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馬反對派內亂難變天
明國會大選 納吉布種族主義牌保鐵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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納吉布2015年被指挪用國家主權
基金一馬發展公司(1MDB)公

款，觸發連串示威，但醜聞曝光至今
近3年，部分國民或已淡忘事件，在
野民主行動黨議員聖地亞哥坦言，選
民現時更關注物價高漲等民生問題。
此外，大馬去年經濟增長達5.9%，是
3年來最高，加上油價回升增加政府
收入，種種因素均不利反對派。

納吉布「派糖」拉攏馬來人
馬哈蒂爾曾統治馬來西亞達22年，
反對派希望藉着他爭取鄉郊馬來人選
民支持。納吉布政府近期積極鞏固馬
來人票源，宣佈對低收入人士派發現
金，又警告若反對派獲勝，馬來人的
優勢將消失。大馬政府政策向來優待
馬來人，例如讓馬來人優先擔任公務
員，意大利約翰卡波特大學的韋爾什
形容，納吉布打着種族主義牌，拉攏
對種族問題感到不安的馬來人。

伊斯蘭黨分薄「希盟」票源
反對派內部亦存在隱憂，雖然「希
望聯盟」在馬哈蒂爾領導下聲勢浩
大，但早年退出在野「人民聯盟」(民
聯)的伊斯蘭黨始終未有重新加入，此
前領導民聯的前副總理安華仍然在

囚，伊斯蘭黨與「希望聯盟」在部分
選區可能互相分薄票源，使國陣漁人
得利。
馬哈蒂爾前日到伊斯蘭黨大本營吉

蘭丹州拉票時，把槍口指向伊斯蘭
黨，稱後者欠缺反政府意志，「早已
被納吉布收買」。另一名前總理巴拉
維批評，部分政黨政治理念不合，卻
為取得政權而合作，對國家沒有好
處，呼籲選民不要投票予「同床異夢
的領袖」。

「希盟」勝選機會僅15%
最新民調顯示，「希望聯盟」支持

率領先3.4個百分點，但仍不足以取
得國會多數議席。智庫歐亞集團估
計，「希望聯盟」勝選機會只有約
15%，但國陣表現可能較2013年的上
屆大選更差。國陣在上屆大選得票率
低於反對派，僅憑選區劃分優勢，以
133席保住國會簡單多數。
馬來西亞亞洲策略與領導研究院國

際事務高級顧問胡逸山指出，今屆大
選民間變天呼聲似有減弱，鄉郊選民
亦大多不了解一馬醜聞等議題，估計
投票率可能下降，難以「掀起反風」。

■新加坡《聯合早報》/
路透社/美聯社/法新社

馬來西亞明日舉行國會大選，總

理納吉布領導的執政聯盟「國民陣

線」(國陣)，將面對以前總理馬哈蒂

爾為首的反對派「希望聯盟」挑

戰。儘管納吉布近年受貪腐醜聞困

擾，民望大幅下挫，但他仍獲不少

馬來人支持，當局亦透過重劃選區

和實施「假新聞」法案等打擊反對

派，反對派本身亦欠缺凝聚力，預

計國陣可延續政權。

近年中國對馬來西亞投資大增，中國
投資成為今屆大馬國會大選的議題之
一。馬來亞大學中國研究所研究員張淼
形容，總理納吉布需借經濟牌維持合法
性，對中國投資可說「愛在心」。馬哈
蒂爾此前雖然公開批評中國投資，但分
析認為即使「希望聯盟」勝選，對中國
投資的態度同樣不會有大變化。

最大貿易夥伴地位難撼動
中國由2008年起一直是馬來西亞最大

貿易夥伴，納吉布2009年出任總理以
來，曾最少6次訪華，推動兩地合作，大
馬亦計劃讓中國承建造價550億令吉(約
1,094億港元)的東海岸鐵路。
國陣成員馬華公會在選戰中大打中國

牌，在全國多地展示會長廖中萊與中國

國家主席習近平的合照，希望打破上屆
大選華人選票流向反對派的局面。納吉
布強調大馬不能與其他國家交惡，否則
只會令人民受害。
馬哈蒂爾批評納吉布依賴中國融資進

行基建，可能增加大馬對華負債，亦憂
慮中國移民增多，可能損害馬來人權
益，揚言一旦當選便會檢討外國投資。
不過哈佛大學肯尼迪政府學院的張千葉
(Qianye Zhang，譯音)早前在《外交家》
雜誌撰文指出，中國對大馬經濟舉足輕
重，馬哈蒂爾過去亦曾讚賞中國的經濟
成就，相信即使「希望聯盟」勝出，對
中國投資也只會有短期影響，中國投資
者毋須過慮。

■英國《金融時報》/《外交家》/
新加坡《聯合早報》/馬來西亞《星報》

大馬華人佔總人口兩成多，當地以華
人為主的政黨主要包括國陣成員馬來西
亞華人公會(馬華)，以及「希望聯盟」成
員民主行動黨。在上屆大選中，華人普
遍把選票投給民主行動黨，僅餘7個國會
議席的馬華近年力圖轉型，但即使部分
華人選票回流，馬華仍難重振雄風。馬
華本身也承認，在華人選民佔五成以上
的選區面臨苦戰。
馬華昔日支持度較穩定，但華人選民

不滿馬華多年來，一直未能在國陣內部
爭取華人權益，使馬華議席大減。馬華
現時的國會議席，均是來自馬來人佔多
數的選區，華人選區則主要落入民主行

動黨手中。
在今屆大選中，馬華派出30人角逐國會

議席，預料當中18個區勝算較大。馬華
成員透露，該黨民調顯示華人選民對馬
華觀感改善，估計將有兩成華人選票回
流，但坦言難以收復反對派根據地檳城。
在各地區中，馬華根據地柔佛是選情

焦點，署理總會長魏家祥將在此州角逐
連任，面對民主行動黨主將、有「政治屠
龍手」之稱的劉鎮東挑戰，形勢相當危
急。魏家祥近日坦言，「希望聯盟」集中資
源在柔佛州，馬華已做好最壞打算，若
最終全軍覆沒，他便會交棒下一代。
■馬來西亞《中國報》/新加坡《聯合早報》

反對派「希望聯盟」在民調上一直
領先，但最終仍可能重演上屆大選
「贏票輸議席」的一幕。反對派批評
選舉舞弊嚴重，早前有團體發現，選
民登記名冊中出現多名已去世人士的
名字。霹靂州更有票站傳出在提前投
票環節結束後，即有票站人員提前點
票，選舉委員會否認傳聞，強調將在
候選人和選舉代理人抵達票站後，才
會開始點票。
由國陣控制的國會3月通過重劃選
區，反對派批評，新的劃分將支持反
對派的選民，集中劃入一些反對派議
員的選區中，同時令選區變成按族裔

以非實際地域劃分，例如較傾向支持
反對派的華裔和印裔選民便多被劃作
一區。反對派亦指出，當局重劃選區
的同時，卻沒有因應人口增長增加議
席數量，對於人口較多的州份並不公
平，例如由反對派控制的最富裕州份
雪蘭莪。
國會在選舉前不久，亦於爭議聲中通

過「反假新聞」法，被指針對反對派。
希盟領袖馬哈蒂爾在上月提名期截止前
夕，專機因故未能起飛，他指稱事件是
有人陰謀阻礙他提交提名，結果上周警
方卻以涉嫌發佈假新聞為名，宣佈調查
馬哈蒂爾。 ■馬來西亞《星報》/法新社

轉型挽華人票 馬華仍難翻身

中國投資成議題 納吉布「愛在心」

反對派批舞弊 選民冊現「幽靈」

俄羅斯總統普京昨日在專門舉行重要儀式的大
克里姆林宮宣誓，正式展開第4個總統任期。普
京在就職演說中表示，首要目標是推動經濟改
革，提高國民生活水平。然而媒體焦點卻放在普
京首次乘坐俄製轎車前往典禮場地，形容這款轎
車是俄國過去5年的主要汽車生產項目，較美國
總統特朗普乘坐的佳特力(Cadillac)專車更「型
格」。
普京過往3次宣誓就任總統，均乘坐德國平治
轎車前往舉行儀式地點，昨日首次乘坐被稱為
「Senate Limousine」的俄製黑色轎車，令人眼前
一亮。「Senate Limousine」的設計靈感來自前蘇
聯領袖專用的俄製ZIL系列，自前蘇聯解體後，
俄國不再使用國產汽車作為高官座駕，直至2013

年展開「Kortezh」項目，生產官方專用車輛，以
展示俄國科技和工業實力。俄羅斯近年遭西方國
家制裁後，普京強調俄國應減少依賴進口產品和
科技。

提名梅德韋傑夫續任總理
約5,000名賓客出席宣誓儀式，普京其後向國

家杜馬(國會下議院)提出，讓梅德韋傑夫續任總
理。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耿爽昨日祝賀普京正式就
任俄羅斯總統，表示中方深信在兩國元首共同引
領下，新時代的中俄全面戰略協作夥伴關係內涵
必將愈來愈豐富，兩國各領域合作之路必將愈走
愈寬廣。■今日俄羅斯/法新社/美聯社/塔斯社/

《莫斯科時報》/新華社

5 月 7 日，俄羅斯強人普京挾逾
76%高投票率，在大克里姆林宮宣誓
就任俄聯邦新一屆總統。由於這是他
在葉利欽之後第四次就任俄最高領導
人，外界又稱其 2018 至 2024 年的未
來任期為「普京4.0」。

俄羅斯人將普京的再次當選，形容
為「沒有任何懸念的政治事件」。要
因有二：一是普京奉行的「強國主
義」戰略深孚民心，特別是普京指揮
俄軍於2014年3月兵不血刃，以特種
戰方式成功收回「固有領土」烏克
蘭，建立了堪與彼得大帝比肩的歷史
功勳；近兩年更在敘利亞與美國展開
較量，與伊朗和土耳其結成統一戰
線，保住了俄在獨聯體以外的唯一軍
事基地，並在與美國的競爭中處於攻
勢。二是普京面對西方4年多來的嚴
厲經濟制裁，克服國際石油價格持續
低迷等不利因素，不僅未被打倒，且
於去年實現了 GDP 增長 1.4%，總體
經濟形勢走出危機並開始復甦。

2000年初，當普京從葉利欽手中接
過總統權柄時，曾說過一句名言：
「給我 20 年，我將還你一個強大的

俄羅斯。」18年過去了，普京兌現了
大部分承諾。當然，這個「強大的俄
羅斯」的代價是巨大的。從 2014 年
烏克蘭危機開始，俄經濟連續幾年負
增長，居民收入下降，貧困線以下的
居民達到 2,000 萬人，佔人口總數的
15%。但作為戰鬥民族，俄羅斯人深
知凡事有得，必有失，他們理解普京
的不易，在大選中仍將76%的選票投
給了已任三屆總統、一屆總理的「政
治老人」普京。這再次驗證了俄國一
句俗語：俄羅斯人永遠需要沙皇。

5 月 7 日，就職後的普京發表了簡
短致辭。他強調：面對前所未有的世
界大變局，俄羅斯人需要應對各種挑
戰，需要與時俱進，去實現國家現代
化和強勁發展，繼續在那些傳統領域
保持領導地位；需要懷有必勝信心，
將力量攢成拳頭，不達目標絕不罷
休。他特別強調：新一屆政府要集中
力量振興經濟，提高居民收入水平，
提高居民退休金和醫療支出，改善民
生。就任總統幾小時後，他馬上向國
家杜馬（下院）提名原總理梅德韋傑
夫為新一屆政府總理。據俄權威政治

分析家預測，為適應普京要求，將很
可能有一半內閣成員被更換。

的確，留給普京的時間只有 6 年
了。按照普京的政治性格及俄所處的
內外環境，完成他宣誓後總統令提出
的在 2024 年使俄經濟進入世界前五
名，GDP比目前增長50%，減少貧困
人口一半等戰略目標，將是「普京
4.0」的重中之重。上述目標能否實
現，將直接關係到普京在俄歷史教科
書中的位置。

普京要完成上述目標任重道遠。他
將面對的挑戰有：西方對俄經濟制裁
未見谷底；盡快從敘利亞和烏克蘭衝
突中脫身；實現從能源供應型經濟結
構向多元化經濟結構轉型；提高經濟
競爭力和科技創新水平；加速國家現
代化建設；提高對外開放度；遏制貪
污腐敗和官僚主義，等等。可以預
言，普京當選將繼續保持並提升中俄
全球性戰略協作夥伴關係水平，「一
帶一路」倡議將給中俄關係注入更強
大動力。
（作者為中國社會科學院中俄戰略

協作高端合作智庫理事）

「普京4.0」充滿挑戰 尹樹廣�&普京宣誓揚言經改 俄製座駕成焦點

■■馬哈蒂爾揮動手機馬哈蒂爾揮動手機，，與支持者互動與支持者互動。。 美聯社美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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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 法新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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