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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律賓版

「保留機制」首執行 只准馬來裔參選

星首誕女總統 不戰而勝掀爭議
新加坡 12 日誕生首位女總統，雖然名為選舉，但由於在三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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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選人當中，只有馬來裔的前國會議長哈莉瑪符合競選資格，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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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自動當選，選民亦沒機會投票，惹來極大爭議。這次是新加坡
首次執行「保留機制」，只限馬來裔參與，本意是彰顯種族多
元，但反招致外界指責執政人民行動黨舉行不公平選舉，損害新
加坡核心價值與民族團結。

哈莉瑪上月辭去國
會議長和人民行
動黨國會議員職務，11
日晚獲頒發「合格候選
人證書」。哈莉瑪表
示，不管這是否一場選
舉，她盡力為國民服務
的承諾不會改變。

■哈莉瑪今年與丈夫現身活動
哈莉瑪今年與丈夫現身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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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逃學女王」出身寒微 助小販母擺檔
哈莉瑪出身寒微，她年僅8歲時，任職看更的
父親病逝，母親當熟食小販，獨力撫養她和其餘
4名孩子，由於家境貧窮，哈莉瑪讀小學時，經
常要很早起床幫母親擺檔，之後才上學。上了中
學後，她有一段時間為了幫補家計而缺課，曾被
召到校長室，警告若再不上學就踢出校，哈莉瑪
早前受訪時講到這段故事，笑言自己是「逃學女
王」。
中學畢業後，哈莉瑪入讀新加坡國立大學法
律系，她表示起初完全不知「學費從何來」，
幸好最後獲得每年 1,000 坡元的獎學金。1978
年畢業後，哈莉瑪加入新加坡全國職工總會擔

被批操控選舉
阻反對派參選
新加坡國會去年修 ■哈莉瑪未從政前的照片。
憲，加入保留機制，保
障少數族群每隔一段時間就有代表當 父 親 是 印 度
選總統。該國主要族群包括華裔、馬 人，另外兩
來和印度裔，在新憲法下，若連續 5 人則分別有
屆(即 30 年)的總統選舉，都未有某個 印度和巴基
種族當選，則在第 6 屆選舉時，只保 斯坦血統。
新加坡政
留給該種族的參選人，這次是馬來
裔。政府為參選人背景設立的門檻極 治分析員蔡裕
為嚴苛，來自私企的人選必須是行政 林 表 示 ， 選 民
無法投票，可能導
總裁，並有3.7億美元股權。
另外兩名參選人因此不符合資格， 致執政黨面臨更嚴峻
令62歲的哈莉瑪不戰而勝。批評者指 的考驗，人們會擔心現行
出，政府刻意設立這種競選規則，操 體制究竟只是為了執政黨而改
控選舉，目的是阻止反對派參選，又 變，還是真正迎合了國家的需
認為這次選舉唯一受益者是哈莉瑪及 要，這將引起愈來愈尖銳的議
其團隊。另一方面，此事也成為反對 論。
報道指，新加坡的馬來裔社區
派進一步攻擊政府的口實。
較貧窮，受到制度上的歧視，除
分析：執政黨更嚴峻考驗
了選舉的保留機制之外，還須落
美國有線新聞網絡(CNN)指，選舉 實具體措施，改善馬來裔社區，
亦掀起誰是「真馬來人」的種族純正 增加流動性。
■美國有線新聞網絡/
性爭論。參選人須向當局呈交自己是
新加坡《海峽時報》
馬來裔的證明，有報道指，哈莉瑪的

任法律事務人員，希望為勞工階層發聲，其後
不斷獲晉升。她 2001 年轉戰政壇，在前總理
吳作棟的鼓勵下，競選國會議員，2011年出任
社會發展、青年和體育部政務部長，兩年後成
為國會首位女議長。

一家住組屋 2子3女無家傭
哈莉瑪和丈夫育有 2 子 3 女，常向子女灌輸
社區生活的意義，並教導他們要愛護長者。一
家人仍然住在組屋，她沒聘請家傭，認為僱主
和傭工之間的關係並不平等。
■新加坡《海峽時報》

被譏傀儡總統 反對派擬靜坐抗議
新加坡在總統選舉中首次啟動「保留機
制」，限制只有馬來人參選，引起爭議，如
今哈莉瑪更在毫無競爭下自動當選，令輿
論更為不滿。雖然主流媒體普遍低調處理
反對聲音，但網上罵聲連連，有網民質疑
哈莉瑪不符合財政管理經驗要求，甚至
形容她是為了執政人民行動黨政治目的
而誕生的「傀儡總統」。
新加坡政治分析員林義明說，新加坡
總統既然是「民選」總統，就必須獲得
選民委托，如今少了選舉這個過程，不

■哈莉瑪成為新加坡首
位女總統。
位女總統
。
路透社

加泰羅尼亞百萬人遊行
為獨立公投造勢
西班牙加泰羅尼亞自治區政府擬於 10 月1日舉行
獨立公投，雖然中央政府指公投違憲，仍無阻近百
萬名支持獨立的加泰羅尼亞人 11 日在巴塞羅那遊
行，慶祝加泰羅尼亞民族日(Diada)，為公投造勢。
主張獨立的加泰羅尼亞自治政府主席普伊格德蒙特
表示，遊行人數已經充分反映支持舉行獨立公投的
民意。
加泰羅尼亞民族日是為了紀念1714年9月11日，

憂羅興亞人情況
要求安理會閉門會議

民調：反對獨立者較多

會會後將採取某些行動，
又指會議反映安理會成員
國對羅興亞人情況的憂
慮。
安理會上月 30 日亦曾
就若開邦問題舉行閉門會
議，不過會後未有行動，
聯合國秘書長古特雷斯其
後罕有致函安理會，就當
地人道災難表示關注。
聯合國人權事務高級專
員侯賽因表示，至今已經
■巴基斯坦人抗議緬甸對待羅興亞人的方式
巴基斯坦人抗議緬甸對待羅興亞人的方式。
。 美聯社 有超過 30 萬的羅興亞人
被趕離緬甸，超過 1,000
緬甸若開邦衝突引起國際關注，瑞典 人因為衝突而死亡。
美國白宮 11 日亦打破沉默，首度開腔
及英國 11 日要求聯合國安理會召開閉門
回應若開邦衝突，聲明表示關注衝突雙
會議，商討當地不斷惡化的局勢。
英國常駐聯合國代表馬修羅夫特表 方的暴力行為，包括若開邦武裝分子。
■法新社/路透社
示，雖然會議屬閉門性質，但相信安理

7 月一項民調顯示，支持獨立的加泰羅
尼 亞 人 只 有 41.1% ， 低 於 反 對 獨 立 的
49.9%，但多達 70%受訪者都同意舉行公
投，讓他們表達意願。馬德里政府近期採
取一切法律手段阻止公投舉行，普伊格德
蒙特等多名自治政府官員均被控濫用公帑
和濫權。
■法新社/美聯社/路透社

大馬總理訪美晤特朗普
商南海朝鮮議題

西班牙王位繼承戰期間，巴塞羅那被西班牙軍隊攻
陷的日子。該場戰役標誌着加泰羅尼亞完全喪失自
治權，當地人為了「毋忘國恥」，於是在19世紀末
將這天列為民族日，佛朗哥執政期間一度禁止加泰
羅尼亞人慶祝，但1980年西班牙民主化改革後，自
治政府立即恢復民族日至今。
近年加泰羅尼亞民族日多次成為獨派人士爭取獨
立的場合。巴塞羅那警方宣稱 11 日的集會約有 100
萬人參與，是近年最多的一次，但馬德里
政府則指只有約 35 萬人出席。集會人士
高舉「西班牙，再見」的橫額和高呼「獨
立」口號，他們遊行至市中心組成巨大
「X」字，以示獨立公投選票上的投票記
號。

■地標聖家堂掛上加泰羅尼亞旗，另有大
批示威者於同日遊行（右圖）。 法新社

符合每個選民的願望。
不少新加坡人在社交網絡以「#NotMyPresident」(不是我的總統 )抗議哈莉瑪缺乏民意認
受，著名反對派人士吳家和亦發起 16 日下午
在芳林公園靜坐抗議。
在新加坡 8 頻道新聞的 facebook 專頁上，不
少網民留言批評當局做法，用戶 Eugene Kang
說：「選舉證實了行動黨徹底的腐敗到極
點。」也有網民認為，出現這個情況應歸咎於
大部分新加坡選民在國會選舉中支持人民行動
黨。
■法新社/新加坡8頻道新聞

布希望藉這次會面證明他仍
然獲華府重視，為明年大選
撈取政治籌碼。
納吉布與美國前總統奧巴
馬關係良好，兩人曾於 2014
年在夏威夷打高爾夫球，但
一馬貪案曝光，加上納吉布
被指打壓反對派，奧巴馬即
與他劃清界線。華盛頓戰略
與國際研究中心東南亞專家
說，與奧巴馬政府相比，特
朗普政府較不重視人權和民
主等議題，因此相信兩人在
會議上不會談及有關問題。
白宮發言人桑德斯稱，特朗普與納吉
布的會面，將聚焦於朝鮮核挑釁，以及
加強合作應對極端組織「伊斯蘭國」在
東南亞擴張。此外，兩人亦會討論南
海、貿易及投資等議題。
■路透社/法新社/彭博通訊社

■特朗普

法大罷工反改革勞工法
馬克龍上台後首遇挑戰
法國總統馬克龍上月底推出勞工改革方案，讓企
業有更大的招聘和解僱自由，引起勞工界不滿，左
翼的全國最大工會法國總工會(CGT)12日發起全國
大罷工抗議，是馬克龍上台後首場大型罷工。工會
宣稱有多達 10 萬人參與全國共 4,000 場罷工和 180
場示威，但警方和傳媒的人數均遠低過這個數字。

阻巴黎鐵路 瑞安取消110航班
CGT 希望借這次罷工，展示勞工界反對改革的
聲音，更呼籲鐵路工人、學生組織和公務員加入，
不過包括最大私營企業工會法國工人民主聯盟

(CFDT)在內，多個工會都拒絕參與，並傾向與政
府談判，顯示 CGT 影響力下降。受罷工影響，巴
黎鐵路服務部分受阻，瑞安航空則取消110班來往
法國航班。
CGT 總書記馬蒂內形容，馬克龍的勞工改革是
場「社會政變」，又批評馬克龍早前的「懶人論」
侮辱工人。馬克龍早前表明不會向工會讓步，更批
評反對者是「懶人」，遭到在野黨派和工會批評，
他後來澄清，「懶人」是形容之前未有致力推動勞
工改革的政客。
■路透社/法新社/美聯社

■法國大罷工，巴黎有示威者擲石。
法新社

馬來西亞總理納吉布 12 日展開訪美行
程，並於白宮與美國總統特朗普會面。
由於美國司法部正調查涉及納吉布的一
馬發展公司(1MDB)，令這次「特納會」
備受關注，不過白宮在會前表明會面只
談外交，拒絕評論案件。分析指，納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