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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 失 声 明
Brave lion international limited 公
司遗失基本存款账户银行开户
许可证，基本户账号：NRA31001
520313050053737，专户账号：FT
N31001520313052503371, 开 户
行：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浦东分行，声明作废。

三月十一日 星期五
东方卫视

07:00 看东方

09:44 电视连续剧：相逢时节

12:00 午间 30分

12:29 这就是中国

13:09 电视连续剧：归还世界给你

15:59 电视连续剧：相逢时节

17:25 名医话养生

18:00 东方新闻

19:00 新闻联播

19:34 电视连续剧：相逢时节

21:20 未来中国

22:40 全国两会特别报道

新闻综合

07:00 上海早晨

09:02 连续剧：对手

10:35 法治特勤组

12:00 午间 30分

12:30 媒体大搜索

13:03 连续剧：我的青春遇见你

15:40 寻味上海

16:35 媒体大搜索

17:29 新闻坊

18:30 新闻报道 新闻透视

19:15 东方 110

19:45 连续剧：对手

21:30 新闻夜线

体育频道

08:39 亲爱的，起床了

08:54 2022 北京冬奥会:自由式滑雪女

子大跳台决赛

14:10 2022 北京冬奥会:花样滑冰团体

赛冰舞韵律舞

15:15 2022 北京冬奥会:速度滑冰男

500 米决赛

16:35 2022 澳大利亚网球公开赛女单

第三轮:梅尔滕斯-张帅

19:00 体育新闻

19:30 2021-22 西甲联赛第 27 轮:埃尔

切-巴塞罗那

20:05 2022 北京冬奥会:自由式滑雪空

中技巧混合团体决赛

21:30 体育夜线

都市频道

08:20 嘎讪胡

10:18 人气美食

(节目如有变化，

以电视台播出为准)

电电视视 节目预告

遗 失 声 明
上海市浦东新区银星艺术幼儿
园(教民 131011560000250 号《民
办学校办学许可证》、 信用代码
523101154248164254《民办非企
业单位登记证书》),遗失公章、财
务章、财务 U盾，声明作废。

遗 失 声 明
Dragon master ventures limited 公
司不慎遗失基本存款账户银行
开户许可证，基本户账号：NRA3
1001520313050053108， 专户账
号 ：FTN31001520313052503199,
开户行：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上海浦东分行，声明作废。

遗 失 声 明
Bright future commercial limited

公司遗失基本存款账户银行开
户许可证，基本户账号：NRA310
01520313050053696，专户账号：
FTN31001520313052503364,开户
行：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浦东分行，声明作废。

遗 失 声 明
Smart leader commercial limited

公司遗失基本存款账户银行开
户许可证，基本户账号：NRA310
01520313050054501，专户账号：
FTN31001520313052503144,开户
行：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浦东分行，声明作废。

11:19 X 诊所

12:41 侬最有腔调

14:02 嘎讪胡

17:01 开心全接触

18:00 新老娘舅·我要问律师

19:00 长三角方言大会第二季

20:06 星旅途

顾问：尹锡悦得票率是 48.56%，

当前执政党候选人李在明的得票率

是 47.83%，前者虽然胜出，但是票数

几乎持平，说明了什么？

张琏瑰：说明韩国人并没有选

出一个众望所归的领导人。这是韩

国特殊的政治结构决定了的，选民

们对这些候选人都不太满意。以一

个政治家的标准来衡量，这些候选

人都有很大的缺陷，和人们理想中

的总统还有很大的距离，但又必须

选出一位来，选民们只好在犹豫不

决之下进行投票。选票逼近也说明

了韩国社会的高度分裂，全国的民

众没有达成共识。

顾问：直到去年 6 月尹锡悦宣

布竞选韩国总统，外界才开始注意

到他。这样一位检察系统出身的官

员何以能在本党内部脱颖而出？

张琏瑰：这也是韩国政治的一

个特点。美国大选中的候选人大部

分都是作为议员或者州长长期从

政，在政坛有一个历练的过程，但

韩国不是这样。在韩国，可能昨天

还是大学教授或律师，突然之间就

成了部长甚至总统，这也决定了韩

国政治人物的从政水准不太确定，

有些人物在大选中获胜不乏偶然

因素的作用。尹锡悦一开始是和文

在寅站在一起，把朴槿惠送进监

狱，后来又和文在寅闹矛盾，又当

回反对派，说明他在政治上有相当

的摇摆性和投机性，这对他的选举

有利，但作为政治家，似乎缺乏一

种坚定的政治信念。

顾问：如您所说，担任“亲信干

政门”特别检察组组长拘捕朴槿惠

的是他，坐镇指挥将李明博送进监

狱的也是他，他由此获得文在寅的

信任，可是后来又把司法之剑挥向

了执政党，是否也树立起了“青天”

的形象？

张琏瑰：他当检察官或者当律

师以来，不断地和权势进行斗争，

拘捕了一些当政者和官员，一定程

度上也符合老百姓对于反腐败的

期许。在韩国老百姓的认知中，韩

国官员一般都会和财团有所关联，

贪污现象很普遍，而尹锡悦负责的

反腐抓捕工作就有可能树立起清

廉的形象。但是，韩国的派系斗争

很激烈，尹锡悦的清廉形象只是一

部分人对他的印象，更多人是将其

看作不同利益集团之间的博弈。

顾问：喊出“法治、时代、世代

的公正价值”的口号确实让人眼前

一亮，在尹锡悦的领导下，韩国政

治的积弊能不能得到解决？

张琏瑰：韩国政坛的风云人物

和韩国社会的风气很难进行切割，

尹锡悦也不断遭别人举报，要揭他

的老底，他的家属也曾出来道歉。

他在竞选过程中提的这些美好的

口号得本上是为了争取选票，韩国

社会的问题已经得深蒂固，尹锡悦

上台以后也未必能够真正地扭转。

顾问：外交领域被认为是他的

短板，亲美是外界对他的印象。 尹

锡悦的当选，对中韩关系意味着什

么？

张琏瑰：他在竞选过程中的确

说了一些很极端的话，比如要引进

萨德系统，加强对美关系，这个言

论不仅让中国人对他没有好印象，

也引起了相当一部分韩国人的担

忧，因为韩国是以贸易立国的国

家，中国是韩国非常重要的贸易伙

伴。但是，首先要看到，韩国历届政

府的政策都是左右摇摆的，文在寅

政府是一个偏左翼的政府，相对而

言是要和美国拉开距离，尹锡悦上

台以后会有所纠偏，往回调整，但

按照历史的经验，这种调整也有一

定的幅度，不会走得太极端。其次，

尹锡悦对华政策的激进言论在具

体落实过程中还是会考虑到现实

的利益。中美关系如果继续紧张，

尹锡悦政府可能会和美国走得更

近一些，但明确的选边站还是不太

会。安全上寻求美国的保护，经济

上和中国搞好关系，这是一个大的

调子。

据新华社报道

韩国中央选举管理委员会 10

日公布的统计结果显示，最大在野

党国民力量党候选人尹锡悦在第

20届总统选举中以微弱优势获胜。

分析人士指出，尹锡悦长期从

事检察官工作，没有任何国会议政

经历。他就任韩国总统后将面临统

合国内政治、应对新冠疫情和经济

问题、处理对外关系的三重挑战。

得据韩国中央选举管理委员

会对全部选票的统计结果，尹锡悦

得票率为 48.56%，执政党共同民

主党候选人李在明紧随其后，得票

率为 47.83%。两人得票率仅相差

不到 0.8 个百分点。

韩联社报道指出，本次选举形

成李在明和尹锡悦分属的进步派

和保守派两大阵营争霸局面，选举

结果前两名票差之小，在韩国宪政

史上罕见。

舆论认为，尹锡悦在竞选期间

提出的内政和外交主张体现了韩

国保守右派的理念。在内政方面，

他主张以民间为中心引领经济增

长，充分利用民间创造力和市场效

率，而非政府主导。他承诺以革新

规制、改革劳动市场等举措促进企

业投资，创造就业岗位。就饱受诟

病的韩国楼市政策，他表示将重审

房地产税、改变税制，并在任期内

扩大住房供给。

在外交方面，分析家预测尹锡

悦将对文在寅政府的外交政策做

出调整，进一步深化韩美同盟关

系，并更重视韩美日合作。此外，尹

锡悦在竞选期间提出，韩中关系应

建立在尊重彼此利益和政策立场

的基础上，两国应就气候变化、文

化交流等议题定期举行高层对话。

尹锡悦 1960 年 12 月出生于

韩国首都首尔，1979 年考入首尔

大学，1994 年进入大邱地方检察

厅工作，开启检察官生涯。

2016年，时任韩国总统朴槿惠

“亲信干政”事件曝光，尹锡悦被

任命为该案特别调查组组长。韩国

总统文在寅执政初期，尹锡悦获重

用，2017 年被任命为首尔中央地

方检察厅检察长，2019 年任检察

总长。之后，尹锡悦与文在寅政府

在检察制度改革问题上意见不合，

他在 2020 年 11 月被停职，后于

2021年 3月辞去检察总长一职。

尹锡悦没有国会议政经历，被

称为“政治素人”。他的竞争对手

李在明虽然也不曾担任议员，但历

任城南市长和京畿道知事。

尹锡悦去年 6 月宣布竞选总

统，7月加入国民力量党，从政仅 8

个多月就赢得大选。竞选期间，他

将自己形容为“无派无势、不会算

计的政治新人”，将此作为自身优

点大力宣传，称自己“不欠任何政

客人情，只欠国民”。

分析人士指出，尹锡悦执政面

临至少三方面挑战。

一是如何实现“政治统合”、

团结民心。目前，韩国国会 300 个

议席中，共同民主党占 172 席，远

多于国民力量党的 106 席。面对

“朝小野大”的局面，欠缺议政经

验的尹锡悦在组阁、协商治国等方

面恐将面临不少阻碍。

二是如何应对疫情、提振经

济。当前，韩国新冠疫情依然严峻。

韩国中央防疫对策本部 9日通报，

截至 9日零时，韩国单日新增新冠

确诊病例超 34万例，创下新高。新

政府需要遏制疫情，并且有效解决

国内高物价、高家庭负债、低经济

增长等问题。同时，出生率低和人

口结构老龄化、收入分配两极分化

严重、青年失业率上升等也是摆在

新政府面前的难题。

三是如何妥善处理对外关系。

竞选期间，尹锡悦就敏感外交话题

发表一些言论，包括在朝鲜半岛核

问题上主张对朝强硬，在国内引发

争议。分析人士指出，如何制定符

合国家长期利益的路线，将是对这

名政坛新人的考验。

韩国大选政治新人获胜

尹锡悦面临三重挑战

韩国政坛迎来新气象？

晨报记者 顾文俊

韩国选出了新总统———尹锡悦。 他来自最大在野党国民力量党，换

言之，并非现任总统文在寅的阵营。 国民力量党的前身是自由韩国党，自

由韩国党的前身是朴槿惠时期的新国家党，新国家党的前身是李明博时

期的大国家党，然而，将这两位前总统送进监狱的正是本党的尹锡悦。 这

位昔日的检察总长是不是韩国人眼里的“尹青天”？ 他的当选，对中韩关

系又意味着什么？

《顾问》本期访谈嘉宾：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教授 张琏瑰

3月 10 日，在韩国首尔，国民力量党候选人尹锡悦（前）在总统选举中获胜后挥手致意。 /新华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