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歐洲議會選舉前日結束歐洲議會選舉前日結束，，今屆投票率創今屆投票率創2020年以來新高年以來新高，，亦是自亦是自19791979年年

首屆選舉以來首次錄得增長首屆選舉以來首次錄得增長，，預計將達預計將達5050..55%%。。初步點票結果顯示初步點票結果顯示，，親歐盟的親歐盟的

兩大主流黨團仍然保持議會中最大勢力兩大主流黨團仍然保持議會中最大勢力，，但議席數目較選前大幅減少但議席數目較選前大幅減少，，失去過半失去過半

數優勢數優勢。。疑歐極右勢力雖在英國和法國等地跑出疑歐極右勢力雖在英國和法國等地跑出，，但整體議席沒有大幅增長但整體議席沒有大幅增長。。主打主打

環保議題的綠黨是今次選舉最大贏家環保議題的綠黨是今次選舉最大贏家，，反映在選民離棄中間派政黨反映在選民離棄中間派政黨、、對全球暖化關注對全球暖化關注

增加的背景下增加的背景下，，歐洲政治光譜左端的勢力亦開始崛起歐洲政治光譜左端的勢力亦開始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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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5
10
15
20
25


���	�


���
 ��

��

0

��
����
�"

「
綠
浪
」
捲
歐
左
翼
乘

崛
起

暖

德國總理默克爾率領
的執政聯盟在歐洲議會

選舉後面臨「存亡危機」，默克
爾所屬的基督教民主聯盟(CDU)和聯
盟夥伴社會民主黨(SPD)獲得當地歐
洲議會選舉史上最差得票率，兩黨
領袖昨日舉行危機會議，商討去
向。社民黨內左翼派系亦公開放
話，要求重新審視與基民盟的合作
條件。

雖然基民盟在歐洲議會選舉中得
票仍然最多，但綠黨得票率超過社
民黨，成為第二大黨，不少原本支
持社民黨和基民盟的年輕選民都轉
而支持綠黨。德國《明鏡》周刊認
為，這次選舉後，執政聯盟正「處
於危險中」。「這樣的不確定性可
能隨時導致分裂。基民盟和社民黨
是極為不穩定的政黨，舉例來說，
社民黨黨魁納勒斯若失勢，執政聯

盟繼續存在的問題將立即浮現。」
報道指，歐洲議會前議長舒爾茨已
經準備在9月黨魁選舉中挑戰納勒
斯。
基民盟內部人士亦承認，他們競

選主軸定調錯誤，主打移民牌，忽
略了德國民眾今年主要擔憂的氣候
議題。基民盟姊妹政黨基督教社會
聯盟(CSU)亦表示，主打環保的綠黨
是他們的主要對手。 ■法新社

法國極右政黨
「國民聯盟」在

歐洲議會選舉取得
23.31%選票，比總統馬克龍的
「共和前進黨」多出0.9個百
分點，成為法國選區表現最佳
政黨。但相較上屆2014年選
舉，國民聯盟得票率已經稍為
下降，共和前進黨今次表現亦
非法國執政黨最差一次。由於
兩黨得票接近，預計在歐洲議
會所得議席將同為23席。
國民聯盟將今屆選舉包裝
為對馬克龍執政表現的一次
公投，黨魁勒龐前晚表示，
馬克龍將總統信譽押注於今
次選舉上，現時馬克龍應

「作出結論」。
不過馬克龍幕僚強調，選舉

結果雖然「令人失望」，但並
非對政府的懲罰，馬克龍會繼
續推行改革。 ■法新社

勒龐復仇
極右壓馬克龍陣營

英國脫歐派主將法拉奇新成立的
「脫歐黨」在歐洲議會選舉中大

勝，得票率達31.5%，法拉奇昨日表示，英
國政府應該讓脫歐黨加入脫歐談判，更警告若英

國無法在10月31日限期前脫歐，脫歐黨將在下次
大選中「反轉英國政壇」。
法拉奇表示，脫歐黨在歐洲議會選舉大勝後，
理應成為脫歐談判團隊其中一員，並指樂意協助
政府為10月31日脫歐作準備。分析認為，英國政
府不太可能因為歐洲議會選舉結果而讓法拉奇參
與談判，但對於參加執政保守黨黨魁選舉的候選
人而言，法拉奇的言論可能會構成壓力，迫使他
們在脫歐議題上採取更強硬立場。
歐洲議會選舉英國投票的初步結果顯示，在野

工黨得票14.1%，排在脫歐黨和親歐的自由民主黨
之後，綠黨得票率則由上屆的4.6%升至12.47%，
排第4，保守黨得票率只有9.1%，排行第5。英國
首相文翠珊承認結果「非常失望」，工黨則重申必
須透過二次公投或大選解決脫歐爭議。■綜合報道

脫歐黨大勝
要求參與歐盟談判希臘總理齊普拉斯領導的

激進左翼聯盟於歐洲議會選
舉中，被中間偏右的新民主黨大幅

拋離，齊普拉斯選後隨即宣佈，將提前
於下月舉行大選。投資者憧憬新民主黨
上台後，希臘將傾向遵守歐盟財政紀
律，刺激希臘股市昨日中段曾升
6.4%，是3年多最大日內升幅。
齊普拉斯是希臘近年在任時間最長的

總理，任期原本將於10月結束。但歐
洲議會選舉初步結果顯示，新民主黨預
計取得約33.3%選票，激進左翼聯盟僅
以23.9%位列第二，令齊普拉斯不得不
宣佈提前大選。
齊普拉斯以反對緊縮措施口號崛起，

但2015年上台後不久，便屈服於歐盟
壓力，推行緊縮措施以獲得第三輪財政
援助，重挫他的聲望。 ■綜合報道

總理陣營受挫
提早大選刺激股市

!!
?2

歐洲議會選舉結果
揭曉，除了多個極右
政黨得票率一如預期
大增，選舉另一個焦
點莫過於綠黨等非主

流左翼政黨冒起。這結果反映近年
歐洲多國左右兩翼政治勢力的變
化，位於政治光譜較中間的傳統政
黨幾乎全面衰微，由過去被邊緣化
的小型政黨，以及新興的反建制政
黨取而代之。
歐洲大部分國家在過去數十年，
均由中間偏左和中間偏右政黨主宰
政壇，但這局面過去數年明顯改
變，選民普遍厭倦傳統政黨，使新
興政黨紛紛冒起。這些政黨立場大
多較傳統政黨激進，例如希臘執政
「激進左翼聯盟」強烈反對緊縮政
策、意大利聯盟黨堅拒接收難民、
西班牙「呼聲」運動則主張中央接
管加泰羅尼亞自治區。

法國2017年大選時，傳統兩大政
黨共和黨和社會黨已經歷大敗，遭
「國民聯盟」及共和前進黨取代，
這格局在歐洲議會選舉未有改變，
綠黨更冒起成為第三大黨。

寧投小黨不撐主流
除了綠黨，爭取動物權益、被歸類

為極左政黨的「動物黨」也在法國有
不俗表現，得票率達2.17%，較選前
民調預測高逾一倍，反映選民普遍不
支持主流政黨，寧願轉投小黨。
這情況在德國、意大利等歐盟大

國亦類似，其中在德國，執政聯
盟兩大政黨社民黨和基民盟均失
利，但極右「德國另類選擇黨」
的得票與兩年前大選相比同樣下
跌，選票主要是流向綠黨，顯示
當地人雖不樂見極右抬頭，卻不
願「含淚」投票予兩大政黨，使
綠黨成為新選擇。

自由主義黨團是歐洲議會選舉另
一贏家，表面上顯示中間陣營仍有
吸引力，但細看之下，自由主義黨
團新增的40個議席中，29席來自法
國共和前進黨和英國自由民主黨，
兩者均非傳統左右兩大政黨，故這
結果反而是選民背棄主流黨派的另
一例證。
英國自民黨的大捷，也反映該國

政治的兩極化局面，只是戰場由經
濟、移民等議題轉移至脫歐。自民
黨一直反對脫歐，要求舉行二次公
投，其鮮明立場與主張硬脫歐的脫
歐黨各走極端，亦使兩黨取得大量
選票，脫歐立場模糊不清的保守黨
和工黨則被排擠。
隨着歐洲主流政黨支持率普遍下

滑，多國近年均已出現政治碎片化
局面，部分新興政黨更成功取得執
政權，今次歐洲議會選舉結果，正
是這變化在歐洲整體層面的寫照。

左右夾擊傳統中間派
黎耀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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綠黨在多個國家的得票率及議席均錄得升幅，其
中德國綠黨得票率高達20.5%，超越傳統大黨社

會民主黨排第二，僅次於總理默克爾領導的保守派基
督教民主聯盟，同時亦較上屆2014年選舉的
10.7%增加近一倍。法國綠黨亦以12%得票率

位列第3，於奧地利、愛爾蘭及荷蘭得票
率亦達雙位數，估計綠黨在歐洲議會的
整體議席數目將由上屆的52席增至
69席。

年輕人追捧 綠黨成主流
德國綠黨主要候選人吉戈
爾德形容選舉結果是「周日
為未來」，呼應各國關注
氣候學生於周五發起的
「周五為未來」罷課行
動。法國綠黨主要候選
人雅多亦稱之為「綠色
浪潮」，揚言綠黨已
晉身成為主流政黨。
民調顯示，綠黨支持
者主要是年輕選民，
例如德國30歲以下選
民有多達1/3投給綠
黨，反映對氣候變化
最為敏感的新一代傾
向支持綠黨。
若單純以議席增長計

算，今次選舉表現最好
的要數中間偏左的自由
民主黨(ALDE)，由原先
67席增至109席，當中單
是英國親歐盟的自由民主黨
及法國總統馬克龍所屬的
「共和前進黨」便為整個黨團
增加了29席。

兩大親歐勢力共失逾80席
作為親歐盟勢力骨幹的中間偏右歐

洲人民黨(EPP)和中間偏左社會民主黨(SD)
失票最多，雖然兩黨分別仍是議會內首兩大

勢力，但議席數目合共減少超過80席，失去過
半數優勢，估計需要與同樣親歐的ALDE合作。
疑歐、極右及民粹勢力的議席亦見增長，不過增幅遠

少過預期，當中表現最好的要數法國極右政黨「國民聯
盟」，其所屬黨團民族和自由歐洲(ENF)議席由37席增至55席；

意大利五星運動和英國脫歐黨所屬的自由和直接民主歐洲(EFDD)黨
團則由42席增至53席。不過受英國保守黨議席大減影響，歐洲保守派和改
革主義者(ECR)議席減少超過10席，抵消了疑歐派議席增幅。 ■綜合報道

得票史上最差 執政聯盟陷存亡危機

■「國民聯盟」黨魁勒龐促馬克
龍「作出結論」。 美聯社

■主打環保議題的綠黨
成最大贏家，反映在對
全球暖化關注增加的背
景下，歐洲政治光譜左
端的勢力亦開始崛起。

法新社

■■「「脫歐黨脫歐黨」」由英由英
國脫歐派主將法國脫歐派主將法
拉奇成立拉奇成立。。

彭博社彭博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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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洲議會選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