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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地时间
!!

月
"#

日!在埃及开罗!民众在解放广场就新宪法声明进行示威"

!!!!!!

近万埃及人在当地时间
!!

月
'(

日在首都开罗解放广场

举行游行! 指责总统穆尔西前一天颁布的新宪法声明进一步

加强对司法干预!扩张总统权力" 同一天!数千名穆斯林兄弟

会#穆兄会$及其他一些党派成员也在开罗总统府附近举行游

行!支持新宪法声明%

分析人士认为! 这一事件表明埃及国内宗教势力与世俗

自由派之间的矛盾再度激化! 这可能会进一步拖延埃及恢复

稳定的进程"

!!!!!!

新华社开罗
))

月
*(

日电

!记者李姝莛 王振华" 穆尔西
!!

月
!!

日颁布的新宪法声明一定程

度上巩固了总统权力# 根据该声

明$总统有权作出一切决定%采取

任何措施来保护&革命'$防止国家

统一和安全以及国家机构的工作

受到威胁# 声明同时强调$穆尔西

上台后发布的所有总统令%宪法声

明%法令及决定在新宪法颁布和新

议会选举产生前都是最终决定$任

何方面无权更改#

新宪法声明规定$总统有权任

命总检察长$ 总检察长任期
+

年#

穆尔西在颁布该声明后$随即发布

总统令再次解除总检察长马哈茂

德的职务$ 任命法官塔拉特(易卜

拉欣(阿卜杜拉接替总检察长一

职#

新宪法声明还将制宪委员会

工作期限延长两个月至明年
!

月

*!

日$ 同时强调任何司法部门无

权解散协商会议!议会上院"和制

宪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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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宪法声明一经公布$世俗自

由派便指责穆尔西及其背后的穆

兄会攫取了过多权力$ 号召
!!

月

!,

日在解放广场举行反对新宪法

声明的大游行# 同时$以穆兄会为

主的宗教势力也号召支持者走上

街头$支持总统决定#

!!

月
!,

日当天$ 华夫脱党%

四月六日青年运动%埃及社会民主

党等世俗自由派政党参加了在开

罗举行的抗议活动#他们要求撤销

新宪法声明$ 解散制宪委员会$实

行全国对话$ 组建新制宪委员会#

同一天$埃及其他多座城市也爆发

了反对新宪法声明的游行$穆兄会

在亚历山大等地的办公室遭到打

砸$数十名示威者在冲突中受伤#

一些自由派人士批评新宪法

声明实质上等同于穆巴拉克时代

的紧急状态法#阿拉伯国家联盟前

秘书长穆萨称$他和其他退出制宪

委员会的世俗自由派成员不会因

为新宪法声明而重回制宪委员会

工作#

与此同时$数千名穆兄会及其

他一些党派成员
!!

月
!,

日也在

开罗总统府附近游行$支持新宪法

声明# 亚历山大%苏伊士等地也举

行了支持总统的游行#

穆尔西
!!

月
!,

日下午在总

统府附近对数千名支持者发表演

讲时说$他的所有决定都是从国家

利益出发而作出的$决策前都经过

讨论和咨询$他对任何团体不存偏

见# 他强调$没有人能阻止埃及前

进$埃及人应该积极面对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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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人士认为$新宪法声明的

出台再次凸显了埃及国内宗教势

力和世俗自由派两大阵营以及总

统与司法部门之间的矛盾$有可能

影响埃及恢复稳定的进程#

埃及总统与司法部门的较量

由来已久# 穆尔西上台后$曾下令

让被最高宪法法院解散的人民议

会!议会下院"重新恢复工作$并下

令解除总检察长马哈茂德的职务$

但这两项总统令都在司法部门的

压力下未能得以实施#

在新宪法起草过程中$总统与

司法部门也一直暗中角力$其争论

焦点是关于司法独立的条款#总统

方面试图增强对司法部门的影响

力$而司法部门则强烈要求其独立

性不受干扰#

分析人士认为$穆尔西当选总

统以来$通过任命总理%撤换军方

高层和发布补充宪法声明等一系

列举动$已经在一定程度上掌控了

国家行政权和立法权$现在又颁布

新宪法声明$其目的在于赢得与司

法部门的较量#

在此情况下$ 有政治人士担

心$随着埃及宗教势力影响力不断

加强$其与世俗自由派和科普特人

等少数族裔间的矛盾可能会进一

步激化# 从长远看$如果这些矛盾

不能得到有效化解$将危及埃及的

政治稳定和经济复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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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议者在穆兄会办公室前纵火

现场

!!!!!!!!

月
"$

日一早就有示威者聚集

在解放广场$午后达到数千人# 他们挥

舞旗帜$不时呼喊口号# 示威者要求撤

销新宪法声明$解散制宪委员会$实行

全国对话$组建新制宪委员会# 他们同

时要求解散总理甘迪勒领导的政府$

改组内政部#

当天$华夫脱党%四月六日青年运

动% 埃及社会民主党等世俗自由派政

党参加了在开罗举行的抗议活动# 他

们要求撤销新宪法声明$ 解散制宪委

员会$实行全国对话$组建新制宪委员

会#

一些自由派人士批评新宪法声明

实质上等同于穆巴拉克时代的紧急状

态法# 阿拉伯国家联盟前秘书长穆萨

称$ 他和其他退出制宪委员会的世俗

自由派成员不会因为新宪法声明而重

回制宪委员会工作#

示威者艾哈迈德(萨米尔对新

华社记者说 $ 穆尔西通过新宪法

声明扩大了总统权力 $ 并在一定

程度上控制了司法 $ 他对此表示

抗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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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在亚历山大%苏伊士等城市

也出现了支持和反对新宪法声明的游

行# 一些支持者和反对者发生冲突$导

致数十人受伤#

在亚历山大$ 抗议者冲入穆兄会

在当地的办公室进行打砸#

路透社援引一些目击者的话报

道 $在第二大城市亚历山大 $示威者

冲入这一政党办公室 $ 把椅子和书

籍扔到街上$放火烧毁# 示威者与穆

尔西支持者爆发冲突 $互掷石块 $两

辆汽车的玻璃被砸坏 # 亚历山大安

全部门警告 $当地局势紧张 $安全部

队将采取措施 $维持秩序 $保护重要

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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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纳

薇(皮莱的发言人鲁珀特(科尔维尔

!!

月
"$

日在瑞士日内瓦告诉记者

会 )&我们对这一声明可能就埃及人

权和法治引发的严重后果深感忧

虑 # 我们也担心 $它在今后数日可能

导致 !埃及 "局势非常动荡 # '

欧洲联盟同一天呼吁埃及现政府

遵守先前承诺$ 包括尽快举行议会选

举#

路透社分析$ 穆尔西发布的政令

可能让西方国家不安# 一名西方外交

官说$现在下结论为时过早$他的国家

打算观察政令如何执行#

埃及分析师% 欧洲对外关系委员

会访问学者伊桑德尔(阿姆拉尼认为)

&穆尔西政令的问题是非常开放# 从表

面看$它旨在结束过渡期# 同时$它为

他今后作出其他决定和推行其他措施

创造了条件$ 比如制定有利于穆斯林

兄弟会的选举法# ' &据'京华时报($

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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