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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克强调德国与以色列的关系“不可分割”
《世界报》网站 5 月 11 日讯 以色列总统鲁文·里夫林（Reuven Rivlin）在德国受
到了最热诚的欢迎。两国国家的友谊牢不可破，但却在重大问题上存在分歧。
与以色列总统里夫林在柏林会晤后，联邦总统约阿希姆·高克强调说：虽然存在政
治分歧，但德国与以色列将深化两国的友好关系，并坚定地反对反犹主义和种族主义。
高克提到，德以两国在伊朗核问题和巴以关系问题上有不同的立场，但这并不会影响两
国间的友谊。德以两国建立外交关系 50 年以来，两国之间的互信不断加深。
里夫林为期三天的国事访问以高克在总统官邸望景宫花园中举行的欢迎仪式拉开序
幕。当天下午，里夫林与高克共同为柏林格鲁纳瓦尔德的第 17 站台纪念地敬献了花圈。
纳粹统治时期，数万名犹太人从这里被送往集中营。里夫林的此次访问的安保措施十分
严密。
“我们知道，历史上大屠杀的罪行把我们与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
，高克强调说，
但把两国联系在一起的还有共同的价值观，两国都视之为自己的义务。德国是一个向世
界开放的国家，绝大多数德国人对历史上的和当今的反犹主义持反对态度。
在晚间于柏林望景宫举行的晚宴上，高克在发表讲话时说，过去几年中，反对以色
列在加沙地带采取军事行动的示威显示出“恶意的反犹”色彩。不论这种反犹主义以何
种面貌表现出来，是来自极右分子还是极左分子，是来自德国本地人还是移民，
“在我们
国家都不能被容忍”
。
高克补充说，德国不会让狂热分子败坏政治气候、散播恐惧。这样的反犹主义让大
多数德国人感到羞愧。他还向里夫林保证，保存对大屠杀的记忆。
“我们德国人在道德上
对犹太人和以色列这个国家有义务感，我们不会让这种义务感淡化。
”
“的确，我们始终认为有义务推进‘两个国家’的解决方案，但我们当然也听取来
自以色列的强烈的顾虑”
，高克进一步说道。里夫林也表示：“我们之间的关系建立在诸
如民主、意见自由和平等这样的共同价值观的基础上。”但他也坦承德以两国在对中东局
势的认识上存在分歧。里夫林在讲话的最后提到建立以色列-巴勒斯坦联邦国家，他和新
上台的以本雅明·内塔尼亚胡（Benjamin Netanjahu）为首的右派宗教政府一样反对两个
国家的解决方案。
联邦总理安格拉·默克尔在周二与里夫林会晤时也明确表示支持建立独立的巴勒斯
坦国。她在柏林说：
“我们联邦德国的意见是，两个国家的解决方案能在客观上实现该地
区持久和平的目标。
”周二，除了默克尔，里夫林还会见了德国外长弗兰克-瓦尔特·施
泰因迈尔（Frank-Walter Steinmeier）
。
里夫林与德国政府的会晤可能还涉及了颇具争议的德国向以色列出售武器的问题，
德国将首先向以色列出售 5 至 6 艘潜艇。此外，周一以色列还与德国签订了四艘护卫舰
的采购合同。

柏林气候对话为 2015 年末巴黎气候大会做准备
“明镜在线”网站 5 月 19 日讯 对话的意思便是言语交流，这便是对在柏林举行的
彼得斯堡气候对话很好的总结。来自 36 个国家的代表们用两天时间就世界气候公约问题
进行了讨论。至少有一点是明确的：联邦总理安格拉·默克尔承诺，最晚从 2020 年起，
德国将每年为贫穷国家支付 40 亿欧元用于气候保护，这一数额是目前的两倍。
法国总统弗朗索瓦·奥朗德只是在柏林重申，向贫穷国家提供援助资金用于应对气
候变化造成的后果，这在原则上是有必要的。联邦总统约阿希姆·高克的态度也并不明
朗，他在柏林说：
“不作为的代价将变得越来越高昂，不仅仅是在经济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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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更值得关注的是，有哪些问题没有柏林被公开谈论，但它们却对今年 12 月能否
在巴黎气候大会上达成世界气候公约至关重要。其中的一个重要话题是：那些被认为应
当为气候变暖承担主要责任的老牌工业国家将以何种形式支付援助金？目前成立的基金
都是用于向各国提供援助，以帮助它们转而使用可替代能源，以及更好地抵御恶劣气候。
但穷国坚持上述富国应就气候损害造成的后果进行赔偿，但后者坚决地表示拒绝支付赔
偿金。
目前有一种创造性的妥协方案：气候保险将为穷国所遭受的气候损害支付保险赔偿。
两周后，在巴伐利亚埃尔毛宫举行的 G7 峰会将正式启动气候保险项目。届时，7 大国将
筹集项目启动所需的 5 亿欧元资金，德国将投入超过 1 亿欧元。参与此次柏林气候对话
的代表们坦言，埃尔毛将是巴黎气候谈判之前的第一次大考。
除了资金问题，另一个至关重要的大问题也越来越讳莫如深：联合国将如何减少二
氧化碳和其他温室气体的排放？
离巴黎气候大会召开还有 200 天，只有 38 个国家提交了气候保护目标，其中包括
28 个欧盟成员国为欧盟制定的整体目标。德国的目标是：相对于 1990 年，在 2020 年前，
将排放降低 40%，在 2050 年前降低 80%-95%。德国将主要通过增加使用可再生能源来
实现上述目标。
今年 3 月，美国宣布其目标是：在 2025 年前降低 16%的温室气体排放。但美国国会
是否批准政府的这一计划，尚不得而知。其他一些二氧化碳排放大国也尚未公布自己的
排放目标，如中国、印度和巴西。俄罗斯虽然宣布，将在 2030 年前降低四分之一的二氧
化碳排放（相对于 1990 年）
，但这是一个花招。由于苏联解体，1990 年之后的 20 世纪
90 年代，俄罗斯的二氧化碳只有 1990 年数字的一半。因此，俄罗斯的上述目标实际上
意味着将增加二氧化碳排放。

不莱梅选举：社民党和绿党只获得微弱多数
《世界报》网站 5 月 10 日讯 对社民党而言，本次不莱梅选举的结果可谓具有震
动性。据官方初步统计，社民党和绿党在州议会的总共 83 个席位中共获得 44 个，只是
勉强获得得以组建执政联盟的多数。而在上一届议会中，红绿两党的席位总数得以构建
三分之二多数。
各党派所获票数的初步统计结果如下：1946 年连续执政至今的社民党得票率为
32.9%（2011 年：38.6%）
。第二大党基民盟得票率 22.6%（2011 年：20.4%）。随后是得
票率为 15.3%的绿党（2011 年：22.5%）
。左翼党在本届选举中表现亮眼，得票率达 9.2%
（2011 年：5.6%）
。自民党以 6.5%的得票率轻松迈过 5%门槛（2011 年：2.4%），得以进
入州议会。德国选择党获得了 5.5%的选票。
州议会的席位分布情况为：社民党 30 席，基民盟 20 席，绿党 14 席，左翼党 8 席，
自民党 6 席，德国选择党 4 席。右翼民粹主义组织“公民的愤怒”
（BIW）再次获得 1 席。

不莱梅选举分析：谁为什么选了谁？
“德国电视一台”网站 5 月 10 日讯 为什么社民党的得票率创下历史新低，民主也
并不满意，但不莱梅仍然没有出现执政党派的更迭？哪些因素对民众的选举决定产生了
影响？各党派在不同选民群体中的支持率有何不同？以下将基于 dimap 民意调查数据进
行分析 。
社民党在不莱梅州已经执政整整 70 年。本次选举之后，这个局面仍然不会改变。然
而：社民党正在衰落，在不莱梅的支持率创下历史新低。社民党之所以仍然是最强的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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派，有三方面因素：传统、州长延斯·伯恩森（Jens Böhrnsen）以及大多数选民并不认
为基民盟是更好的选择。
55%的不莱梅民众认为，社民党与不莱梅之间存在某种联系。但也有超过三分之二
（71%）的人说：
“社民党不能解决不莱梅的问题。”甚至在给社民党投票的选民中也有
一半人这么认为。
在所有的政治领域，尤其是在诸如经济、劳动、教育等对选民而言非常重要的领域，
认为社民党有能力解决问题的选民比例较 2011 年大幅降低，而对基民盟的信心则有提
升。
但选民对基民盟——尤其是经济政策领域的信心并未转化为选举中的支持率。只有
25%的选民支持以伊丽莎白·莫驰曼（Elisabeth Motschmann）为州长候选人的基民盟。
莫驰曼在与原州长伯恩森的个人比较中也大大落后，假如直接选举州长，只有 16%
的选民投票给她，而伯恩森的支持率则高达 59%。63%的选民对后者的工作表示满意，
但 54%的人对他所领导的政府的工作给出负面评价。
原先社民党的支持者们去哪儿了？选民流动调查显示：他们选择不参加投票。不莱
梅此次的投票率创下西部联邦州有史以来的新低，只有一半选民参加投票。一半以上弃
选的选民表示，不投票的原因是“对政治”的不满。他们中有三分之二认为，政治家始
终只关心自己的利益，有 58%感到目前没有任何政党能为他们的利益代言。
在参加投票的选民中，虽然有 60%的人出于信服把选票投给了某个政党，但也有三
分之一的人表示，是出于对某个政党的不满和失望才把选票投给了另一个党。
在德国选择党的支持者中，有三分之二的主要动因是对其他党派的失望。该党派的
州长候选人克里斯蒂安·舍费尔（Christian Schäfer）对选民的投票决策几乎没有任何影
响力。
当被问道：给该党投票是出于对纲领、对州长候选人的支持，还是出于对党派的长
期支持？只有 4%的支持者表示出于对州长候选人的支持，85%表示出于对竞选纲领的支
持，其中大多数支持者表示，主要是出于对德国选择党难民和移民政策的支持。
自民党的支持率之高出人意料。有 22%的支持者表示是出于对其州长候选人的支持，
这一比例几乎与社民党候选人伯恩森在选民中的支持率相当（24%）
。
得益于回归市民阶层的路线，自民党在其传统支持群体中的得票率大幅飙升：在独
立从业人员中的得票率是 2011 年时的 4 倍。而该群体对绿党和基民盟的支持率则有所下
降。
虽然未必能参与执政，但左翼党仍然是本次选举中的赢家。党派的得票率较 2011 年
上升 4 个百分点。投票给该党的选民主要是出于对其在社会公平领域政策主张的赞同。
绿党的支持率从 2011 年时的高位跌落至 2007 年的水平。绿党在上届选举中的成功
主要得益于日本福岛核危机的爆发。

经济纵横
2015 年第 1 季度德国经济增长低于预期
“德国电视一台”网站 5 月 13 日讯 2015 年第 1 季度，德国经济增长率不到上一
季度的一半。联邦统计局的数据显示，2014 年第 4 季度德国经济增长率为 0.7%，而 2015
年 1 至 3 月的增长率仅为 0.3%。德国经济增长放缓的主要原因可能是出口疲软，1 至 3
月的出口增长明显低于进口。巴西和俄罗斯这两个德国的重要出口市场近况不佳。
但德国的国内消费仍然强劲。私人部门和公共部门的消费开支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
支柱。创纪录的高就业率和工资增长促进了消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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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德国的物价略有上涨。2015 年 4 月的物价较上月上升 0.5%，通胀率因此创下
半年来的新高。推动价格指数上升的主要原因是房租和食品价格的上涨。预计到 2015 年
年底，通胀率可能将达到 2.0%，因为预计能源价格可能会有所上升，而今年年初开始实
施的最低工资政策届时也将在消费价格上有所反映。2 个百分点的通胀并不会对德国经
济造成不利，相反，这正符合欧洲中央银行所设定的目标。
联邦统计局还得出一个正面的统计结果：2015 年第 1 季度，德国的投资有所上升。
“不论是在建筑还是装备领域，投资量都出现增长。”建筑业的繁荣仍然得益于低息，德
国的贷款利率创下历史新低。

受乌克兰危机影响，德国对俄罗斯出口大幅下滑
“德国电视一台”网站 5 月 24 日讯 与莫斯科之间有关乌克兰冲突的争执对德国
出口造成越来越严重的影响。去年，德国企业对俄罗斯的出口就已经下跌了 18%，降至
290 亿欧元。最主要的出口商品是机械、汽车、卡车和它们的零配件以及化学产品。出
口减少最严重的卡车及相关配件。2015 年第 1 季度，德国对俄出口进一步下滑，降幅甚
至超过三分之一。
德国从俄罗斯的进口也出现萎缩。俄罗斯虽然仍是德国最主要的能源供应方，但 2014
年对德出口降低 7 个百分点，跌至 380 亿欧元。俄罗斯因而也成为仅有的几个对德贸易
无逆差的国家之一。
在此前的几年中，德国对俄罗斯的出口曾大幅增长。2000 年至 2014 年，德国对俄
出口增长了三倍。

最低工资将导致德国近 24 万个迷你工作岗位消失
《世界报》网站 5 月 19 日讯 此前还几乎还看不出最低工资对劳动市场造成的影
响，但最近，悲观的预言得到了证实。2015 年春季，德国的迷你工作岗位的数量急剧减
少，尤其是在东部地区。
随着德国自 2015 年年初开始实施最低工资制度，已经有 23.7 万个迷你工作岗位消
失。情况最为研究的是东部联邦州：1 至 3 月，萨克森-安哈特和图林根州的迷你工作岗
位分别减少了 7.7%和 6.6%。德国全国平均减少 3.5%。这印证了经济研究机构此前的悲
观预测。
“必须看到，许多原本靠迷你工作改善收入的退休人员和大学生成为了最低工资政
策的牺牲者”
，曼海姆欧洲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克莱门斯·福斯特（Clemens Fuest）说道，
他也是联邦政府最低工资委员会的成员。
但迷你工作岗位的减少并不会体现为失业人数的上升，因为失业人员统计中本来就
不包括退休人员和大学生，而许多其他从事迷你工作的人原本就登记为失业人员，他们
每周工作不超过 15 小时，以贴补家用。因此当这些人失去迷你工作时，失业数据并不会
上升。
从行业来看，减少最多的贸易行业的迷你工作岗位（减少 5%）
，其次是加工业（减
少 4.4%）和旅游餐饮业（减少 2%）
。

加布里尔放松标准，德国火电厂将能排放更多二氧化碳
“德国电视一台”网站 5 月 18 日讯 几个月来，德国的能源产业和工会纷纷大声
疾呼，反对联邦政府向火力发电厂开征煤炭费——对超标排放的二氧化碳征收罚金。现
在，联邦经济部长加布里尔对此作出了反应。联邦经济部在一份文件中称，原先规定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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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行业必须减排 2200 万吨二氧化碳，否则必须缴纳煤炭费，而现在仅需减排 1600 万吨。
据称，由此产生的 600 万吨的排放差额将通过加大力度推广环保的热电联产电厂来
弥补。为此所需要增加的补贴将可以限制在每年 10 亿欧元以下。这些补贴最终将由消费
者承担。

亚马逊开始在德国交税
“德国电视一台”网站 5 月 24 日讯

亚马逊集团的一位发言人宣布，2015 年 5 月
1 日起，美国互联网贸易商亚马逊开始在德国为在德国所获得的利润交税，而不再是在
避税天堂卢森堡。这位发言人并没有说此举是在对欧盟所施加的压力做出反应，而只是
说：“我们定期审查公司的结构，以确保能为顾客提供最好的服务。
”
卢森堡大公国被视为避税天堂。目前欧盟委员会正在审查，亚马逊与卢森堡的税收
协议是否合法，是否有损竞争秩序。除了亚马逊之外，欧盟委员会还关注 iPhone 制造商
苹果公司与爱尔兰、咖啡连锁店星巴克与荷兰，以及意大利汽车制造商菲亚特与卢森堡
之间的税收协议。在税收协议的优惠条件下，这些大集团只需为其在欧盟境内所获利润
缴纳极低的税款。
对亚马逊而言，德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市场，增长十分迅速。2014 年，亚马逊在德
国的销售额接近 120 亿美元（约 108 亿欧元）
，而 2012 年亚马逊在德国的年销售额不过
90 亿美元。

希腊的财政资金最多还能坚持 2 周
《世界报》网站 5 月 18 日讯 6 月 5 日，希腊必须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支付下一笔
借款利息。这个时间点可能会影响到希腊的命运——希腊空虚的国库还能撑到那时的话。
希腊政府发言人加布里尔·萨克尔拉里迪斯（Gabriel Sakellaridis）称，希腊政府正
谋求在 5 月底前与借款方达成新的协议，以解决流动资金问题。希腊愿意履行自己的义
务。
希腊财政是否能挺到 5 月底，这还是个问题。希腊银行存放在欧洲中央银行用于发
放应急贷款的担保金已近告罄。由于害怕银行破产以及希腊可能退出欧元区，民众和企
业纷纷从银行取出存款。希腊金融机构的资金越来越少，它们不得不向欧央行申请应急
贷款以填补资金缺口。但为此，它们必须在欧央行存有一定数额的担保金，现在显然“担
保金用完的日子已经不远了”
，摩根大通的分析师马尔科姆·巴尔（Malcolm Barr）和戴
维·麦凯（David Mackie）在报告中写道。
给希腊的应急贷款总量已经从今年 2 月的 600 亿欧元飙升至现在的 800 亿欧元。据
彭博社报道，希腊银行担保金可支持的贷款额度为 950 亿欧元。欧央行执委会成员伊
夫·梅尔施（Yves Mersch）在接受采访时说：“这是最后一个回合了。这种状况难以为
继。”
德意志联邦银行也严重警告希腊可能出现国家破产。联邦银行在周一公布的月度报
告中指出：“希腊的支付能力受到严重威胁。”如果希腊在债务纠纷中始终无法与债权人
取得和解，将面临国家破产。按照目前的情况，现行的救助计划在 6 月底到期后将不可
能再继续，希腊将无法获得救助贷款和转移支付。
为此，金融市场也充满紧张气氛。欧元对美元的汇率再下跌 1.5 欧分，跌至 1 欧元
兑 1.1310 美元。希腊 2 年期国债收益率再次飙升至 25%的标线上方，创下 4 月以来的新
高，逼近 2012 年欧元危机最严重时的水平。国债收益率上升意味着投资者认为希腊国债
风险增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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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意志联邦银行的银行家们认为，希腊政府应当实施切实的改革措施，希腊有义务
这么做，以避免国家破产。
许多金融专家认为前景黯淡，希腊的破产难以避免，而欧元区其他国家也将受到拖
累。目前希腊在欧洲的欠款总额约为 3000 亿欧元，希腊银行以应急贷款和其他货币业务
的形式在欧洲央行还有另外 1500 亿欧元的欠款。这意味着，一旦希腊破产，所涉资金总
额将达到欧元区经济产出总量的 5%。因此有分析家认为，布鲁塞尔一定会竭力避免这样
的重大冲击。

希腊经济再次出现衰退
“德国电视一台”网站 5 月 13 日讯

欧洲统计局 Eurostat 的数据显示，2015 年 1
至 3 月，面临国家破产的希腊经济较上季度萎缩 0.2%。2014 年第 4 季度，希腊经济下滑
0.4%。在连续两个季度出现负数之后，经济学家认为希腊经济很可能再次陷入衰退。
2014 年全年，希腊在历经多年危机之后首次实现经济增长，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了
0.8%。持续的债务纠纷损害了希腊的经济健康。根据目前的估计，欧盟委员会预计希腊
2015 年经济增长率将只有 0.5%，而年初时的预测数据是 2.5%。
在欧元区内，虽然第 1 季度希腊和芬兰都出现经济萎缩，但整体情况良好。欧元区
19 国 1 季度经济较上季度增长 0.4%。

文化教育
对付俄罗斯的宣传攻势：德国帮波罗的海国家打电视战
“明镜在线”网站 5 月 23 日讯 当彼得·林堡（Peter Limbourg）抵达塔林时经历
了非同寻常的事——他很受欢迎。自一年半前出任“德国之声”
（DW）台长以来，员工、
工会、政治家普遍对林堡表示不满。但在爱沙尼亚的首都，人们却很高兴他的来访。因
为林堡签署了德国之声与当地公共电视台 ERR 之间的合作协议。未来，德国之声将向爱
沙尼亚的同行们提供诸如“Euromaxx”这样的生活类杂志节目以及俄语的新闻杂志节目
“Geofaktor aktuell”
。
上述合作协议并不仅仅是单纯的节目交易，它是如此重要，以至于今年 4 月，外交
部长弗兰克-瓦尔特·施泰因迈尔这样的高层政治人物也参加了协议的签署。德国之声将
帮助波罗的海地区的人们削弱俄罗斯的电视宣传攻势。由于乌克兰危机以及新出现的东
西方对峙，电视被当成了宣传武器。
波罗的海国家是欧盟、欧元区和北约成员国，乌克兰危机使它们成为了对峙锋线上
的国家。它们都与俄罗斯接壤，尤其是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有三分之一的居民说俄语。
这三分之一人，就像乌克兰的俄语居民，可能会成为莫斯科宣传战的突破口。
上述这些说俄语的少数民族，其中也包括乌克兰人和白俄罗斯人，几乎只能从完全
受克里姆林宫控制俄罗斯电视台接受信息。虽然他们主要看娱乐节目，但不可避免地接
受普金的宣传。新闻节目、纪录片和脱口秀并不完全局限于单纯的传播信息。
因此，波罗的海国家的媒体也开始行动起来应战。拉脱维亚增加了俄语节目的数量，
并像立陶宛一样与德国之声签订了合作协议。今年 9 月底，爱沙尼亚将将开播以个纯俄
语频道。
德国之声的台长林堡对德国在波罗的海国家的使命充满信心：
“通过提供俄语节目，
我们将使人们能够更好地梳理来自俄语媒体的信息。”
这显然是有必要的。例如在北约成员国爱沙尼亚，在说俄语的居民中只有 30%的人
对北约持正面态度，虽然北约的战斗机保护着这个国家的领空，目前还有美国军队常驻

7

该国。拉脱维亚外交部长的个人顾问、负责媒体政策的维克托斯·马卡洛夫斯（Viktors
Makarovs）担心，俄罗斯的宣传攻势将使拉脱维亚人为自己国家的安全感到担忧，并因
而移民到别国。而多年来波罗的海国家就已经饱受人口流失的困扰。
但并不是所有人都看好巴尔干国家电视反抗行动的成效。一位驻塔林的欧盟外交官
说：
“新的俄语频道必须首先取得观众的信任。”而该频道女主编达雅·萨尔（Darja Saar）
则对自己的工作充满信心，她要“改变目前三分之一人口未能很好融入的现状”。
说俄语的少数民族群体的确存在融入问题。波罗的海地区曾被苏联占领了近 50 年，
因而他们被骂为“占领者”
。国家要求他们参加入籍考试，他们必须通过考试证明自己掌
握了所在国的语言。如果拒接参加考试或未能通过，他们将不得不以无国籍者的身份在
所在国生活，很难找到工作。在拉脱维亚，最大的反对党主要代表俄语群体的利益，但
该党从未能获得副议长的位置。而不久前，当欧盟财长在里加召开会议时，甚至没有允
许俄罗斯裔的里加市市长致欢迎词。
萨尔本人就是爱沙尼亚的俄罗斯族，她避免使用“歧视”这个词。但她说：
“如果人
们对自己的生活不满，而此时有人说：我们关心你们，他们就容易受到宣传鼓动的影响。”
她希望这样的关心不再是来自莫斯科。

社会万象
联邦政府将给同性伴侣更多权利
“明镜在线”网站 5 月 24 日讯 继爱尔兰公投明确表示支持同性婚姻之后，德国政
府也立即行动，希望赋予给同性伴侣更多权利：周三，联邦内阁就联邦司法部长海克·马
斯（Heiko Maas，社民党）提交的一项法律草案进行讨论。如果该法律草案获得通过，
经正式登记的同性生活伴侣将获得更多权利，从而更接近婚姻关系。
马斯在接受采访时说：
“我们将把 23 项法律、法规中有关婚姻的规定拓展到生活伴
侣关系。”
“这是迈向与婚姻同权的重要一步。”例如放宽民法和程序法中的规定。未来，
同性伴侣如果想要在海外缔结终身伴侣关系，将可以获得相关证明。在许多国家，必须
递交这样的证明。
2013 年，当联盟党和社民党签署联合执政协议时，就已经就上述举措达成一致，但
联盟党不同意给予经登记的伴侣关系与婚姻同等权利。马斯说，德国社会已经在热烈讨
论同权问题，但在与联盟党联合执政时期，怕是很难实现完全同权。
在爱尔兰的公投中，民众很具体地就修改宪法进行了投票，即将来婚姻将不再受性
别限制，结果有 62%的人表示支持，
不到 38%的人表示反对。
公投的投票率刚刚超过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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