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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分析

持续近半年的巴西“铁娘子”弹劾案，昨
日落下帷幕。当地时间8月31日中午（北京
时间1日凌晨），巴西参议院最终表决通过总
统弹劾案，罗塞夫被罢免总统职务，劳工党也
随之结束在巴西13年的执政。当天，巴西代
总统特梅尔在参议院正式就任总统，任职至
2018年本届总统任期结束。

巴西宪法规定，总统因弹劾被罢免后，将
同时被剥夺政治权利8年。不过，由于没有达
到所需三分之二以上票数支持，罗塞夫的政
治权利得以保留。

□综合新华社、《法制晚报》

奖级

直选

全国中奖注数（注）

16

本省中奖注数（注）

/

每注奖金（元）

100000

全国联网电脑体育彩票“排列5”开奖公告
第16238期

中奖号码：5、4、3、9、0

排列五全国投注总额：8830560元

全国联网电脑体育彩票“排列3”开奖公告
第16238期

中奖号码：5、4、3
奖级

直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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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中奖注数（注）

/

/

0

每注奖金（元）

10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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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3

本省中奖注数

84

/

253

排列三本省投注总额：363844元

奖级
一等奖
二等奖
三等奖

中奖注数（注）
0
5
189

每注奖额（元）
0
100
10

各等奖奖金总额（元）
0

500
1890

“安徽风采”电脑福利彩票25选5玩法开奖公告
第2016238期

中奖号码：02、03、04、08、25

本期投注总额：19054元，奖池奖金：14344元

彩票开奖台

奖级
特等奖
一等奖
二等奖

六省市中奖注数（注）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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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93

安徽中奖注数（注）

0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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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注金额（元）

0
1928
10

中国福利彩票“乐透型15选5”玩法开奖公告
第2016238期

中奖号码：03、09、10、13、15

六省市投注总额：467620元，安徽投注总额：87934元
奖池奖金：155859元

中国福利彩票“双色球”开奖公告
第2016102期

中奖号码：红色球号码05、08、10、14、17、30
蓝色球号码：13

全国投注总额：304528374元，安徽投注总额：10469248元
奖池奖金：1007804693元

奖级
一等奖
二等奖
三等奖
四等奖
五等奖
六等奖

全国中奖注数（注）
7
339
2536
84574
1305931
8669519

安徽中奖注数（注）
0
4
74

2830
48202
304742

每注金额（元）
6951119
50360
3000
200
10
5本期投注总额：962234元，奖池奖金：2000000元

奖级
单选
组选六

中奖注数
245
1405

每注金额（元）
1040
173

中国福利彩票3D玩法
第2016238期中奖号码：037

罗塞夫是否还有机会逆转？

已经没有机会逆转。这次投票是巴西参议

院在联邦最高法院主持下对罗塞夫进行的“会

审”，具有最终裁决权。罗塞夫及劳工党可以通

过司法程序提出抗议和申诉，甚至可以诉诸国际

组织，但投票结果不会改变。

遭罢免后还能享受啥待遇？

虽然遭到弹劾罢免，未能完成总统任期，但是

根据相关法令，罗塞夫仍然能享受巴西前总统的

待遇。按照规定，罗塞夫将搬离总统官邸黎明宫，

巴西政府将承担她搬家的费用。作为前总统，罗

塞夫能享受巴西政府为她配备的两辆专车，并且

可以自己挑选8名工作人员继续为她服务。这8

名工作人员的工资由巴西政府支付。

继续保留政治权利意味着什么？

在 8 月 31 日的投票中，支持罗塞夫的参议

员眼见大势已去，为罗塞夫争取到最后一项权

利，那就是保留她的政治权利。这意味着罗塞

夫今后既可以继续从政，也可以去公立大学教

书，政学两界的大门都为她敞开，其面临的处境

大为改观。

此外，保留政治权利为罗塞夫东山再起创造

了空间和回旋余地。巴西政坛已经过多次政党轮

替，许多政界人士都有过成败起伏。罗塞夫的“政

治导师”卢拉当选总统前曾遭遇过多次惨痛失败。

巴西局势将如何发展？

分析人士指出，巴西未来将致力于推动改

革，政府和民众需克服困难、付出诸多努力。

舆论认为，要想将巴西从政治、经济双重危

机中拯救出来，非进行深刻改革不可，但巴西当

前形势错综复杂，完成改革任务面临不少考验。

分析人士说，特梅尔推动巴西经济复苏的思

路是，恢复健康的宏观经济环境，以此提升市场

信心并促进私人投资，增加就业，同时实现财政

平衡。改革也将会触及多方面利益。舆论认为，

在巴西当前的经济形势下，实现这些目标，无疑

需要巴西政府和民众拿出更多的智慧、付出很大

的努力。

美火箭
在测试时发生爆炸

据新华社电 美国媒体报道，美国太
空探索技术公司的“猎鹰9”火箭1日在测
试时发生爆炸。

爆炸发生在佛罗里达州卡纳维拉尔
角空军基地，社交媒体上传播着滚滚浓烟
从发射场升起的照片。但太空探索技术
公司和美国航天局尚未予以确认。

“火箭正在燃烧，”一名叫罗宾·西曼
加尔的当地记者在推特上写道，“还能听
到小的爆炸声，爆炸发生在静态点火测试
之时。”

按原计划，“猎鹰9”火箭将在周末发
射一枚以色列卫星。

57名在新外籍公民
感染寨卡病毒
包括23名中国大陆患者

据新华社电 新加坡卫生部 1 日下午
发布消息说，截至目前有57名在新加坡的
外籍公民感染寨卡病毒，其中包括23名中
国大陆患者和1名中国台湾患者。

新加坡卫生部说，在新加坡的外籍寨
卡病毒感染者中还包括 15 名印度公民、
10名孟加拉国公民、6名马来西亚公民、1
名印度尼西亚公民和 1 名缅甸公民。目
前，这些感染寨卡病毒的外籍公民症状都
不严重，其中部分已经康复。

中国驻新加坡大使馆1日也发布消息，
提醒在新加坡的中国公民注意防范寨卡病
毒，尤其孕妇要注意加强防范措施，避免被
蚊虫叮咬；如出现感染症状应立即就医。

日本男子枪击4人
与警方对峙后自杀

据国际在线报道 日本和歌山市 8 月
29 日发生一起枪击事件，一家建设公司的
职员1死3伤。警察对犯罪嫌疑人溝畑泰秀
展开通缉并在8月30日晚发现他的行踪，从
8月31日1时左右开始，溝畑泰秀在藏身
之处持枪与警察对峙，18时后开枪自杀。

8月29日8时50分左右，溝畑泰秀在
建设公司向 4 名员工开枪，据目击者称此
前几人正在一起谈话。一名 45 岁男性死
亡，一名 44 岁男性失去意识，还有两名分
别为43、46岁的男性负重伤。

报道称，溝畑泰秀是该建设公司经营
者的二儿子，此前也在该公司工作。

巴西铁娘子“下课”
特梅尔正式就任总统

罗塞夫被罢免总统职务
投票保留其政治权利

当地时间 8 月 31 日中午，由 81 名议员组成的巴西参议
院当天最终表决结果为61票赞成、20票反对，超过所需三分
之二以上票数支持，总统弹劾案获通过。弹劾报告指控政府
财政存在违法行为，作为政府首脑的罗塞夫犯下“渎职罪”。

此外，当天，巴西参议院最终表决通过罢免罗塞夫总统
职务后，再次投票决定保留罗塞夫的政治权利。

巴西宪法规定，总统因弹劾被罢免后，将同时被剥夺政
治权利 8 年。如果被剥夺政治权利，罗塞夫将在 8 年内不得
担任公职。但应罗塞夫所属的劳工党要求，主持弹劾案的
联邦最高法院决定对是否剥夺罗塞夫的政治权利单独进行
投票。

巴西参议院当天对剥夺罗塞夫政治权利的投票结果为
42 票赞成、36 票反对、3 票弃权。由于没有达到所需三分之
二以上票数支持，罗塞夫的政治权利得以保留。

特梅尔当天就任总统
华人：稳定下来生意会好起来

弹劾案通过后，特梅尔来到参议院，并在议员和内阁部
长的见证下，正式就任巴西总统。

就职仪式后，特梅尔在内阁会议上表示，在未来2年零4
个月的任期中，内阁各部必须“各司其职”，把巴西从政治、经
济危机中解救出来，但这是一项艰巨任务，因为目前巴西失
业数字“惊人”。他表示，将致力于保持政府与国会之间的

“和谐”，保证各项改革措施得以通过。
正在缅甸访问的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通过其新闻发言

人发表声明，向特梅尔开始任期表示良好祝愿，表示相信在
他的领导下，巴西和联合国会继续其传统紧密关系。联合国
秘书长对特定国家政局表态并不常见，但在今年 5 月，罗塞
夫遭巴西参议院弹劾被强制离职 180 天时，潘基文曾发声，
呼吁巴西各界保持冷静、展开对话。

在巴西一家中国企业担任翻译的周慕寰告诉法晚记者，
不管谁上台，尽快让巴西国内形势趋于稳定才是现在最重要
的事情，必须有一个稳定的政府来引导巴西的经济走出低
谷。

目前在圣保罗开超市的华人李忠民告诉记者，民众都很
关心罗塞夫弹劾案。对于未来，李忠民倒是没有太多的担
心，他觉得自己开的只是一家小店，只要稳定下来生意肯定
会好起来。

巴西社会何时能稳定下来也是李忠民最关心的事。他
告诉记者，新的总统已经上任，巴西目前的经济状况肯定会
有所改善，社会秩序也会慢慢稳定下来。

罗塞夫特梅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