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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体制变革下
土耳其首次大选及政策走向
王 凤
内容提要 在政治体制由议会制转为总统制后，2018年6月24日，土耳其举行了首次总统
大选。埃尔多安顺利当选新一届总统，由正义与发展党主导的竞选联盟也在议会选举中获胜。
展望未来，埃尔多安总统将全力打造强势政府和议会，同时继续打击库尔德分离主义势力，着
力解决经济难题，更加重视地区关系发展，以实现“2023”百年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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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仪职能的角色。总统由全民直选产

景下，土耳其举行了首次总统选举和

期五年，可连任一届。与此前相比，

调查需要经过一整套复杂程序才能完

议会选举。埃尔多安顺利当选土耳其

政府不再从议会中产生，也不再对议

成。总统则享有解散议会、解除议长

新一届总统，由正义与发展党（简称

会负责。同时，废除议会制下的总理

职务等权力，还可决定提前举行议会

正发党）主导的竞选联盟也在议会选

职位，另设副总统，必要时可代行总

和总统选举。

举中获胜。埃尔多安及正发党何以获

统职责。

018 年 6 月 24 日， 在 政 治 体 制
由议会制过渡到总统制的重大背

胜？新政府未来政策走向又将如何？

政治体制变革与基本选情

生，得票率达到 50% 即可当选，任

第 二， 总 统 享 有 行 政 大 权、 重

议员合法年龄降至 18 岁。议会享有
各项立法权，但对总统或部长监督和

第四，司法机构受到行政权力的
制 约。2017 年 宪 法 修 正 案 规 定， 法

大人事任免权以及一定的立法权等实

官和检察官最高委员会由 13 人组成，

权。2017 年宪法修正案规定，总统有

总统可以任命近半数成员。宪法法院
成员减至 15 人，其中 12 人由总统任

一、政治体制的重大变革

权任命和辞退副总统、各部部长以及

本次大选是在土耳其共和国政

其他高级公职人员，且不需要经大国

治体制发生历史性剧变的背景下举行

民议会批准。总统还享有在政治、经

的。这种剧变主要是在土耳其执政

济、公共安全等领域独立签署和发布

这次选举原定于 2019 年 11 月举

党——正义与发展党及其代表人物雷

行政命令的权力，总统行政命令具有

行，在民族行动党领袖巴赫切利提出

法律效力。总统还有权宣布国家进入

提前大选后，时任总统埃尔多安对此

杰普 · 塔伊普 · 埃尔多安的大力推动
下实现的。2017 年 4 月 16 日，土耳

其通过全民公投对 1982 年宪法再次

进行重大修订，土耳其实现了从议会

命，议会任命 3 人。
二、选举情况

紧急状态，有权增设或废除国家部委。

表示支持，并于 2018 年 4 月将此事

总统不再严守政治中立原则，可以兼

确定下来。

任政党领袖。

这次总统选举共有来自七个政

制到总统制的历史性转变，并呈现总

第三，继续实行一院制议会，即

党的六位候选人参与，包括正发党与

统集权态势。转变后土耳其政治体制

大国民议会，但其对行政机构的制衡

民族行动党共同推举的候选人、现任

的主要特点可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总统既是国家元首，又是
行政首脑，不再是仅具有国家象征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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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用被削弱。2017 年宪法修正案规定，
议会每五年举行一次选举，且与总统

选举同时进行。议员人数增至 600 名，

总统埃尔多安，共和人民党候选人穆
哈雷姆 · 因杰，好党领袖梅拉尔 · 阿

克谢奈尔，人民民主党候选人塞拉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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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 · 德米尔塔什，祖国党领袖铎乌 · 派

林切克和幸福党领袖泰麦尔 · 卡拉莫
尔拉奥卢。议会选举则主要在两大政
治阵营间展开。第一个阵营是由正发
。
党与民族行动党组建的“人民联盟”
另一个阵营是由共和人民党、好党等

发展和社会繁荣方面所取得的骄人成

耳其民族主义情绪，提升了正发党在

就，奠定了他们在民众中的广泛支持

民众中的支持率。自 2015 年土耳其

率。2002—2012 年，土耳其年均经济

政府与库尔德工人党和解进程中断以

增长率达到 5.2%，其中 2011 年高达
8.8% ；同期，国内生产总值从 2300

亿美元增至 7860 亿美元，人均国内

来，后者在土东南部一些城市掀起了
暴动。从库尔德工人党分化出来的更
加激进的组织，开始袭击伊斯坦布尔、

。正发
几个政党组建的“民族联盟”

生产总值从 3500 美元增至 1.05 万美

党联盟的竞选目标是争取总统选举和

元。 土 耳 其 由 此 进 入 中 等 收 入 国

组织都视为恐怖主义和分离主义势力

议会选举的双胜利，推动总统制的落

家行列，跃居世界第十七大经济体。

而予以坚决打击。截至此次大选前，

实和巩固，由正发党（或其联盟）掌

[2]

2011 年，时任总理的埃尔多安提出

“民族联盟”
控政府权力并主导议会。

“2023”百年目标，即到 2023 年土耳

内部虽包含不同意识形态、民族或宗

其共和国成立百年之际，土耳其将跻

教背景的党派，但在反对埃尔多安当

身世界十大经济体行列，其国内生产

选总统、阻遏正发党控制议会等方面
具有共同利益，其选举目标就是在议
会中获得足够席位，以制衡可能当选

总值将达到 2 万亿美元，人均国内生

产总值将达到 2.5 万美元。但 2014—

2016 年，土耳其经济增速趋缓，分

总统的埃尔多安。人民民主党具有亲

别为 5.2%、6% 和 3.3%。 不过，在

库尔德人背景，这次以中间党派角色

正发党政府优先发展经济的刺激举措

参加竞选。

2018 年 6 月 4 日， 总 统 选 举 和

议会选举同时投票。7 月 4 日，土耳
其最高选举委员会公布了最终投票结
果。这次大选的投票率为 86.2%，埃
尔多安获得 52.59% 的选票，其最具

[3]

下，2017 年土耳其经济再次实现 7.3%

的高增长，2018 年第一季度也达到
7.4% ；失业率从 2016 年 12 月的 12%

降 至 2017 年 12 月 的 9.9%，2018 年

2 月再降至 9.8%。 埃尔多安在大选
[4]

安卡拉等大城市。正发党政府把这些

正发党政府已基本恢复了对东南部地
区的控制。2018 年 1 月，土耳其出兵

叙利亚北部阿夫林地区，进一步激发
了土耳其的民族主义情绪。自 2012

年叙利亚危机以来，叙北部库尔德地
区自治程度不断增强，尤其是当地库
尔德组织不断沿叙土边境扩充势力，
引发了土耳其的担忧。同时，为打击

叙利亚巴沙尔政权以及于 2014 年崛
，美国开始军事支
起的“伊斯兰国”
持叙利亚北部的库尔德人武装，更加

引发了土耳其对于边境安全的担忧。
因此，出兵阿夫林虽然具有地缘政治
考虑，但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为了维护

期间指出，土耳其仍旧是增长最快的

土耳其边境安全，使正发党政府在政

世界经济体之一，尽管存在一些问题，

治上得分不少。一方面，这促进了正

但是宏观经济基本面呈现强势增长。

发党与民族行动党之间的联盟关系，

除此之外，正发党也在国家安定、社

因为民族行动党具有较强的民族主义

会文化等领域取得了显著成效，国际

情绪，一直反对库尔德工人党。另一

两党席位合计 344 席，稳居议会多数

地位也大大提升。因此，在支持埃尔

方面，这使其他反对党不能在此问题

多安的民众看来，他是当前土耳其最

上批评和质疑正发党政府。除此之外，

席位。还有三个政党进入议会，分别

具竞争力和影响力的领导人。埃尔多

在阿夫林行动结束后，土耳其还越境

、人民民主党
是共和人民党（146 席）

安和正发党的社会基础主要来自土耳

打击了伊拉克北部的库尔德武装，也

（67 席）和好党（43 席）
。其他政党

其中部的中小资产阶级，也包括下层

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土库尔德工人党

许多虔诚的穆斯林民众，还有一批海

在当地的影响力。

竞争力的对手——共和人民党候选人
因杰的得票率仅为 30.64%，埃尔多安
因此一举胜出，当选新一届总统。此

外，在新议会全部 600 席中，正发党

获得 295 席，民族行动党获得 49 席，

[1]

无缘进入议会。

[5]

外，特别是在欧洲的土耳其移民。

埃尔多安以及
正发党获胜的原因
埃尔多安以及正发党之所以能够

获胜，最主要的原因在于自 2002 年

执政以来，正发党在推动土耳其经济

此 外， 作 为 执 政 党， 埃 尔 多 安

埃尔多安获胜的另一个重要原

总统以及正发党政府能够动用政府资

因是，他通过打击土耳其东南部不断

源参加竞选，最大限度地争取民众支

发展的库尔德工人党势力，以及越境

持。首先，2016 年“7 · 15”未遂政变

打击叙利亚北部和伊拉克北部与土库

后开始实施的紧急状态法，赋予埃尔

尔德工人党有关联的势力，激发了土

多安这位国家元首许多行政权力，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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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权力延续至新总统制付诸实施后才
结束。其次，在紧急状态法下，许多
反对党遭到不同程度的打压，削弱了
他们的竞选实力。人民民主党领袖德
米尔塔什就是在监禁状态下参加竞选
的，他只能通过电话或信件组织竞选
活动。再次，正发党阵营能够通过主
流媒体进行宣传和动员活动，而反对
党阵营只能通过互联网或社交媒体进
行。最后是多年来正发党与民族行动
党结盟的政策，包括这次共同推选埃
尔多安为总统候选人，以及两党联手
参加议会选举，能够将两党在民众或
议会中的支持率合二为一，从而为夺
取双胜利创造了条件。反观反对党，
虽然组建了声势浩大的联盟，对正发
党联盟构成不少挑战，但由于其各自为
战，如分别推选总统候选人，难以形成
强大的凝聚力，致使得票非常分散。

埃尔多安新政府未来政策走向
埃尔多安以及正发党获胜，深刻
反映了土耳其民众希望在强有力的领

2018年7月9日，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在安卡拉举行就职仪式。 图为埃尔多安当日参加就职仪式，并宣布
新一届内阁成员名单。

位由原正发党政府部长改任或留任，

自 2015 年与库尔德工人党中断

如其女婿贝拉特 · 阿尔巴伊拉克任财

和平进程以来，正发党政府重新付诸

政部长，武装力量总参谋长胡卢西·阿

军事手段解决库尔德问题。2018 年上

卡尔出任国防部长，梅夫吕特 · 恰武

半年，它在叙利亚阿夫林地区以及伊

什奥卢留任外交部长，原欧盟事务部

拉克北部地区展开的军事行动就基于

一职并入外交部长职位，原紧急事务

这种考虑。实际上，对土耳其而言，

署署长福阿德 · 奥克塔伊转任副总统，

库尔德问题包含两个层面 ：一个是关

原总理伊尔德勒姆可能任议长。但对

于境内库尔德工人党的政策问题，另

定，进而实现土耳其百年梦想的时代

于建立强大议会这样的目标，埃尔多

一个是关于当前叙利亚北部和伊拉克

就职。7 月 9 日，埃尔多安总统宣誓

安面临的阻力不小。一是正发党在这

北部库尔德地区的政策问题，这两个

次议会选举中得票率未过半数，需要

地区都与土耳其接壤。对此，正发党

继续与民族行动党团结一致才能主导

政府倾向于将这两个层面作为一个整

议会。二是在当前已经进入议会的政

体来考量，并且尽可能追求三个不同

党中，共和人民党和好党都反对总统

程度的目标。其一，限制库尔德工人

制，主张回到议会制，并在行政、立

党的扩张势头。其二，消除境内外库

法与司法之间相互制衡。共和人民党

尔德势力对于土耳其边境安全的威

主要代表世俗精英以及西部大资产阶

胁。其三，扩大并控制上述涉及库尔

级的势力，或在经济发展道路、政教

德的跨境区域，借此提升土耳其在叙

关系等领域与正发党产生矛盾。人民

利亚以及地区问题上的发言权。最后

民主党主张捍卫库尔德人的政治和社

这个问题属于地缘政治的范畴，不仅

会权益，也会对新政府的库尔德人政

限于土耳其的边境安全。因此，在当

策构成一定挑战。

前通过军事行动已经控制了土耳其东

导下继续走向繁荣、发展、和平与稳
心声。2018 年 7 月 7 日，新一届议会

就职，并公布新一届政府名单。未来，
新政府政策可能呈现如下态势。
一、打造强势政府，巩固总统制
成果，缓和政治与社会矛盾
大选胜利后，埃尔多安已成为新
政体下首位手握实权的总统，并组建
由他领导的单一权力中心。他将积极
打造强势政府，主导议会，夯实政治
体制转型的成果。在总统就职仪式上，
埃尔多安表示要建立强大的议会和政
府。对于组建强大政府这样的目标，
埃尔多安面临的阻碍不多。在埃尔多
安公布的新政府名单中，许多关键职
62 CONTEMPORARY WORLD

二、继续打击境内外库尔德极端
主义和分离主义势力

南部和叙利亚北部等地区外，土耳其
还试图进一步扩大在伊拉克北部的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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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行动来实现上述目标。2018 年 6 月

大宏观经济调控，采取积极有效的经

不稳定、不安全和危机状态。三是欧

济和金融政策，推动经济发展。此外，

美对土耳其政治体制变革以及此次大

示，土耳其军事力量还会继续对库尔

埃尔多安实际上更加重视宏观经济的

选的反应消极，对埃尔多安再次当选

德工人党在伊拉克北部的基地进行空

增长。他一直支持低利率政策，力抓

总统后会将土耳其带向何处多持质疑

袭。与此同时，土耳其总理伊尔德勒

基础设施建设，借此推动国内生产总

态度。在埃尔多安总统就职仪式上，

17 日，埃尔多安在大选集会上明确表

姆也宣布，土耳其已经对伊拉克北部

值的高速增长。而从过去 16 年正发

坎迪尔的多处库尔德工人党据点进行

党的经济政策看，它还注重推动外向

展望未来，土耳其在地区问题上

了军事打击，并取得重大进展，控制

型经济发展，支持市场经济，重视外

会更加积极主动。埃尔多安在大选期

了一些重要区域。

国投资，支持私有化进程。因此，未

间表示，他将致力于推动地区友好关

三、加大对宏观经济的调控，解

来在推动市场经济发展的同时，埃尔

系发展，反对混乱和敌对 ；支持和平，

决经济难题，推动实现土耳其的百年

多安新政府可能根据现实需要，适当

反对冲突。他还反对美国承认耶路撒

梦想

增加对宏观经济的调控。

过去 16 年间，正发党政府领导
土耳其取得了巨大的经济成就，但是

四、与西方裂痕还会继续存在，
“向东看”态势趋于增强

西方大国领导人无一到场。

冷为以色列首都，并对以色列在 2018

年 5 月射杀抗议的巴勒斯坦民众表示
极度愤怒。不过，考虑到防范其他外

也面临不少挑战和难题。最主要的挑

自 1923 年建立共和国后，土耳

战在于“2023”百年目标实现的难度

其一直与美国和欧洲保持着特殊而密

需要，土耳其与西方大国仍会保持有

切的关系。冷战结束后以及正发党执

限度的紧张关系。

在增大。按照 2017 年土耳其的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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