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72017年年55月月1010日日（（星期三星期三））國  際  新  聞A20 ■責任編輯：曾綺珺 ■版面設計：周偉志

文在寅競選承諾
外交關係
■基於軍事同盟和雙邊貿易協議，
維持與美國戰略關係

■ 改善對華「戰略合作夥伴」關
係，加強與中國經濟對話及就朝
鮮核問題溝通

■揚言「按原則應對」與日本的歷
史糾紛，例如慰安婦問題，但亦
有意與日本商討雙邊貿易協議

■ 希望與中日韓更好合作，創建
「負責任」的東北亞多邊安全及
經濟合作群體

創造職位
■新增81萬個公務員職位，包括消
防、教師、警察及老人院看護

■縮短工時，鼓勵職務分擔
■取消非正職與正職員工差別待遇
■ 2020年前將最低時薪從6,470韓
圜(約44港元)提升至1萬韓圜(約
68港元)

改革財閥
■ 阻止財閥家族將企業控制權世
襲，限制因經濟罪行入獄財閥領
袖的特赦次數

■加強監管財閥
■設立「全國廉潔委員會」打貪

改革政治
■將總統府由青瓦台遷至首爾市中
心的政府總部

■提升總統任命官員透明度
■提高監察院獨立性
■改革國家情報院，只負責海外情
報，韓國情報工作交由警方負責

「帶領和平及負責國家」
■透過六方會談推動朝鮮無核化
■縮短軍役期至18個月，提高服役
月薪 ■《華盛頓郵報》

野村銀行分析師發表報告指，文在寅承諾改
革企業管治構架，加強股東權利、改善監管，
料可讓韓國KOSPI成份股派息率由現在的
20%提升至50%，或推動指數升至3,000點水
平。報告又指，新政府有意追加預算，增撥10
萬億韓圜(約685億港元)，紓緩中韓關係緊張
帶來的負面經濟影響。
CAPE投資公司分析歷史數據，顯示6位總

統執政的前兩年裡，KOSPI指數平均上升
23%至26%，此後幾年會出現小幅度下跌。一
般而言，新總統上任首月，韓股升幅最大。專
家認為，國際油價反彈推動美股上揚，加上韓
企經營改善、外國投資者押注韓股，新政府成
立減少政治不確定性，都有利韓股後市發展。

■《韓國時報》/韓國《亞洲經濟》

承諾改革企業
韓股或衝3000大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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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少韓星昨日都一早到所
屬票站投票，演員柳俊烈、
鄭宇盛、崔秀宗夫婦和金喜
善等都在投票後拍照上傳社

交網站，其中朴信惠與父親
一起投票，歌手金請夏則懷
疑去錯票站，要向職員求
助。 ■綜合報道

金喜善朴信惠
社交網晒投票相

三星集團繼承人李在鎔為確保接
班順利賄賂總統、2014年大韓航空
「公主」趙顯娥因為一包果仁迫令
客機調頭，種種醜聞均凸顯韓國財
閥如何霸道。雖然文在寅聲言要改
變這種狀況，不過他所屬的共同民
主黨在國會議席不足，未必能落實
對付財閥的措施。
韓國財閥問題擾釀多年，批評指

大企業兼併帶來種種社會問題，包
括貪污、不平等，更導致規模小而
有創意的企業被排斥。這些財閥企
業雖然富可敵國，股價卻相對偏

低，出現所謂「韓國折扣」現象，
因為海外投資者都怕了被大股東家
族欺壓。
韓國財閥採用很多方法保護自身

權力與財富，例如將家族股份注入
慈善組織避開重稅，透過複雜架構
重組將股權集中，甚至讓繼承人在
父親去世前先成立小公司，再由家
族企業以超優厚合約的方式，將財
富轉移。高麗大學商學院教授金宇
陳(譯音)認為，隨着韓國社會對財閥
愈來愈不滿，財閥勢力有望於今個
世代終結；但延世大學政治經濟學

教授柳相永(譯音)不認同，認為財閥
根深柢固，實非一朝一夕可以扭
轉。

加強司法獨立需修憲
共同民主黨目前在國會300席中僅

佔119席，相信很難在通過改革財閥
法案上爭取反對黨派支持。另一方
面，文在寅雖然承諾加強司法獨
立，防止財閥與官員勾結，逃避法
律責任，但相關改革牽涉修憲，難
度亦非常高。

■《紐約時報》

國會議席不足 難對付財閥

韓國大部分地區昨日下起小
雨，但沒減低選民投票意

慾。相較2012年大選，今屆的票站
開放時間延長了2小時，到當地時
間晚上8時才關閉。韓國廣播協會
與KBS、MBC、SBS三大電視台組
成「電視台聯合預測調查委員
會」，上午6時至晚上8時之間，
在全國330個投票站向9.9萬名選民
詢問選票歸屬。結果顯示，文在寅
大幅拋離一眾對手，他的很多選票
來自年輕人。自由韓國黨候選人洪
準杓為23.3%，排名第二；國民之
黨安哲秀以21.8%屈居第三；正黨
劉承旼 (7.1% )、正義黨沈相奵
(5.9%)分別為第四和第五位。
隨後，官方亦開始正式計票，截

至昨晚點算了13.2%選票，文在寅以
38.1%得票率，領先得票28.1%的洪

準杓。洪準杓及安哲秀均承認落敗。
今屆投票率達77.2%，較上次大選高
1.4個百分點，但仍低於1997年大選
的80.7%，亦比預期中低。

促美施壓 尋求與朝對話
安哲秀攜同妻女在首爾投票，他

表示雖然選戰瞬間就結束，但已出
盡全力。文在寅稱美方希望對朝鮮
施以更大壓力，並與中方合作迫朝
鮮重返談判桌，令其棄核，韓國應
在這過程中擔任領導角色，「我們
不應只是個觀光客，看着談判在中
美之間進行」。
報道指，文在寅對朝鮮立場較溫

和，尋求對話打破困局，故朝鮮傾

向由他贏得大選。朝鮮《勞動新
聞》昨炮轟韓保守派犯下「不可容
忍的罪行，應該長埋歷史」。

專家促派特使赴中美日俄
美國外交關係協會美韓政策計劃

負責人斯奈德分析，除了確保政權
平順交接、完善處理內部政治關係
及官僚體制之外，新總統面臨最大
的挑戰，是在前政府的政治動盪
後，恢復韓國的國際外交關係。新
總統須在第一時間派遣特使，分赴
美國、日本、中國、俄羅斯進行初
步接觸。美國特朗普政府要求韓國
分擔「薩德」導彈防禦系統費用，
令兩國關係出現波折，任何誤判都
可能揮霍美韓僅有的善意。

■韓聯社/路透社/美聯社/
法新社/中央社

韓國昨日舉行總統大選韓國昨日舉行總統大選，，共同民主黨前黨魁文在寅晚上在首爾共同民主黨前黨魁文在寅晚上在首爾「「倒朴倒朴」」示威的大本營光化示威的大本營光化

門發表講話門發表講話，，宣佈勝出大選宣佈勝出大選，，誓言成為誓言成為「「全體國民的總統全體國民的總統」，」，並將讓國家和人民引以為傲並將讓國家和人民引以為傲。。

他較早前亦在共同民主黨總部講話他較早前亦在共同民主黨總部講話，，承諾改革及團結國家承諾改革及團結國家，，又認為大選是打開通往又認為大選是打開通往「「新韓新韓

國國」」的大門的大門。。雖然點票工作尚未完成雖然點票工作尚未完成，，但票站調查顯示文在寅得票率達但票站調查顯示文在寅得票率達4141..44%%，，主要對手洪主要對手洪

準杓和安哲秀均已承認落敗準杓和安哲秀均已承認落敗。。文在寅今日會正式宣誓就任文在寅今日會正式宣誓就任，，稍後公佈總理及內閣人選稍後公佈總理及內閣人選。。

文在寅得以登上總
統寶座，除了其個人
魅力和政綱之外，妻
子金正淑亦功不可
抹，她充當「大使」
四出拉票，如影隨
形。
金正淑和文在寅曾
一同就讀於慶熙大
學，是名副其實的校
園戀人，經過7年的
愛情長跑後步入婚姻殿堂。在1975年朴正熙執政
時期，文在寅上街示威，遇上警方施放催淚彈，他
倒地後，有人用濕毛巾替他抹臉，睜開眼一看，便
看到最終與他廝守了一生的妻子。夫婦倆喜歡登
山，金正淑說丈夫記得自己喜歡的每一種花，「丈
夫是不善用言語表達愛意，卻時刻用行動讓你感受
到溫情的男人」。

拉票幾無缺席 冀推高生育率
金正淑除了是「賢內助」外，對丈夫的選舉工程

亦非常投入，聲樂家出身的金正淑利用年輕時開始
累積的經驗，採訪文化藝術界多位知名人士，將內
容整理成書，文在寅2012年競選總統時，該書出
版問世，為文在寅的競選助威。在今次大選，她亦
經常偕夫落區拉票演講，在過去60日選舉活動
中，幾乎從未缺席。她又被視作全羅道湖南(Ho-
nam)的「地區大使」，當地是文在寅票倉。這位候
任第一夫人表示只會做回自己，如常協助丈夫，但
她對韓國出生率問題頗有興趣，希望推高生育率。

■《韓國先驅報》

候任第一夫人
濕毛巾抹臉定情

立場偏左的文在寅師從親朝的前總統盧武
鉉，保守派因此多次在對朝議題上攻擊他，不
過分析認為，當前朝鮮核計劃進展與盧武鉉時
代已不可同日而語，相信文在寅上台後不太可
能大幅改變朴槿惠政府的對朝政策。相反，文
在寅最大挑戰可能是美國總統特朗普，因為後
者對朝態度飄忽，難以預測，隨時可能把韓國
拖下水，因此他必須與特朗普建立良好關係，
讓韓美在對朝方針上達成共識。
對於保守派選民而言，文在寅最大缺點不是

他提出的經濟主張，而是因為他的國家安全立
場軟弱，會令韓國進一步喪失對朝鮮核危機的
話語權。一名投給自由韓國黨候選人洪準杓的
67歲選民說：「我們需要一位能保障國家利
益、面對美國、中國和日本等大國時能夠堅守
立場的總統。」
朝鮮近月連番試射新型彈導，特朗普又揚言

不惜與朝開戰，令朝鮮半島局勢緊張，文在寅
在選舉後期開始轉打國家安全牌，承諾加強國
防，甚至連反對「薩德」系統的立場也軟化，
試圖藉此爭取保守派選民支持。 ■美聯社

特朗普成最大挑戰
隨時被拖落水

韓國前總統朴槿惠於拘留中心度過大選日，並
沒有投票。她的囚室設有電視，雖然電視台全日
播放大選消息，但她看的節目須由當局選定，不
能擅自轉台。按規定，她要在晚上8時就寢，與
票站關閉的時間一樣，睡前或許只能觀看紀錄
片和連續劇，意味她未必能等到票站調查結
果，要到今晨才得知誰勝出大選。 ■美聯社

朴槿惠無投票
獄中消息「有時差」

■■文在寅勝選文在寅勝選，，承諾改承諾改
革及團結韓國革及團結韓國。。法新社法新社

■■支持者甚為支持者甚為
興奮興奮。。路透社路透社

■■文在寅與妻子投票文在寅與妻子投票。。

■■朴信惠父女朴信惠父女 ■■鄭宇盛鄭宇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