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寰宇新聞

◆加拿大全國大選結果 22
日出爐，選前一度承認可能敗選

的現任總理特魯多所領導的加拿

大自由黨驚險贏得這次大選，但該

黨在國會下議院議席未能過半。

因此，儘管特魯多連任成功，但

將以少數黨政府繼續執政。與上

次加拿大全國大選結果相比，自

由黨這次獲得的議席減少了 30
席，但依然是國會第一大政黨；

保守黨增加了 24 席，仍然是國會

最大的在野黨。而「魁北克集團」

從上次 10 席增至 32 席，一舉成

為國會第三大政黨，未來角色相

當關鍵。

◆美國前副總統喬．拜登的

兒子亨特．拜登，在 2014 年被烏

克蘭最大的天然氣公司之一的布

里斯瑪控股公司（Burisma Hold-
ings）聘任為非執行董事，且從

2014 年 4 月到 2015 年 11 月這段

時間，亨特和他的合夥人德文．阿

徹（Devon Archer）分別每個月

都獲得 83333 美元「諮詢服務」費

用，而且「名銜夠強大」。路透社

報導稱，這項僱傭目的是為了保護

該控股公司「免於被起訴」。公

司創辦人茲洛切夫斯基曾因涉嫌

違反稅收、洗錢和貪腐，在烏克

蘭被調查，但在行賄後都不了了

之。烏克蘭檢察長 10 月初表示將

重啟調查。在 2014 年這段期間，

該控股公司還向由亨特和阿徹所

領導的羅斯蒙特塞內卡合夥人

（Rosemont Seneca Partners） 支

付了總共 340 萬美元。亨特這家

公司於 2013 年與中國銀行一起創

建了渤海華美基金，自稱擁有「獨

特的中美股權結構」，以及利潤

豐厚的「全球資源和網絡」。

◆南美洲國家中最富裕但貧

富懸殊的智利，幾天來街頭抗議

暴動騷亂升級，截至 21 日止已釀

7 人死亡，該國總統皮涅拉稱國家

進入戰爭狀態。這是自前總統皮

諾切特 1990 年結束專政、智利民

主化以來，經歷的最嚴重的社會

危機。這次智利嚴重社會危機的

導火線是政府宣布 10 月 6 日調漲

地鐵票價，高峰時段搭乘地鐵費

用高達約 1.17 美元，引發中學和

大學生率先發難抗議。抗爭隨後

漸趨暴力，首都聖地牙哥持續陷

入動盪，軍警朝在首都示威的群

眾發射催淚瓦斯和水砲。 19 日更

演變成更廣泛的示威行動，民眾

訴求延至要求改變智利的經濟模

式，解決社會不公等問題。

◆德國高齡 93 歲的前納粹

集中營警衛布魯諾 (Bruno D，化

名 )17 日在德國漢堡出庭接受審

訊，他遭控涉嫌謀殺 5230 人，若

罪名確立，將會被關牢房 10 年以

上。布魯諾是在 1944 加入納粹黨

衛隊，而後他在施圖特霍夫集中

營擔任警衛工作。在此期間他涉

嫌殺害了 5230 人，其中有 5000
人是因罹病得不到援助而死，有

200 人是遭氰化物毒殺，其他 30
人，則是被槍殺脖子而死。二戰

後，施圖特霍夫集中營經確認有

65000 人被殺，其中 70% 是猶太

人。警衛阻止囚犯逃離是大屠殺

的關鍵因素。而布魯諾自己也承

認知道毒氣室發生了甚麼事。布

魯諾狡辯他當時因心臟病無法上

戰場進而去當警衛，他別無選擇。

◆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

經濟學家羅伯特．席勒（Robert 
Shiller）認為，由美國總統川普

帶來的看漲效應，將使經濟衰退

延緩數年才到來。據CNBC報導，

席勒 18 日表示，川普總統正在創

造一種有利於強大消費的環境，這

是抵禦經濟衰退的主要力量，也是

有史以來最長的經濟擴張。行為金

融專家席勒認為，美國人仍在開心

的打開錢包在消費。席勒說：「我

認為大量的消費和川普總統激勵

人心的演講和政策有關。」不過席

勒強調，華爾街仍然存在不確定

性和風險。席勒是全世界最具影

響力的前 100 名經濟學家之一。

2013 年，因為對資產價格實證分

析方面的貢獻，席勒獲得諾貝爾

經濟學獎。他認為，在市場起飛

之前，川普總統需要克服彈劾調

查的挑戰。席勒說：「如果他倖免

於被彈劾，他可能會在一段時間

內為推動市場經濟做出貢獻……

我認為川普的政策對市場產生了

影響，這還不僅僅是減稅方面。」

美防長：帶敘利亞美軍返家  非無限期駐伊拉克
【看中國記者萬厚德綜合報導】美

國國防部長馬克‧埃斯珀（Mark 
Esper）週二（10月22日）表示，
華盛頓旨在將從敘利亞撤出的美軍

帶回美國，而不是讓他們無限期的

留在伊拉克。

美軍自敘轉進伊拉克

週一（21 日）早些時候，美

軍超過 100 台裝甲戰鬥車輛從敘

利亞的東北端越境進入伊拉克。

伊拉克軍方週二（10 月 22 日）

表示，作為從敘利亞撤軍的一部

分，進入伊拉克的美軍沒有逗留

的許可，只能過境。

美防長埃斯珀隨後於沙特空

軍基地說：「目的不是要無限期的

留在伊拉克，目的是將我們的士

兵撤出並最終將他們送回家。」

他說，有關美軍在伊拉克停

留多長時間的細節尚未確定，他

將在 23 日與伊拉克同行進行討

論。根據伊拉克與美國達成的協

議，美國目前有大約 5000 名軍人

部署在伊拉克。

美土達成停火五天協議

自敘利亞撤軍轉進伊拉克的

決定，使土耳其肆無忌憚的對庫

爾德自衛隊發動攻勢。多年來，

庫爾德自衛隊一直是美國與伊斯

蘭國作戰的盟友，也因此，川普

在做出決定後，旋即派出美國國

務卿蓬佩奧於近日隨同副總統彭

斯前往安卡拉與土耳其總統埃爾

多安斡旋停火五天，以協助庫爾

德族順利撤出土國劃出的 30 公里

安全帶。

蓬佩奧週日（10 月 20 日）表

示，自達成停火協議後，當地相當

少發生戰鬥，這將「拯救生命」，

但是美國需確保土耳其的停火承

諾得到執行。他還說：「美國政府

擊敗伊斯蘭國的行動將會繼續。」

批撤軍                     
美議員會川普轉而支持

至於批評撤軍最不遺餘力的

自家重量級共和黨聯邦參議員葛

蘭姆，21 日在接受福斯新聞網

（Fox News）訪問時立場丕變，

改口說他現在相信「歷史性的解

決方案」是可能的。他表示，在

19 日和川普對話後，燃起樂觀情

緒，認為能找到一個解決方案來

保證土耳其人和庫德族人安全，

並控制伊斯蘭國恐怖分子。

葛蘭姆表示，川普準備在國際

部隊占領的非軍事區上空動用美

國空中武力，協助確保拘押當地的

伊斯蘭國恐怖分子不會「脫逃」。

葛蘭姆也提到，他相信美國

和長期盟友庫德族部隊能聯手將

敘利亞油田現代化，並讓油田收

入流向庫德族人。葛蘭姆表示，

這項油田計畫顯示「川普總統的

思考跳脫傳統思維框架」。川普

21 日曾表示，一小部份駐敘美軍

「將保護油田」，不過最終都會將

他們帶回美國，實踐他 2016 年的

競選承諾。

葛蘭姆補充道：「期待美國能

持續與庫德族在東敘利亞為盟。」

約翰遜陷滑鐵盧   脫歐再觸礁
新協議：邊境問題交由北愛議會自行決定   國中之國仍成眾矢之的

【看中國記者聞天清／萬厚德綜合

報導】英國首相約翰遜21日爭取國
會及時批准通過脫歐協議的努力再

次受挫，下議院議長伯考（John 
Bercow）拒絕對脫歐協議進行投
票表決，因為前保守黨議員萊特

溫（Oliver Letwin）爵士上週六
（19日）提出修正動議獲得通過，
國會須擱置新脫歐協議先進行相關

立法。

超級星期六 約翰遜仆街
依據英國議會 9 月通過的《防

止無協議脫歐法》規定，最遲 10
月 19日 23 點前，如果議會沒有投

票通過任何與歐盟達成的協議，

或同意無協議脫歐，首相約翰遜

必須向歐盟請求將英國脫歐最後

期限再次延長，從 10 月 31 日延

長到 2020 年 1 月 31 日。

就在限期最後 48 小時，約翰

遜奇蹟般的與歐盟 18 日達成新協

議，他興致勃勃地要求議會於隔天

19 日的週六召開議事辯論，希望

能說服下議院投票表決通過新脫

歐協議，從而產生一次「具有重大

意義的表決」。他還把當天的議會

辯論冠以「超級星期六」。據英國

BBC 新聞報導，為了處理首相約

翰遜的新脫歐協議，這是依律週

末休會的英國國會自 1982 年「福

克蘭群島戰爭」37 年以來首次週

六開會議事。由於脫歐事關國家未

來，再次破例實也不為過。

根據當天的議程，下議院議

員先表決議員所提出的 3 個動議：

1、在沒有完成相關立法案前不批

准通過脫歐協議；2、要求從表決

脫歐協議改為表決是否取消英國

脫歐；3、否決約翰遜的脫歐協

議，提出新的脫歐時間以便提前

舉行英國大選。如果這 3 個動議

都沒有通過，才開始投票表決是

否批准約翰遜的脫歐協議。

但沒料到的是，下議院議員卻

以 322 比 306 票選擇支持萊特溫

爵士提出的第一項修正案動議，

即：所有必要的相關立法案必須

在英國脫歐之前獲得通過，否則

不投票批准脫歐協議。進而擱置

了約翰遜的新協議表決。畢竟，

談了近 40 個月的脫歐，卻要議員

們在短短 4 個小時對這份讓人一

頭霧水的新協議倉促做出決定，

實在也說不過去。蘇格蘭國家黨

（Scottish National Party）倫敦威

斯敏斯特區領導人布萊克福德呼

籲，約翰遜政府應支持國會對相

關立法案進行全面審查。

週一再戰 遭議長駁回
不死心的約翰遜，再次於 21

日要求議會就他的新協議進行投

票，卻遭到下議院議長伯考的駁

回。據英國 BBC 新聞報導，議長

伯考表示，前保守黨議員萊特溫

所提出的修正動議得到通過，下

議院再次對首相約翰遜的脫歐協

議進行辯論徒然浪費時間，只會

製造「重複與混亂」，因此，他否

決再度投票表決脫歐協議。

英國首相約翰遜發言人發表

聲明稱，首相約翰遜對議長伯考

的決定感到失望，「議長再次否

決了我們有機會實現英國人（脫

歐）的意願」。他表示，如果國

會議員嘗試修改與歐盟達成的新

脫歐協議，那麼約翰遜為首的英

國政府將不會針對脫歐協議進行

表決。發言人稱，有關英國脫歐

的談判已經拖延的太久了，約翰

遜首相已經與歐盟達成了一份非

常好的協議，他現在關注如何在

國會通過這份新協議。

寧死不屈？約翰遜恐低頭

儘管如此，誓言「寧願死在

溝裡，也不會去向歐盟乞求延期

脫歐」的約翰遜，還是只能遵照

英國法律，將國會早已擬好把脫

歐期限延後至明年 1 月 31 日的

延期公文，形式上的以影印方式

致函歐盟。不過，拉不下臉來的

約翰遜卻沒有在此公文信中留下

簽名，反而是在他緊接著發出的

另一封信函中簽名要求歐盟不要

理會前信，並請求歐盟不要考慮

同意延期脫歐。究竟是延還是不

延？前後矛盾又具官方權威的兩

封信，讓布魯塞爾全然墮入五里

霧中，也只能發布簡短聲明，表

示將等待英國政府的進一步澄清。

新協議了無新意                
反對依舊

實際上，約翰遜與歐盟達

成的新脫歐協議與前任首相梅

（Theresa May）的脫歐協議差

別不大，只是在爭議最大的愛爾

蘭邊境保障措施（Backstop）方

面做了妥協讓步。約翰遜所提出

有別於前首相梅伊的內容是：儘

管在法律上，北愛爾蘭應該與英

國本土一起脫歐，但過渡期間北

愛爾蘭仍將採取歐盟的單一市場

關稅法規。此間，普通人過境無

需接受行李檢查，對個人寄發有

限的物品也不會徵收關稅；對於

此前歐盟對農民的補貼，仍將由

英歐聯合出資維持。關鍵是，待

2020 年過渡期結束 4 年後（2025
年 1 月），北愛爾蘭議會在海關和

其他歐盟規則方面的有關規定條

款將具有表決權，也就是自己可

以決定脫歐後的邊境問題。

此外，英國官員與歐盟官員

雖均可進入北愛爾蘭的海關「入

境點」執行貨物監管作業，但一

旦發生爭議，歐盟官員能夠推翻

英國官員的決定。

增值稅部分，歐盟增值稅法將

適用於北愛爾蘭商品（但不適用於

服務）。不過在增值稅率上允許屬

於英國的北愛爾蘭，擁有與英國其

他地區的不同增值稅率（歐盟法律

通常是不允許這樣做的）。這也意

味著，北愛爾蘭對某些商品，可

能獲得與愛爾蘭共和國相同的增

值稅稅率，以阻止邊界兩側存在

不公平的貿易優勢。

此一方案雖維持了軟邊界的格

局，但「國中之國」的爭議依舊，

不但保守黨的盟友北愛爾蘭民主

聯盟黨議員不同意這種方案，在

野黨工黨等政黨都反對約翰遜的

新脫歐協議。自從 2017 年英國大

選之後，執政黨保守黨失去了英

國國會多數議席的優勢，因此，

作為盟友，北愛爾蘭的民主聯盟

黨的支持是至關重要的。此前，

政壇在約翰遜尚未當選首相時即

預料，依局勢與約翰遜的行事作

風，他表面態度再強硬，最終還

是會選擇妥協一途。

英國首相約翰遜在解說脫歐協議新草案內容。(Getty Image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