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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智利总统大选追踪（一）

作为第一个同中国建交、第一个承认中国完全市场经济地位以及第一个与中国

签订自贸协定的拉美国家，智利对于我国与拉美地区沟通与合作具有非常重要的战

略意义。毫无疑问，智利总统的更迭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智利对华态度和政策，也

将影响中智关系的未来发展，因此，今年总统大选以及新政府对华的政治倾向尤其

值得关注。

2021年11月21日，智利将举行新一届总统大选。根据大选流程，若无候选人在

第一轮投票中获得一半以上的票数，得票最多的两位候选人将进入12月19日的第二

轮选举。各政治联盟于7月18日进行了初选。但较早前仅有执政联盟“智利前进”

(Chile Vamos) 与反对派联盟“赞成尊严” (Apruebo Dignidad) 在规定时限内向智利

选举委员会 (Servel) 正式提交了参加总统初选的人员名单，因此只有这两个联盟将

通过初选确定最终候选人。

基于此，广外高研院将组织西语学院团队对今年智利总统大选的情况进行系统

跟踪和研究，共分为四期。第一期将对热门总统候选人进行大致的背景介绍，并透

过“制宪会议”选举分析当今智利政治生态与总统大选基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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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2021 年智利总统候选人名单

联盟 党派 候选人

智利前进

(Chile Vamos)
执政联盟

中右翼及右翼

民族革新党 (RN) 马里奥·代博尔德

(Mario Desbordes)民主独立地方主义党 (PRI)

政治进化党 (EVO) 伊格纳西奥·布里奥内斯

(Ignacio Briones)

独立民主联盟 (UDI) 华金·拉文

(Joaquín Lavín)

无党派人士 (IND) 塞巴斯蒂安·西切尔

(Sebastián Sichel)

制宪联盟

(Unidad
Constituyente)
反对派联盟

中间派及中左翼

基督教民主党 (PDC) 雅斯娜·普罗沃斯特（待定）

(Yasna Provoste)

争取民主党 (PPD)
保拉·纳尔瓦埃斯

(Paula Narváez)智利社会党 (PS)

新政党 (NT)

智利激进党 (PR) 卡洛斯·马尔多纳多

(Carlos Maldonado)

赞成尊严

(Apruebo
Dignidad)
反对派联盟

左翼

智利共产党 (PCCh) 丹尼尔·哈杜埃

(Daniel Jadue)

广泛阵

线联盟

(Frente
Amplio)

社会汇合党 (CS)
民主革命党 (RD)
联合运动 (Unir)
公共力量 (FC)
公众 (COM)

加布里埃尔·博里奇

(Gabriel Boric)

未联盟

反对派党

智利人道主义党 (PH)
左翼

帕梅拉·希勒斯

(Pamela Jiles)
共和党 (PLR)

右翼

何塞·安东尼奥·卡斯特

(José Antonio Kast)

二、最新民调

关于选民对于总统候选人的支持情况，本文选取智利两家权威的民调公司数据

作为参考，总结出一些共性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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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总统候选人的支持率（Criteria：2020年5月至2021年5月）

数据来源：作者根据Criteria公司的线上调研数据绘制。

图2.总统候选人的支持率（Activa：2020年5月下旬至2021年5月下旬）

数据来源：作者根据Activa公司的线上调研数据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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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张折线图能直观地反映出目前获得支持率较高的三位候选人分别为：智利共产

党的丹尼尔·哈杜埃、独立民主联盟的华金·拉文以及智利人道主义党的帕梅

拉·希勒斯。

哈杜埃的民众支持率相对于后两者趋于稳定，一直以来都保持着较高的支持

率和相对正面的评价。

 2020年，拉文的支持率远高于其他候选人，2021年，其领先优势有所减少。

不过，尽管拉文的民众支持率整体呈现下滑趋势，但总体而言，他依然具有较大竞

争力。

希勒斯在2020年初期获得的支持率并不高，但后期他的支持率大幅提升。虽

然最新的民调结果显示，希勒斯的支持率有所波动，但她之后的政治表现和民众支

持率仍值得关注。

除了上述三位候选人外，与拉文同属“智利前进”联盟的无党派人士塞巴斯蒂

安·西切尔，以及共和党的何塞·安东尼奥·卡斯特同样值得关注。西切尔和卡斯

特在民意调查中的支持率紧随前三者之后，有着较好的民意基础，因此不排除他们

后期发力赶超的可能性。

另外还值得关注的是“制宪联盟”中的雅斯娜·普罗沃斯特。起初基督教民主

党的候选人为希梅纳·林孔 (Ximena Rincón)，但迫于各方面压力，林孔在5月决定

退出总统选举，于是该党派希望普罗沃斯特能代替林孔。虽然普罗沃斯特尚未决定

是否参选，但最新的调查报告都显示，她的民众支持率在近两个月内有明显的上升。

此外，智利另一家民调机构Cadem的报告也表明，民众对普罗沃斯特作的认可度高达

57%，高于其他所有的总统候选人。因此，如果普罗沃斯特正式决定参与竞选，其前

景相当乐观。

三、热门总统候选人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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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丹尼尔·哈杜埃 (Daniel Jadue)

哈杜埃于1967年出生在圣地亚哥，是智利共产党员。2021年5月以压倒性优势第

三次当选雷科莱塔市市长。

哈杜埃接受过城市管理的专业教育，其职业轨迹与地方发展管理以及地方政府

有着密切关联。他关注拉丁美洲城市的生活质量、性别、青少年犯罪、就业以及贫

困问题，并在国际研讨会上提出了应对方案。哈杜埃还担任了社会文化发展中心——

琴巴 (La Chimba) 的主席职务，该中心注重民众教育、法律援助、环境的可持续发

展等问题。

 华金·拉文 (Joaquín Lavín)

华金·拉文于1953年出生在圣地亚哥，是智利经济学家和独立民主联盟党派成

员，曾在国内外深造，主修经济学。

1992年，拉文首次当选拉斯孔德斯市市长。四年后，他击败中左翼政治人物米

歇尔·巴切莱特 (Michelle Bachelet)，连任市长一职。此后，他两次参与总统竞选均

铩羽而归。2010年，皮涅拉政府任命拉文为教育部部长。就职期间，他对智利教育

体系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但他的改革措施备受争议，学生群体为此发起抗议活动，

使得拉文的支持率有所下降。2021年6月，拉文卸任拉斯孔德斯市市长，全力投入总

统竞选活动中。

 帕梅拉·希勒斯 (Pamela Jiles)

希勒斯于1960年出生在圣地亚哥，是智利记者、作家和人道主义政党的成员，

现担任圣地亚哥首都大区第十二区众议员一职。

希勒斯出版过的书籍的题材主要为犯罪、智利女性、性别等等。她曾于2009年

宣称要竞选总统，获得了举国男女平等主义者、支持多元性别团体以及青少年们的

大力支持，但在同年11月她放弃了选举。希勒斯也是2021年1月通过的智利提取养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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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重振经济项目的主要推动者之一，这是促使其民众支持率在2021年初逐步上升的

原因之一。

 塞巴斯蒂安·西切尔 (Sebastián Sichel)

西切尔于1977年出生在圣地亚哥，是智利政治家、律师，现以无党派人士身份

与拉文同在执政联盟中竞选总统职位。他出身极其贫寒，通过自身努力进入高等学

府主修法律。

2018年，西切尔在皮涅拉政府时期担任生产促进局 (Corfo) 副执行长一职。2019

年至2020年6月，西切尔任智利家庭与社会发展部部长。2020年6月至2020年12月，

西切尔担任智利国家银行 (Banco Estado) 主席。西切尔努力向上的人生经历赢得了

不少民众的赞扬与支持。智利民调机构Cadem在2020年5月的民调结果显示，西切尔

在就任家庭与社会发展部部长时，他是政府成员中获得评价最高的。但尽管如此，

西切尔在其政治联盟中所获的支持并不多。

 何塞·安东尼奥·卡斯特 (José Antonio Kast)

卡斯特于1966年出生在圣地亚哥，是一名律师及政治家。他是智利共和党的创

始人之一和首任主席。

卡斯特曾在智利天主教大学学习法律。2017年，他以无党派人士的身份竞选总

统，但仅获得了7.93%的选票。次年，卡斯特建立了“共和行动”运动 (Movimiento

“Acción Republicana”)，该运动便是智利共和党的前身。

许多分析员将智利共和党视为极端右翼政党，但是卡斯特本人对此并不认可。

他承认自己属于右翼，但绝不是极右主义人士。卡斯特不支持堕胎法，也不认同同

性婚姻，因为在卡斯特看来，家庭观念很重要，他想建立一个重视家庭价值的社会。

目前卡斯特认为，中国正在快速发展与进步，并最终会走向民主。

雅斯娜·普罗沃斯特 (Yasna Provos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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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斯娜·普罗沃斯特于1969年出生在阿塔卡马大区瓦斯科省，她有着印第安人

的血统，是一名体育教师及基督教民主党成员。自2021年3月起，她开始担任参议院

主席一职，此外，她还是阿塔卡马大区第四选区的参议员。

在爱德华多·弗雷·鲁伊斯-塔格莱 (Eduardo Frei Ruiz-Tagle) 执政期间，普罗

沃斯特先后担任国家妇女服务组织的阿塔卡马大区区域负责人和瓦斯科省省长。在

拉戈斯执政期间，普罗沃斯特再次被任命为瓦斯科省省长，之后又先后担任阿塔卡

马大区区长和计划部部长。在巴切莱特执政期间，她被任命为教育部部长。

四、智利政党政局: “制宪会议”选举或成总统大选风向标

2021年5月15日至5月16日，智利举行了“制宪会议”(Convención Constituyente)

代表选举，通过该会议将产生新宪法，将决定智利未来数十年的发展道路。本次“制

宪会议”选举之所以值得特别关注，是因为其结果反映了最新的智利政治动态：传

统的政治力量面临多重挑战，民众信任度明显下降；新兴的政治力量挺进，左翼党

派及独立候选人赢得民心。这些趋势或将延续至2021年年底的总统大选，成为智利

总统选举的风向标。

1. 传统政党面临多重挑战，民众信任度下降

2019年10月，以首都圣地亚哥的公共交通系统票价上涨为导火索，智利多地爆

发大规模的抗议示威活动，最终导致政府对示威者的修宪诉求让步。因此，自2019

年智利社会大爆发起，再加上政府抗疫不力，执政党的民意支持率不断下降。根据

Cadem的最新数据，当前智利民众对皮涅拉政府的反对率高达76%，认可度仅为16%。

民众对现政府的高反对率转化为“制宪会议”选举中右翼政党的失败苦果：皮

涅拉所在的右翼联盟仅获得155个席位中的37席。虽然与其他联盟相比，右翼联盟所

占席位最多，但由于未能获得三分之一的席位而丧失了修宪过程中否决条款的权力。

右翼政治力量公开承认了本次“制宪会议”选举的失败，并承诺会对此进行深刻反

思，跟上人民诉求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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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执政联盟，在本次选举中失利的传统政治力量还有智利社会党领导的中左

翼势力。中左翼“争取民主联盟” (Concertación de Partidos por la Democracia) 是在

智利民主化后的主要执政势力。但在本次选举中，这一传统政党力量同样遭受重挫，

所得席位少于其他政治联盟。

惨淡的选举结果只是这一传统左派力量处境的缩影。虽然智利社会党不断寻求

选举联盟多元化，然而，随着联盟内部分歧加深，该党与共产党割裂，选举空间不

断遭到压缩。如今，该国左翼力量分化成“制宪联盟”和反建制的“赞成尊严”联

盟，且目前为止两大联盟似乎仍无法达成选举共识。从本次“制宪会议”代表选举

来看，新兴左翼的强势充分体现出传统政治力量在当今智利民众心目中的地位不断

下降，很难保证这一取向不会延续到年底的总统大选中。如果左翼力量之间无法弥

合分歧，传统中左翼势力的选举前景无疑会相对黯淡。

2. 新兴政治力量挺进，左翼党派及独立候选人大胜

在此次“制宪会议”代表的选举中，由智利共产党与“广泛阵线”联盟组成的

左翼联盟“赞成尊严”以及独立候选人大胜。“赞成尊严”联盟斩获了28个席位，

独立候选人更是夺得48席，成为“制宪会议”中的最大力量。

除此之外，在同时举行的地方选举中，左翼党派也打了漂亮的一战。智利共产

党的伊拉西·哈斯勒 (Irací Hassler) 打败属于右翼党派的现任圣地亚哥市市长费利

佩·亚历山德里 (Felipe Alessandri)，成功获选该市市长。圣地亚哥市是全国最具政

治意义的城市，此前共产党人从未赢得过该市的执政权。因此，哈斯勒的当选对智

利共产党来说是巨大的胜利。此外，同属智利共产党的哈杜埃在此次选举中以高票

连任雷科莱塔市市长，为他之后的总统选举营造了有利的政治气氛。而“广泛阵线”

联盟也夺得多个区、市长的重要政治职位，这同样将有利于该联盟的总统候选人博

里奇的选举。

可以说，在近期的三级选举中，新兴政治力量给传统政党带来了强有力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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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总统大选中，“赞成尊严”联盟绝对不容忽视。

结 语

此次“制宪会议”代表选举及地方选举结束后，更大的悬念和更多的目光都落

在了数月后的总统大选上。从历史上看，智利的市政选举就是总统大选的前奏和民

众政治偏好的“测温计”。毋庸置疑，此次选举反映了智利民众对现有政治制度以

及传统政治力量的拒绝与反抗，以往的二元政治格局已被打破。

但尽管民众对右翼执政联盟的信任度不断下降，多家民调机构的数据报告显示，

“智利前进”联盟中的总统候选人拉文的民众支持率仍处于领先地位。此外，虽然

左翼政党都在这次“制宪会议”代表的选举中为其总统候选人营造了良好的政治氛

围，但是哈杜埃和博里克还是在7月18日的初选中进行了一番较量。因此，智利的总

统大选仍笼罩在一团迷雾中，大局仍未明朗。（作者：钟佳芮，赵僖，陈星）

智库观点荟萃

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

拜登可能放弃对华惩罚性关税但脱钩将继续

与特朗普相比，拜登政府的不同之处将体现于战术而非目标。

就中国而言，拜登在产业补贴、国有企业和强制技术转让方面面临着类似的挑

战。他将试图通过联盟驱动式外交（而非单边关税）让各国携手解决这些问题。目

前，由于公众和国会中强烈的反华情绪，拜登的回旋余地有限。与国家安全相关的

限制将继续存在，但如果中国做出让步，关税可能最终会被取消。与此同时，脱钩

将继续进行。CSIS认为，推动脱钩的不是拜登，而是“中国的外交政策以及中国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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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人的香港政策和新疆人权问题”。

当前的趋势下，人们热衷于讨论美国的贸易政策如何减少不平等以及支持美国

工人。产业回流将是最大的争论点。拜登的“重建更美好世界”倡议建议对回流美

国的公司采取税收奖励政策，而对不回流美国的公司实施一定的惩罚。拜登的意图

是增加国内的优势，并将制造业的工作岗位带回美国。尽管现在预测最终结果还为

时过早，但如果这一政策成功了，可能会迫使全球供应链进行重大调整，并改变美

国企业的经营方式。

链接：https://www.csis.org/analysis/looking-biden-trade-policy

澳大利亚国际事务研究所：

俄罗斯能源安全威胁澳大利亚后院

澳大利亚国际事务研究所认为，俄罗斯在亚洲的能源战略对澳大利亚产生了一

系列影响，澳大利亚政府应该密切关注俄罗斯北海航道（Northern Sea Route，以下简

称NSR）的发展。俄罗斯新能源战略的一个关键组成部分是为亚洲建立新的全球能源

走廊。这对澳大利亚将产生重大影响。亚太地区目前依靠马六甲海峡运输货物和大

部分能源，而这条航道拥挤、安全性差、耗时长等因素都导致运输成本增加。俄罗

斯的NSR目前每年可以有三到四个月支持通往亚洲的航道，而对通往欧洲的航道则可

以全年支持。在未来几年，NSR可以全面实现全年通航。NSR对全球能源走廊的重新

定位最终将使澳大利亚成为一个成本高昂的进出口市场。为了确保国家的能源安全，

澳大利亚需要减少对外国能源供应的过度依赖。在出口方面，澳大利亚必须在亚太

市场方面进行创新。

链接：

https://www.internationalaffairs.org.au/australianoutlook/fuelling-competition-russias-ener

gy-security-threat-in-australias-backyard/

https://www.csis.org/analysis/looking-biden-trade-policy
https://www.internationalaffairs.org.au/australianoutlook/fuelling-competition-russias-energy-security-threat-in-australias-backyard/
https://www.internationalaffairs.org.au/australianoutlook/fuelling-competition-russias-energy-security-threat-in-australias-backy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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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G7向何处去？

在经历了2014年的重组后，七国集团将有可能更好地促进集体行动。对外关系

委员会（CFR）的Stewart M.Patrick称，没有了俄罗斯，这个组织更“志同道合，能

力更强”，既有共同的利益，也有共同的价值观。然而，特朗普在一系列问题上挑

战了G7的团结，其中包括贸易和气候问题，他认为这些盟友利用了美国。此外，中

国的崛起也给G7带来了挑战。

在布鲁塞尔的北约峰会上，特朗普批评德国的贸易顺差，并威胁要阻止美国进

口德国汽车，这引发了德国总理默克尔的愤怒。欧洲盟国无法确定特朗普在北约问

题上的立场，此前特朗普还指责这些国家在国防上投入不够，还不怎么支持北约的

共同防御条款。

许多分析者还认为，G20的权力和声望已经超过了G7。包括巴西、中国、印度、

墨西哥和南非在内的新兴大国都属于G20，俄罗斯也是G20的成员。G20成员国约占

全球GDP的80%，占世界人口的五分之三。

如今，G7可能会在拜登的外交政策中占据重要地位，但拜登承诺的“面向中产

阶级的外交政策”可能会造成更多摩擦。“这是G7所有国家中产阶级的外交政策，

还是美国中产阶级的外交政策？美国将如何在两者之间取得平衡？是选择融入全球

经济、塑造全球规则，还是确保美国公司和美国公民获得最有利的竞争地位？”

链接：https://www.cfr.org/backgrounder/where-g7-headed

新西兰国际事务研究所：拜登-普京峰会：管理期望

白宫在宣布此次美俄峰会时表示，峰会的目的是“恢复美俄关系的可预测性和

稳定性”。克里姆林宫方面表示，两国领导人将“讨论双边关系的现状和前景、战

略稳定问题，以及当前国际议程上的一些问题，包括在抗击新冠病毒大流行和解决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国别和区域高等研究院简报

12

地区冲突方面的合作。这些有限的目标反映了两国关系急剧恶化的程度。为了实现

美俄关系更大的稳定性和可预测性，需要缓冲机制来管理双边关系，并在未来出现

分歧时避免影响扩大。这些机制包括进行高级别对话的有效渠道。

链接：https://www.nziia.org.nz/Biden-Putin-summit-Managing-expectations.aspx

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

美国是时候和非洲建立新型伙伴关系了

拜登政府有机会与非洲国家发展更有效、更灵活的经济伙伴关系。美国应巩固

和支持非洲在建立一个更具活力的一体化市场方面取得的成就，包括非洲大陆自由

贸易区协定（AfCFTA），同时消除美国公司相对于欧洲和其他公司的竞争劣势，这

样可以增强美国与非洲进行更具战略意义的接触的能力。而这将需要完成一个过渡，

即从作为美国与非洲经济交往核心的单边贸易优惠计划《非洲增长与机会法案》

（AGOA）真正过渡到一套更互惠的贸易和投资安排。这也意味着更好地将美国对非

的贸易政策与更广泛的战略政治和经济接触结合起来，使之更加连贯和成功。

链接：https://www.csis.org/analysis/its-time-new-economic-partnership-afri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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