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決定白宮主人的搖擺州
州名（選舉人票數量）

奧巴馬最後防線
俄亥俄州（18）

威斯康星州（10）

艾奧瓦州（6）

佛羅里達州（29）

弗吉尼亞州（13）

北卡羅萊納州（15）

科羅拉多州（9）

新罕布什爾州（4）

內華達州（6）

羅姆尼最後一搏

賓夕法尼亞州（20）

密歇根州（16）、
明尼蘇達州（10）

整體情況

「得俄州者得天下」 的關鍵搖擺州

民主黨根據地，但羅姆尼搭檔瑞安是當地人

奧巴馬在該州發動草根攻勢佔優

勝負未定
最大的戰場州之一，可能會轉向支持羅姆尼

奧巴馬在上屆成為1964年以來首位在該州獲勝的民
主黨候選人，兩黨現時對該州都沒有把握

最有可能從支持民主黨轉向支持共和黨

在西部搖擺州中，羅最有機會打贏，奧則依靠女選民
和西裔選民

政治傾向上獨立的州

選情或已明朗
奧巴馬在西裔選民中擁有巨大優勢，並在提前投票
中領先

羅在整個競選都沒有怎麼理會賓州，但最後一天會
到該州拉票

民主黨大本營，但共和黨最近在這兩州發動猛烈攻勢

民調領先者（%）

奧巴馬（2.9%）

奧巴馬（5.4%）

奧巴馬（2.5%）

羅姆尼（1.4%）

羅姆尼（0.3%）

羅姆尼（3.8%）

奧巴馬（1%）

奧巴馬（1.8%）

奧巴馬（2.7%）

奧巴馬（4.6%）

奧巴馬（3.5%）

（法新社）

二〇一二年十一月五日 星期一A24國際新聞責任編輯：趙宇喬
美術編輯：田惠君

當天晚上，克林頓與奧巴馬在搖擺州弗
吉尼亞的布里斯托同台亮相，讓現場 2 萬 4
千民眾感到激動不已。

這位美國最受歡迎總統之一此前曾因為
妻子希拉里競選民主黨總統提名，而與奧巴
馬傳不和，如今他已成為奧巴馬最強有力的助選員，奧
巴馬陣營也希望借克林頓的經濟經驗拉抬選情。

選戰開跑以來，克林頓已經為奧巴馬站台 27 次，
奧巴馬在過去數天忙於指揮救災，分身乏術。克林頓肩
負起拉票的重任，積極到多個關鍵州出席競選活動。他
發表的演說比奧巴馬還要多，成為奧巴馬的首席助選大
員。

奧羅在搖擺州衝刺
克林頓將於星期日上午在新罕布什爾州再次與奧巴

馬同台亮相，同一天他還將到北卡羅來納州和明尼蘇達
州。在周一，即投票日前一天，奧巴馬陣營安排他赴賓
夕法尼亞州的匹茲堡和斯克蘭頓以及費城拉票。

從1日開始，奧巴馬的行程一連四天都圍繞搖擺州
俄亥俄州展開，可見該州的關鍵地位。他在3日又馬不
停蹄奔赴新罕布什爾州，與前民主黨總統克林頓一齊亮
相，還將在餘下的時間內奔赴佛羅里達、科羅拉多和俄
亥俄等州，然後於6日凌晨抵達威斯康星州。

因連續不斷在集會上發表演說，奧巴馬的聲音已變
得沙啞。他在弗吉尼亞州布里斯托市出席一次有2.4萬
人參加的集會時表示： 「我只是競選的道具。現在權力
已不再在我們手中。現在都要由你們來決定……權力已
在你們手中。」

羅姆尼顯然也感到這場較量在加速，也加緊在艾奧
瓦、俄亥俄和弗吉尼亞等州拉票。他最後還將前往賓夕
法尼亞州。雖然該州早已被視為奧巴馬的囊中物，但共
和黨最近在該州發動猛烈攻勢，希望羅姆尼仍有機會取
勝。

得罪汽車業 羅俄州落後
在距投票日只有最後一天之際，兩人的選情依然膠

着。兩人在全國性民意調查中仍不分伯仲。但最終決定
大選結果，並非候選人在全國獲得的票數，而是各州結
果的累加。根據 「贏者通吃」原則，奧巴馬在幾個戰場
州似乎處於較有利位置，有機會贏得連任。

美國全國廣播公司（NBC）與《華盛頓郵報》最
新的聯合調查顯示，兩人的全國支持率不相上下，都是
48%，但奧巴馬在俄亥俄州，以49%的支持率領先羅姆
尼的 47%。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CNN）／民意研究
公司（ORC International）民調也顯示，奧巴馬支持
率50%，羅姆尼為47%。上周其他3份民調也顯示，總
統在俄州處於領先。

俄州八分之一的工作與汽車業有關。羅姆尼在紓困
議題得罪汽車業顯然是奧巴馬致勝的利器。

奧巴馬支持運用政府資金援助通用汽車公司和佳士
拿集團，羅姆尼則提議這些汽車廠應該宣布破產，以尋
求民間資金注資。

美國最大汽車經銷商集團總裁傑克森表示，尋求私
人資本根本就是 「痴人說夢」。艾奧瓦州立大學政治學
教授施密特指出： 「要說這些汽車重鎮的選民會買羅姆
尼的帳，那是不合常理的。」歷史上，從未有共和黨總
統候選人在丟掉俄州之後，還能當選美國總統的例子。
因此，羅姆尼2日到俄州造勢時，終於打出選情 「告急
牌」，稱必須要拿下俄州才可獲勝。

同時，奧巴馬陣營又迎來最新好消息：艾奧瓦州大
報《得梅因紀事報》民調顯示，奧巴馬在該州領先羅姆
尼5%。奧巴馬在內華達州亦領先。以上三州，被稱為
奧巴馬的 「防火牆」，是他能否贏得連任的關鍵。

美國總統大選6日當天，選民除了選出下任總
統之外，還要針對172項州內事務的法案和提案進
行公投。議題內容包羅萬象，以下為其中部分：

●同性婚姻
同性婚姻在美國一直是火熱的關鍵議題，

但今年首次徵詢部分選民是否同意以法律認可
同性結婚的合法性。緬因州、馬里蘭州、華盛
頓州同性婚姻支持者人數佔優；而明尼蘇達州
則打算成為美國第31個禁止同性婚姻的州。

●大麻合法化
科羅拉多、俄勒岡和華盛頓州的選民，將

決定休閒時間服用大麻合法化的問題。阿肯色
、蒙大拿和麻省的選民，則對是否同意以醫藥
用途使用大麻進行表決。

●基因改造食品
加州將為食品標籤應註明是否內含基因改

造食材而投票。

●廢除死刑
加州將決定現在是否適合廢除死刑，全美

50州有17州已廢除死刑。

●挑戰奧巴馬醫保
奧巴馬的歷史性醫保改革，將在包括關鍵

搖擺州佛羅里達在內的5個州面臨考驗。

●墮胎限制
佛羅里達州選民將被問到，是否同意禁止

州政府補助墮胎，同時也禁止補助任何支付墮
胎費用的健康保險計劃。

蒙大拿州則要求選民同意，墮胎對象若不
滿16歲，醫生在手術前48小時若未取得患者家
長／監護人同意，不得開刀。

●州法大掃除
阿拉巴馬州州法中，仍有與校園種族隔離

制度的相關表述，以及早已不再執行的投票稅
條款。這些過時法令都須交由選民表決是否廢
除。 中央社

美大選兼公投 議題眾多

【本報記者黃曉敏紐約四日電】北美的夏令時於4
日結束，宣告冬天已經來到。隨着天氣越來越冷，飽受
「桑迪」颶風災難的美東地區，仍有230萬戶災民斷電

。可是天公不作美，氣象部門預報，一股新的強烈風暴
正在形成，未來幾天美東有可能降溫至零度，甚至可能
下雪。對於災民和政府救援部門來說，這無疑是雪上加
霜。

記者3日前往皇后區和布魯克林區受災比較嚴重的
地區採訪。只見路上車量稀少，許多加油站仍然關閉。
遠遠望去交通堵塞大排長龍的地方，一定是仍然營業的
少數加油站。

儘管當局已經釋放戰略儲備油，但杯水車薪。國防
部當天出動了五輛油罐車分布在紐約五個地方免費供油
，消息傳出後，各地汽車紛湧而至。在皇后區一個油站
，油罐車前排滿了約400多輛車。在布魯克林的一個供
油站，汽車司機不耐煩到大鳴喇叭，大聲喊叫和爭搶，
醜態畢現。紐約州長庫默呼籲讓緊急車輛和最需要的人
先加油，而且每人僅限 10 加侖，引起排隊民眾的不
滿。

長島居民劈椅當柴燒
前往肯尼迪機場的道路，警方在天黑後就禁止車輛

進入。一眼望去，漆黑黑的一片，只有警車頂上的燈在
黑暗中閃爍着。

曼哈頓至今還有100多萬戶沒有恢復電力。在史泰
登島，50 萬居民都在盡量設法保暖，民怨越來越大。
長島部分居民為了禦寒，已經把自家椅子劈成柴火
取暖。

停電、缺油、降溫，再加上寒風效應，紐約夜裡的
溫度已經降到零度以下，一些災民開始受凍。下周東北
地區將受到一股強大冬季風暴的侵襲，帶來強風暴雨，
甚至大雪。紐約市長彭博呼籲沒有電力和暖氣供應的民
眾，尤其是老弱婦孺，前往提供暖氣和食物的收容所避
寒。

寒流襲美東 救災雪上霜

民
主
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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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據路透社紐約 3 日消息：隨着選舉日
臨近，美國個別受超級風暴 「桑迪」吹襲遭遇停電或
水浸的州份，為了爭取 6 日的選舉順利舉行，包括讓
災民透過電郵或者傳真，或前往帳篷中投票。

受災嚴重的新澤西州宣告，任何因 「桑迪」吹襲
而導致失去家園的選民，將被視為海外選民，可以透
過傳真或電郵進行缺席投票。該州州長克里斯蒂表示
，已下令開放州政府辦公室，容許災民提前投票，而
尚未能恢復電力供應的投票站則供應紙張選票。

電力公司表示，紐約市和毗鄰韋斯特切斯特縣，
仍有70個票站沒有電力。當局計劃在選舉日架設帳篷
，讓選民投票。

紐約州法律規定，如果因災害 「直接導致」選民
的投票率不足25%，則容許各縣在原定投票日20天內
可擇日再進行投票。

【本報訊】據《星洲日報》伊利諾
伊州4日消息：美國國會兩院周二將換
血，儘管民主黨在卯足全力在全國催票
，但預料仍無法從共和黨手中奪回眾議
院的控制權，主要原因可能是奧巴馬總
統的家鄉伊利諾伊州民主黨表現將不盡
人意。

一些政治分析家指出，預料民主黨
在伊州可以從共和黨手上贏得3席，但
這可能並不足以讓該州民主黨重返聯邦
國會。

芝加哥德保羅大學的政治學教授梅
齊說： 「民主黨人無法攻下眾議院，
對他們而言，返回國會山莊的路太陡
了。」

他指出，民主黨要重新控制眾議院
，就須要增加 25 個席次。他預測，在
此次選舉中，民主黨在全國可爭奪5至
10 個議席，距取得多數議席還有一段
距離。

在美國人口最多的加利福尼亞州，
民主黨預料可奪5席。但在其他州屬，
民主黨要攻下共和黨人機會不高。

共和黨人在 2010 年的州選舉和州
長選舉中大有斬獲，他們便借機在北卡
羅來納等州重新劃分選區，使到民主黨
人處於劣勢。

災區可用電郵傳真投票

克林頓為奧克林頓為奧失聲失聲
肩負拉票重任肩負拉票重任 第第2727次站台次站台

【本報訊】綜合法新社、美聯
社、中央社4日消息：有 「超級助
選員」 之稱的美國前總統克林頓，
上周六以嘶啞的聲音，道出了民主
黨人從未想到會從他口中說出的話
， 「我為了我們的總統失聲了」 。

倒計時1天

▲美國總統奧巴馬▲美國總統奧巴馬33日在威斯康星州密爾沃基日在威斯康星州密爾沃基
拉票拉票 美聯社美聯社

▲共和黨候選人羅姆尼▲共和黨候選人羅姆尼33日在艾奧瓦州造勢日在艾奧瓦州造勢
法新社法新社

▼▼羅姆尼的支持者羅姆尼的支持者33日在科羅拉多州的拉日在科羅拉多州的拉
票活動上票活動上 路透社路透社

▶▶奧巴馬的支持者奧巴馬的支持者
33 日在威斯康星州日在威斯康星州
的拉票活動上的拉票活動上

法新社法新社

▲新澤西州政府3日在網站上公布，災民可用電郵
或傳真投票 互聯網

▲俄亥俄州選民3日在票站提前投票
路透社

▲紐約史泰登島居民3日在油站前排隊
路透社

▲前總統克林頓3日在弗吉尼亞州幫奧巴馬造
勢 美聯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