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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记者杜白羽 耿学鹏

联合国前秘书长潘基文1日突然宣布不参加韩
国总统竞选，韩国2日发布的民调结果显示，这导
致韩国总统大选格局发生戏剧性变化，潜在参选人
重新洗牌。

韩国舆论认为，潘基文弃选给保守阵营带来巨
大冲击，使在野党阵营选情看好，但总统选举仍存
在很多难以预测的变数。

潘基文“知难而退”

潘基文突然宣布弃选，距离他卸任联合国秘书
长前夕声称要“许身报国”仅４3天，距离他回到
韩国仅20天。观察人士认为，潘基文之所以选择
“急流勇退”，主要原因有三：

第一，名誉受损，水土不服。潘基文亲弟弟及
亲侄子在美国因涉嫌行贿遭到起诉，影响了他的声
誉。他本人也频频被媒体拍下在国内活动时的尴尬
瞬间，被反对者批评为高高在上、脱离民众。

第二，政治定位模棱两可，让民众困惑。潘基
文自称是“进步的保守主义者”，想要包容所有

“志同道合”的人。他既未创建新党，也未加入任
何既有政党。舆论认为，潘基文发出的信息模棱两
可，使得国民对其政治定位感到困惑不已。

第三，缺乏解决国内外问题的方案。潘基文没
有提出具体方案来解决社会贫富分化、青年失业以
及朝鲜的核、导等问题，其近期言论被韩媒斥为
“空话”，这导致原本支持他的中间势力纷纷与其
划清界限。

基于上述原因，潘基文回国后刮起的“潘旋
风”日渐走弱，其民调支持率一路下滑，与排在民
调榜榜首的最大在野党共同民主党前党首文在寅差
距不断扩大。可以说，潘基文的“急流勇退”，其
实在很大程度上是“知难而退”。

观察人士指出，潘基文是职业外交官出身，其
政治实力和抗压能力尚未得到检验。而韩国总统选
举之路充满不可预知的“血雨腥风”，需要很强的
应对能力，这是“空降”而来的潘基文短期内难以
获得的。

保守阵营受冲击

虽然潘基文此前并未明确表示将参加总统竞
选，但韩国保守阵营和舆论普遍把他视作潜在的保
守派参选人。

保守阵营包括执政的新国家党以及去年底从新
国家党中分裂出来的新党派“正党”。潘基文突然

选择“中途下车”，使保守阵营丧失了一张“王
牌”，因而受到巨大冲击。他退出后，最近支持
率看涨的国务总理黄教安（无党派）最有希望成
为该阵营主推的候选人。

然而，黄教安1日却表态称，潘基文弃选一
事与他无关，他目前只专注于国政运营，全心致
力于填补国家领导层空白。

除黄教安的个人意愿不明外，他目前的身份
也不利于参选。韩国总统朴槿惠遭国会弹劾停职
后，代行总统职权的黄教安现在扮演的是“总理兼
总统”的特殊角色。如果韩国宪法法院最终判决国
会的总统弹劾案通过，朴槿惠将被立即解职，韩国
将提前举行总统选举。根据相关规定，现任总统或
代理总统应提前５0天宣布下届总统选举日期，这
意味着黄教安是决定选举日期的“裁判”。有反对
者认为，如果黄教安决定参选，将会出现“选手制
定规则”的“荒唐情景”。

此外，按照规定，若黄教安决定参选，他还
必须在大选前30天辞职。如此一来，他的职权
将由第一副总理代行，从而产生“代代总统”的
“畸形局面”。已有舆论对此提出批判。

参选人重新洗牌

潘基文的弃选使韩国总统选举格局发生突
变，潜在参选人重新洗牌。

韩国民调机构“真实计量器”2日公布的最
新调查结果显示，潘基文弃选后，共同民主党前
党首文在寅以2５．４％的支持率继续领跑；共同
民主党籍忠清南道知事安熙正此前排名第五，此
次以11．2％的支持率跃居第二；此前排名第六
的国务总理黄教安以10．５％的支持率升至第
三；共同民主党籍京畿道城南市市长李在明、在
野党国民之党前联合党首安哲秀、“正党”议员
刘承■分别以９．６％、９．0％和４．９％的支持率
排在第四至第六位。

观察人士认为，潘基文弃选后的大选格局整
体上有利于在野阵营。而从参选者个人来看，短期
内的最大受益者是安熙正和黄教安。不过，作为
“第三支队”代表人物的安哲秀，以及如果黄教安
不出马就将成为保守阵营“独苗”的刘承■，也在
谋求转机。韩媒分析说，更多的“潜龙”或随势而
动，不排除杀出更多黑马的可能性。

尽管目前“文在寅大势论”大行其道，但也
有舆论认为他政治领导力不足，在党内初选中面
临李在明和安熙正的挑战，能否胜出还存在变
数。

与此同时，韩国总统选举曾多次上演“棒打
出头鸟”的历史，文在寅目前树大招风，可能遭
遇来自朝野竞争对手的多重攻击。因此，韩国总
统选举格局今后的走向充满变数。

（新华社首尔2月2日电）

新华社北京 2月 2日电（记者王茜）正月
十五（ 2月11日）前，全国道路交通仍将在高
位运行。这是记者 2日从公安部交管局获悉
的。

据介绍，高速公路、国省道等主要道路仍将
持续大客流态势，同时，华北、中东部地区将有
两次雨雪天气过程，会对道路交通安全造成不利
影响。

公安部交管局提示广大私家车主合理安排行
程，自觉抵制疲劳驾驶，面包车、大客车驾驶人和

客货运输企业，要自觉守法，拒绝超员、超载违法
行为。

公安部交管局建议，广大驾驶人驾车出行前
了解出行信息、规划出行路线，遇到高速公路交
通拥挤时，不占用应急车道，配合现场民警指挥
疏导，发生仅造成轻微损失的交通事故可通过拍
照固定证据后、快速撤离事故现场方式处理，最
大限度避免因轻微事故发生二次事故或造成交通
拥堵，共同维护安全畅通的道路交通环境。

新华社联合国2月1日电（记者史霄萌 顾震球）联合国秘书
长古特雷斯1日表示，美国最新颁布的入境限制令并非保护美国或
任何其他国家不受恐怖分子渗透的最佳有效方案，“这些措施应尽
早解除”。

当天，古特雷斯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记者会。古特雷斯表
示，根据他在联合国难民署的工作经验，很多情况下，重新安置难
民是唯一保护难民的解决办法。“所以我强烈希望美国能够在难民
重置方面重新建立其原本坚实的保护措施，我希望叙利亚难民不会
在这一过程中被排除在外。”

当被问及美国在巴黎气候协议以及联合国出资方面可能采取的
政策措施时，古特雷斯表示，应对这些复杂的问题有一个简洁的答
案，就是评估各项原则并开放建设性对话。他说，将以这种方式与
美国当局及其他国家打交道。

古特雷斯表示，按照惯例，他将在合适的时候前往华盛顿，与
美国总统特朗普会面，但这一行程的时间还未确定。他说，目前他
所能做的是致力于推动联合国系统改革，以得到包括美国在内的会
员国对联合国的支持。

美国总统特朗普1月27日颁布行政命令，暂禁全球难民和西
亚北非7国公民入境。根据这份行政令，美国将在120天内暂停所有
难民入境；在９0天内暂停伊朗、苏丹、叙利亚、利比亚、索马里、也门
和伊拉克7国公民入境；无限期禁止叙利亚难民进入美国。

新华社内罗毕2月1日电（记者金正）联合国难民署官员1日
说，受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入境限制令影响，约有2．６万名原计划移
居美国的索马里难民被迫滞留在肯尼亚。

联合国难民署内罗毕办公室发言人伊冯娜·恩代治当天接受媒
体采访时表示，这2．６万名索马里难民等待美国批准已有两年，其
中约有1．3万人已通过面签，这批人原计划于本周前往美国。

据恩代治介绍，这些索马里难民因本国战乱而逃至邻国肯尼亚
寻求庇护，其中约1．４５万名难民生活在世界上最大的难民营———
达达布难民营，该难民营位于肯尼亚东部与索马里的交界地区。

恩代治表示，这些难民非常脆弱，急需帮助，希望美国政府能
够继续保护那些逃离冲突和迫害的人。恩代治说，联合国难民署与
合作伙伴将继续为难民提供援助。

根据特朗普1月27日签署的行政令，美国将在120天内暂停
所有难民入境；在９0天内暂停伊朗、苏丹、叙利亚、利比亚、索
马里、也门和伊拉克7国公民入境；无限期禁止叙利亚难民进入美
国。这一入境限制令随即在美国和全球引发争议。

新华社华盛顿2月1日电（记者周而捷）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
助理迈克尔·弗林1日说，伊朗试射导弹等行为破坏中东局势稳定。

弗林当天在一份声明中说，伊朗近期进行了导弹试射，违反联
合国安理会有关决议，伊朗支持的也门胡塞武装还对阿联酋和沙特
船只实施攻击，这些行为破坏了中东地区局势稳定，对美国盟友和
伙伴国构成威胁。

弗林说，美国总统特朗普极力反对奥巴马政府与伊朗达成的多
项协议，称这些协议“软弱且没有效果”。

伊朗国防部长达赫甘1日证实，伊朗军方最近进行了导弹试
射。他表示，此次导弹试射是在维护国家利益的前提下实施的，是
伊朗军事防御措施的一部分。导弹试射并不违反伊朗核协议精神，
伊朗相关计划和决定不会受到任何国家左右。

伊朗去年多次试射弹道导弹，一些西方国家指责伊朗试射导弹
违反联合国安理会有关决议。伊朗则反驳说，伊朗有权研发防御性
武器，而且弹道导弹试射与核武器无关。

新华社伦敦2月1日电（记者桂涛 梁希之）经过两天辩论，
英国议会下院1日晚投票决定支持政府提交的“脱欧”法案，授权
首相启动“脱欧”程序。这意味着英国向正式开始“脱欧”又迈进
一步。

当晚，英国下院在执政的保守党和反对党工党大部分议员的支
持下，以４９８票支持、11４票反对的压倒多数表决支持“脱欧”法案。

按程序，“脱欧”法案要最终具备法律效力，还需经下院委员
会提出修正案，并在未来几周由上院表决通过。

英国最高法院上月就“脱欧”程序案作出终审宣判，要求政府
在启动“脱欧”前须经议会批准。政府随后向议会提交一份简短法
案，寻求议会批准政府如期启动《里斯本条约》第５0条，正式开
始“脱欧”。

英国政府此前表示，将在3月底前启动“脱欧”程序。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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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安部交管局：

正月十五前我国道路交通

仍将在高位运行

潘基文弃选引发韩国选情突变
■国际观察

▲2月1日，在美国艾奥瓦州马斯卡廷市，特里·布兰斯塔德在

庆祝中国农历新年音乐会后的新闻发布会上回答记者提问。

被提名为美国新任驻华大使的艾奥瓦州州长特里·布兰斯塔德 1

日表示，他有信心在赴任后为消除两国分歧、实现双赢发挥建设性作

用，以造福美中两国和世界。 新华社记者汪平 摄

 2月 1日，在美国华盛顿中国驻美大使馆，美国总统特朗普

的女儿伊万卡（左）携小女儿阿拉贝拉出席“2017年欢乐春节－中

国文化之夜”活动。

中国驻美国大使崔天凯在 1日晚举办的“2017年欢乐春节－中

国文化之夜”活动上表示，中美两国应摒弃零和游戏和冷战思维，在

合作中追求互利共赢。 新华社记者刘阳 摄

□新华社记者齐中熙

春节假期即将结束，根据国家旅游局数据中
心综合测算， 2017年春节期间，全国共接待游
客４．４４亿人次，同比增长13．８％，实现旅游总
收入４233亿元，同比增长1５．９％。

根据春节假日七天旅游市场的情况看，假日
旅游消费需求增势明显，旅游活动丰富多彩，各
地民众出游热情高涨，出游人数、旅游收入双双
走高，旅游过年渐成时尚。

旅游活动丰富，收入持续增加

2022年冬奥会花落中国，冰雪旅游受到青
睐，北方大部分地区呈现两位数增长。与此同
时，南方大部分地区气象条件适宜出行，避寒旅
游从海南向西南各省区市扩展。

随着经济发展和国民收入增加，旅游消费个

性化、特色化、休闲化、品质化、多样化更加明
显，带动旅游休闲度假、康体养生等产品供给不
断优化，长线游、过夜游、民俗游受到欢迎。

举家出游成为不少群众过年的新选择。除夕
当天，全国即迎来出游高峰，旅游接待总人数
５0５0万人次，同比增长10．４％，实现旅游收入
５９0亿元，同比增长13．3％。各地景区一改往
年春节假期首日冷清的景象，实现了开门红。1
月27日（大年三十）当天，甘肃省接待国内外游
客８６．0５万人次，实现旅游收入５．2亿元，两
项指标分别比上年同期增长22．1％和2５．９％；
湖南省纳入全省假日监测的72个重点景区（点）
接待游客５６．0４万人次，实现旅游收入４６６６万
元，同比分别增长４８．５％和６６．４９％。海南省
当天全省进港1５万人次，同比增长2５％。

带上家人看世界，全球共迎

“中国年”

根据“全国旅游团队服务管理系统”显示，
春节期间，我国公民出境旅游总量约 ６1５万人
次，同比增幅近7％，其中团队游人数37．４万
人次，同比上涨2．５％。
出境游散客和自由行人数增加，高端出境游增

长迅速。客源方面，出境市场从沿海发达地区和北
上广深等一线市场向二三线城市的内陆地区延伸。

为满足中国游客在海外欢度春节的需求，一
些国家和地区纷纷推出“中国年”主题系列旅游
产品。澳大利亚悉尼市政府主办的新年庆典从1
月27日持续至2月12日，８0场中国传统特色
精彩活动轮番登场。英国伦敦市中心的特拉法加
广场推出舞龙舞狮队表演，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
市中心举行“欢乐春节”盛装巡游，吸引了数万
市民和游客驻足观看。泰国文化旅游部门举办的
2017泰国春节文化活动专门增加了中华美食文
化体验和中华民俗艺术展示体验的内容。新加坡
举行“春到河畔”亮灯仪式，拉开为期10天的
农历春节系列庆祝序幕。

全域旅游引领，服务保障有序

近年来，国家旅游局以全域旅游理念推进
落实旅游供给侧改革，并以此带动旅游公共服
务，春节期间，广大游客的满意度明显提升。

各地大力推动旅游+农业、工业、交通、体
育、卫生、健康、科技、航空等领域系列新型旅游
业态，加强自驾游、休闲游、体育旅游等个性化
旅游活动的引导，推动房车、邮轮、游艇等高端
旅游消费，组织引导旅游企业开展折扣票、家庭
票、多次票等多种惠民服务措施，满足人民群众
节日期间多样化、多层次旅游需求。

国家旅游局和各地旅游主管部门加强假日
市场监管。春节期间，“12301”旅游服务热线增
加接线人员，确保2４小时线路畅通，在接到相
关咨询、投诉、举报后，迅速处置，及时转办。较
往年相比，咨询电话所占比例上升，投诉电话比
例明显下降。 （新华社北京2月2日电）

新华社日内瓦2月1日电（记者凌馨）总部位于日内瓦的联合
国贸易和发展会议（贸发会议）1日发布报告说，201６年在全球
特别是亚洲地区外国直接投资（ ＦＤＩ ）流入量大幅下滑情况
下，中国吸引外资较201５年增加2．3％，达13９0亿美元，位居全
球第三位。

报告显示，受全球经济增长疲软以及世界贸易增长乏力等因素
影响，201６年全球ＦＤＩ 流量下降13％，至1．５2万亿美元。

去年，流入发达经济体的ＦＤＩ 总量从201５年的历史高位下
降了９％，至８720亿美元；而经济增长放缓和大宗商品价格下跌
则对流入发展中经济体的 ＦＤＩ 造成较大影响，发展中经济体
ＦＤＩ 流入量总体减少了20％，至６000亿美元。

报告显示，201６年，美国仍是全球最大ＦＤＩ 接受国，流入
量约为3８５0亿美元；英国则从201５年的第12位上升至第2位，
吸收外资达17９0亿美元。

贸发会议投资和企业司司长詹晓宁表示，201６年中国外资流
入量除创下历史新高外，所利用的外资结构也继续优化，质量提
高。外资持续向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以及高附加值领域倾斜，并
继续从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出去。

报告预测，2017年全球 ＦＤＩ 有望出现反弹，预计增长
10％左右。但贸发会议警告，目前全球政治领域的一些新动向，
如英国退出欧盟，美国新一届政府宣布将重新谈判北美自由贸易协
定、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以及欧洲主要国家即将举行大选
等，都可能加剧未来ＦＤＩ 流动的不确定性。

詹晓宁同时预测，2017年中国仍将是全球对外资最具吸引力
的目的地之一，中国吸引外资也将继续保持高水平。他表示，今年
中国经济增速将继续在全球处于较高水平，产业结构也将持续升
级，市场导向型外国投资有望保持增长。同时，随着中国外资管理
体制改革不断深化，中国对外资开放的领域将进一步拓宽，这都将
为外资流入注入新动力。

联合国报告：

中国吸引外资去年

逆势增长、结构优化

▲2月2日，旅客从北京火车站出站后排队进入地铁站。

当日是春节假期的最后一天，各地公路、铁路、机场迎来返程

客流高峰。 新华社发（陈晓根 摄）

各地迎来返程客流高峰
新华社北京 2月 2日电 记者从中国铁路

总公司获悉，2月2日（正月初六），随着春节假期
的结束，全国铁路迎来节后返程客流高峰，预计
发送旅客11５0万人次，同比增长11．3％。

铁路迎来节后返程客流高峰

获提名美驻华大使表示将

致力于消除两国分歧实现双赢

中国驻美大使：

中美应摒弃零和游戏 追求互利共赢

旅游过年成时尚
——— 2017年春节假日旅游市场盘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