施，並應對失業
及通脹問題。不過示威期間，個別城市也有遊行支持羅
塞夫和盧拉。
總統府回應指，示威自由符合民主精神，應該受到所

有人尊重。負責調查巴西石油公司貪腐案的法官也發表
聲明，呼籲政府高層和政黨應該「聆聽街頭的聲音」。

■法新社/路透社

巴西最大示威 350萬人要總統下台

英國保守黨政府早前通過新房屋法案，容許倫
敦市政府在公屋租戶收入超過某一水平時，可收
取市值租金，並每隔幾年進行資格審查。數以千
計公屋居民擔心無法負擔新租金及樓價，難以置
業，前日到國會廣場示威。
示威者展示「你沒心肝，我沒屋住」、「誓不
搬遷」及「撤回房屋法案」等字樣的橫額。參與
示威的在野工黨議員阿博特指，保守黨推出這法
案，摧毀公屋制度，是有意將低收入及中產家庭

趕離倫敦市中心。示威組織「Focus E15」則指，
法案是攻擊公屋政策，將使所有房屋轉為私人出
售，又批評市值租金政策將使數千人被迫遷。
當局回應稱，自2010年起，所建公屋數量已較

過去13年多，且政府有意撥款80億英鎊(約889
億港元)，興建40萬幢可負擔公屋。房屋法案可
確保當局根據民眾需要及收入，將公屋分配給有
需要的人，並再投資興建新公屋。

■英國《標準晚報》/法新社

美國聯儲局今日起一連兩日議息，市場普遍預
期局方暫時按兵，維持息率於0.5厘不變。聯儲
局會後會發佈新的息口展望，分析估計局方會因
應年初油股市場波動，把今年加息次數由原先4
次降為2至3次，但由於近月美國經濟及通脹有

改善跡象，預料仍會於今年中第二次加息。

油價跌 美股跌37點
市場觀望聯儲局議息，加上油價下跌拖累，連

升4周的美股昨低開。道瓊斯工業平均指數早段報

17,175點，跌37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2,014
點，跌7點；納斯達克綜合指數報4,735點，跌13
點。歐股上升，英國富時100指數中段報6,164
點，升24點；法國CAC指數報4,506點，升14
點；德國 DAX 指數報 9,960 點，升 129 點或
1.3%。

■路透社/法新社/《紐約時報》/CNBC

日本兩大在野黨民主黨及維新黨，昨日終於敲定合併細節，新黨
將稱為「民進黨」，並於本月27日建黨大會上正式成立。對於「民
進黨」之稱與台灣的民進黨重疊，可能引起混淆，民主黨黨魁岡田克
也稱「台灣的是民主進步黨」，強調兩者不同。 ■共同社

多家俄羅斯航天機構與歐洲太空總署聯合研製的火星「微量氣體
軌道器」，昨在哈薩克斯坦拜科努爾發射場順利升空，是俄歐歷史
上首次聯手探索火星，將通過「火星太空生物」(ExoMars)項目，共
同分析火星大氣成分，尋找是否有可能表明微生物存在的甲烷和其
他氣體。
載有火星「微量氣體軌道器」的「質子-M」運載火箭，於香港時
間昨日下午5時31分發射，約10分鐘後與第三級火箭脫離，預計經
過4.96億公里漫長飛行後，將於10月19日飛抵火星近旁。
探測器主要任務是為火星拍照，分析其大氣成分，協助地面分析

火星土壤表層的水冰含量，驗證某些火星着陸技術的可行性，為俄
歐下一階段火星着陸考察收集數據。■法新社/路透社/英國廣播公司

3州中，CDU僅在薩克森－安哈爾特州保住領導地位，其餘2州分別敗於社會民主黨(SPD)及綠黨，其中在巴登－符滕
堡州，CDU不敵綠黨，未能再與SPD組成議會執政聯盟，或
需考慮3黨聯合執政。

投票率高 首投族力挺AfD
3州投票率介乎61%至71%，較上屆分別上升4至10個百分
點。AfD得票大增，首投族力挺是重要因素，反映AfD能動員
大量之前的「非選民」支持該黨。此外，不少前SPD或CDU
支持者亦倒戈支持AfD。CDU失利，歸根究柢是默克爾的難
民政策不得民心。在AfD獲15%選票的巴登－符滕堡州，有選
民表示害怕難民湧入導致罪案增加。
一名投給AfD的選民表示，德國需要移民進入，因國家生育

率偏低及人口老化嚴重，但前提是移民能融入社會。另一名支
持AfD的選民稱，為投訴難民政策，才選擇投AfD，指默克爾
不應開放邊境予所有人。不過，也有選民擔心AfD勢力日增，
反問：「我是否需要講『希特勒萬歲！』？」

有評論指出，地選結果反映選民不認為執政黨認真看待難民
問題，故轉投AfD，希望帶來改變。AfD大勝，意味該黨初具
問鼎明年國會大選的資格，有可能走出地方層面，直接參與難
民、歐盟等重大政策制定。同時，結果也凸顯難民問題的急切
性，德國政府應思考採取何種措施，更好地應對難民潮，以消
除部分民眾的疑慮和不安情緒。執政聯盟政黨SPD黨魁、副
總理加布里爾甚至表示，地選結果顯示德國的民主中心變得更
小，政府需認真看待這問題。
默克爾發言人昨日在記者會表示，儘管地選受挫，但默克爾
無意改變其難民政策，「政府將持續全力在國內外推動其難民
政策，目標是達成歐洲能承受的共同解決方案。」

「最後棺材釘」默克爾：不改政策
德新社引述專家分析指，地選結果是德國政治現狀及執政聯
盟的「最後一枚棺材釘」，日後CDU需與更多政黨合作，可
考慮在明年國會大選，與難民問題立場相近的綠黨組成聯盟。

■德國之聲/德新社/路透社/美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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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政黨：基督教民主聯盟
聯合執政黨：社會民主黨

執政黨：社會民主黨
聯合執政黨：綠黨

執政黨：綠黨
聯合執政黨：社會民主黨

德國地選得票率

資料來源：各州選舉結果/
英國廣播公司/法新社

2011年得票率

英新房屋法趕窮人 數千公屋居民示威

默克爾領導的執政基督教民主聯盟(CDU)於地選失利，反移
民極右政黨「德國另類選擇黨」(AfD)成為最大贏家，德媒形
容為「默克爾的噩夢」、「恐怖的一天」及「烏鴉般黑暗的一
天」。有評論指出，AfD的冒起打破德國長期的禁忌，右翼民
粹主義運動正變成常態，而默克爾採取中間甚至左傾路線，無
法兼顧右翼政治光譜，造就AfD崛起。
柏林洪堡大學政治分析師韋塞爾斯便指出，CDU的「社會

民主化」、即逐漸傾向左翼的做法，令它難以兼顧右翼，極右
勢力因此得以冒起。德國之聲更形容「AfD是默克爾的孩
子」，因CDU「拋棄了本來的身份」。美因茨大學現代史教
授勒德則分析指，難民危機導致德國與歐洲其他國家一樣，右

翼民粹主義運動變成常態。

意媒：德影響力轉弱
對於AfD冒起的影響，有政治分析師指出，基於歷史因素，

德國過往將右翼民粹主義與極右政黨視為禁忌，但地選結果顯
示這禁忌將被打破，他預計德國將需與AfD共存，每日面對與
懼外心態相關的政治爭論。
意大利《晚郵報》駐柏林記者塔伊諾則指，默克爾在德國及

歐洲的影響力將因此轉弱，或更難說服東歐國家接收難民，甚
至難以維持歐盟團結。

■德國The Local網站/法新社

「默克爾的噩夢」右翼民粹運動成常態

聯儲局今明議息料按兵

俄歐聯手射火星探測器

日民主維新合併 改名「民進黨」

■反移民極右政黨
「德國另類選擇黨」
(AfD)成為大贏家，圖
為其黨魁。 法新社

■■示威者擔心無法負擔新租示威者擔心無法負擔新租
金及樓價金及樓價，，難以置業難以置業。。法新社法新社

■CDU■CDU支持者看着點票結支持者看着點票結
果果，，盡顯失望表情盡顯失望表情。。 法新社法新社

■■默克爾在選後記者默克爾在選後記者
會黑面會黑面。。 路透社路透社

■■示威者扮成羅塞示威者扮成羅塞
夫和盧拉夫和盧拉。。美聯社美聯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