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寰宇新聞

◆美國加州大火持續燃燒，

川普總統 3 日發推文，批評加

州州長紐森，對森林管理不當。

川普多次指出，加州現行的環保

政策，限制林木砍伐，為野火蔓

延提供燃料，加劇了災害的嚴

重性。而這些近乎偏執的政策源

頭，則肇因於加州的極端環保團

體思維。據法廣報導指出，加州

野火頻仍，除了天氣乾旱外，最

大的原因就是電力公司野外輸電

線被強風吹斷，引燃電線下面的

枯樹雜草。加州的公共政策專家

早就提出一個最簡單有效的辦

法，就是將電線下面的枯樹雜草

清理掉，同時開闢森林間，以及

與住宅區間的防火巷，定期清除

雜木，避免火勢蔓延。但建議不

被州長採納，因為這一建議遭環

保團體的反對，理由是『大自然

的一草一木都不許動』。在州長

眼裡，專家代表個人，環保團體

代表民意。總統川普 3 日發推文

表示，州長紐森應對加州大火負

責，他在森林管理上無所作為。

川普政府已快速批准加州 7 項

救援請求，但是州長紐森並不領

情，不但不認同前述有關林地管

理缺失的說法，還將大火歸咎氣

候變遷，並藉此批評川普的環境

政策治標不治本。

◆印度 4日正式宣布，基於

保護本國服務業勞工和農民，決

定不加入《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

協定》（RCEP）。這使得其他 15

個成員國只能放棄今年簽署歷史

性貿易協定的計畫，也讓中共大

力推動的 RCEP 遭到一大打擊。

印度拒絕加入，主因是該國與中

國之間存在著巨額貿易逆差，因

此印度希望於協議中可以獲得更

多保障，並拒絕讓步。至於東盟

國家或 RCEP 成員國也相當擔

憂，在美中貿易戰背景下，如果

放開了國內市場，將會讓龐大的

剩餘中國出口蜂擁而至，這將對

自己國內產業造成致命的衝擊。

◆塞爾維亞對俄羅斯空防系

統感興趣，並在上週一場防禦演

習中，部署了俄制 S-400 飛彈系

統和盔甲（Pantsir）高射炮和導

彈系統。美國特使巴默警告貝爾

格勒當局，在購買俄羅斯設備方

面須小心謹慎。此前儘管北大西

洋公約組織夥伴強力反對，這類

系統已部署在敘利亞境內，土耳

其也已向俄羅斯下訂。塞爾維亞

在歷史上與俄羅斯關係密切，在

棘手的科索沃問題方面，也獲俄

羅斯支持，且都信奉東正教。與

塞爾維亞同屬前南斯拉夫聯邦共

和國的蒙特內哥羅在 2017 年加入

北約，令俄羅斯大為不滿，因此

亟欲在這個地區保有影響力。

◆德國內政部長繼德國出現

強烈批評之聲後，與外交部長商

定，將收緊對 5G 建設的安全規

定，並表示將不會滿足於只對各

部件進行技術審核和要求供貨商

提供可信度書面聲明。這可能意

味著實際上將禁止中國華為參與

德國 5G 建設。雙方協定，將利用

計畫中的安全和電信法改革，設

置對 5G 建設者可信度進行政治

評估的機制。德國情報局局長在

10 月 29 日的聯邦議會聽證會上

警告說，華為不可信賴，因為作

為國有企業，華為對中國共產黨

具有很大的依賴性。

◆土耳其內政部長 2日表示，

土耳其將把抓獲的 ISIS 恐怖組織

外國成員按照原籍遣返，並批評歐

洲國家在對待本國 ISIS 囚犯問題

上無所作為。多數的歐洲國家拒

絕將本國的「聖戰者」引渡回國受

審，甚至在將他們未成年的孩子

送回國的問題上，都存在巨大爭

議。此前有報導稱，包括法國等

歐洲國家，更願意將這些被押的

本國 ISIS 分子，送到敘利亞鄰國

伊拉克受審，而在伊拉克恐怖主

義屬於可判死刑的罪名之一。

美正式退出《 巴黎協議 》 川普：協議存在嚴重缺陷

【看中國記者文可伊綜合報導】

美國國務卿蓬佩奧11月4日通過推
特宣布，美國正式退出《巴黎協

議》。退出程序需時一年，若過程

順利，美國將於明年的11月4日正
式退出。

蓬佩奧指出，美國在減少氣

體排放量、增強抵禦能力、增長

經濟，以及確保為公民的能源提

供方面的成績感到自豪，「我們的

模型是實際而務實的。」

川普政府表示，已正式啟動

退出《巴黎氣候協議》的程序，退

出程序需時一年。這意味著，若

一切順利，那美國將於 2020 年

11 月 4 日、美國總大選投票日後

的第二天正式退出。這項協議由

美國前總統奧巴馬簽署。川普上

任後，多次對協議表示質疑，揚

言退出。他認為這項協議將加重

美國經濟負擔，對美國不公。

根據《巴黎協議》，到 2025
年之前，先進國家每年要向發展

中國家提供 1000 億美元的援助，

協助他們改進能源結構和技術發

展。而在 100 多個簽署國中，美

國每年要承擔 75% 的費用，即

750 億美元，川普認為，這會給

美國帶來沉重的經濟負擔。

此外，《巴黎協議》對各國的

減排要求有區別，川普認為這樣

並不公平，例如：在協議下，最大

碳排放國中國可以增加碳排放 13
年，在這 13 年裡不受減排約束，

而美國就不行。同樣是氣候協議的

參與國，美國須努力減排，而中國

和印度兩國卻可以增加排放量，

這會導致美國失去工業競爭力。

川普認為，作為協議簽署

國，美國為協議付出巨大代價，

卻看不見前景。川普曾說：「我認

為這是一個騙局，很多人會利用

它來賺錢。」川普說，中國作為

全球最大的汙染國，正在「吃我

們的午餐」，協議讓中國無須減

排，卻要求美國這麼做。

川普 9 月時在推特上表示，

存在嚴重缺陷的《巴黎氣候協議》

保護汙染環境者，傷害美國人，

並（讓美國人）花費大量財富。

他還強調：「這在我的管治下，不

會發生 。」

世界上最大的用戶貢獻資料庫

Numbeo 的數據顯示，中國 2017
年的空氣汙染指數是 88.96，印度

是 76.53，而美國的則是 31.19。
早在 2017 年，美國宣布決

定退出氣候協議時，中共外交部

卻迅速做出反應，表示堅定履行

協議承諾，致力保護氣候。為何

中共如此反應？德國之聲引述《法

蘭克福匯報》報導稱，這是因為，

《巴黎氣候協議》不會給中共帶來

任何損失，因為中國可以到 2030
年才開始減少排放量。

其次，氣候保護對於中國來說

也是商機。《金融時報》曾報導，

中共是打算把其作為最大清潔能源

技術製造國的地位，而且，美國的

退出，正好讓中共有機會追求世界

主導地位。

《巴黎協議》由 195 個成員國

於2015年聯合國氣候峰會上簽署。

川普：彈劾反促共和黨團結
眾院前議長：單一黨派彈劾調查投票分裂國家  是佩洛西巨大戰略失敗

【看中國記者文可伊綜合報導】美

眾議院在10月31日投票正式通過對
川普總統的彈劾調查程序。美國總

統川普強調，彈劾程序形同「攻擊

民主本身」，但也讓共和黨達到前

所未有的團結，他現在黨內的支持

率達95%。他也認為，舉報人的
身分應該公開，原因是對方的爆料

「錯得離譜」。

證詞離譜            
川普：應揭露舉報人

川普在一則推文上說：「舉報

人的證詞錯得很離譜，他必須站

出來。」他也說：「假新聞媒體知

道他是誰，但是作為民主黨的一

份子，他們不想透露他的身分，

因為這會帶來極為嚴重的後果。

揭露舉報人並結束彈劾惡作劇！」

川普於 11 月 3 日（週日）在

白宮外表示，有媒體報導，這名舉

報人是「奧巴馬的人」、「很討厭

川普」。他也說，這名舉報人的

爆料「非常不正確」，他講的是一

個「虛假的故事」，因此認為舉報

人的身分應該被公開。他在 4 日

的一則推文也說，在電話通話過

程中，有很多人聽了他與烏克蘭總

統的通話。「我從未聽到過任何投

訴。原因是，這是完全適當（的通

話），我說是完美的。」「共和黨

人從來沒有像現在這樣團結過，我

的共和黨支持率現在是 95%！」

拒絕詢問                      
舉報人僅做書面答覆

共和黨人認為，在民主黨領

導的眾議院進行彈劾調查，對他

們和川普都是不公平的，而且他

們被限制不可詢問證人。

對此，匿名舉報人的代表律

師馬克．扎伊德向眾議院情報委

員會首席共和黨議員德文．努內斯

（Devin Nunes）提出了一項提議：

舉報人同意，將會在宣誓和偽證處

罰下，以書面回答眾議院共和黨人

的問題。他補充說，舉報人唯一會

拒絕回答的問題是有關他身分的

問題。該委員會是聆聽彈劾調查證

詞的其中一個委員會。

媒體報導稱，舉報者是曾在

白宮工作的中央情報局官員。舉

報人透露，川普在 7 月 25 日與

烏克蘭總統澤倫斯基的電話通話

中，要求後者調查 2020 年民主黨

總統候選人拜登和他的兒子亨特

是否涉嫌腐敗。

民主黨控制的眾議院領導人

預計在未來幾週內開始公開聽證。

前議長：                   
佩洛西巨大的戰略失敗

針對該項彈劾案，前美國眾議

院議長紐特．金里奇（Newt Gin-
grich）2日發文狠批，於萬聖節舉

行的彈劾調查投票對眾議院議長

南希．佩洛西（Nancy Pelosi）來

說，是巨大的戰略失敗。

金里奇在福克斯新聞上發表

評論文章，引述了佩洛西 7 個月

前在接受《華盛頓郵報》的採訪時

承認，單一黨派的彈劾調查投票是

錯誤和危險的：「我不贊同彈劾調

查。我從沒有對任何新聞界人士

說過這個問題，但是你問了這個

問題之後，我一直在思考，彈劾

會對這個國家造成分裂，除非令

人信服、或壓倒性的兩黨議員的

同意，否則我不認為我們應該走這

條路，因為它會分裂整個國家。」

報導指出，有兩名民主黨籍

眾議院議員投票反對啟動彈劾程

序，並公開指彈劾總統將造成國

家分裂，這與金里奇的看法一致。

另根據《華盛頓郵報》和美國

廣播公司（ABC）公布的最新民

調顯示，受訪的美國民眾在是否

彈劾川普並將他去職的問題上，

已經產生嚴重的分歧。 1 日公布

的民調顯示，贊成與不贊成的比

例分別是 49% 與 47%，而在黨籍

的交叉比對下，均呈現十分兩極

化的結果。

金里奇表示，若按照佩洛西

之前的這項言論，那 10 月 31 日

的那場投票是「一場可怕的失

敗」，因為眾議院的這場投票是

「徹底的黨派投票」，幾乎所有的

民主黨人投了贊成票（只有兩名

民主黨議員投反對票），而完全沒

有共和黨人投贊成票。

淪為「黨派的小丑表演」

「連月來的洩密事件、秘密調

查、媒體歇斯底里的報導和大批

證人作證，仍未能讓一名共和黨

人投贊成票。」他說，就連所謂的

「舉報人」也已經「淪為一種潛在

的責任」，民主黨人現在正在談

論不要讓他作證。

他也說，參議院共和黨人一

直被眾議院民主黨人拒於門外，

以至共和黨人、內布拉斯加州參

議員本．薩斯（Ben Sasse）稱，這

是一場「黨派的小丑表演」。

金里奇舉例，1998 年時任眾

議院議長的他，所發起的克林頓

彈劾調查案，31 名民主黨人和共

和黨人投票贊成對當時的美國總

統克林頓進行彈劾，當時的眾議

院兩黨都有議員投贊成票。

金里奇說，美國人能理解公正

和不公正程序之間的區別。當年

雜誌《經濟學人》/YouGov 的民

意調查顯示，有 49% 接受民意調

查的美國人認為對克林頓的彈劾

調查是公平的，只有 25% 的人認

為不公平。民調也顯示，55% 的

人認為，對克林頓的彈劾調查並

非一場政變。

「相比之下，佩洛西則進行了

一場『完全黨派、秘密和單方面

的女巫狩獵活動』，共和黨人和

許多獨立人士普遍認為，這是一

場政變。」

選戰考量              
佩洛西拋棄理念

不同於前述兩家媒體的民調結

果，金里奇也引述羅恩．福喬（Ron 
Faucheux）在薩福克大學《今日美

國》進行的一項民意調查，顯示只

有 36% 的人贊成彈劾川普總統。

他預測，這次的投票將使許多

民主黨人在明年失去席位。

金里奇的預測也不是沒有根

據。川普 2020 年總統競選團隊經

理帕斯卡爾（Brad Parscale）發

推文說，佩洛西的彈劾投票日竟變

成川普總統的競選籌款日，單在投

票日當天，川普 2020 年總統競選

團隊就獲得了 300 萬美元的捐款。

10月分的在線收入達到了1900 萬

美元。

按照美國憲法規定，彈劾總統

即便隨後得到眾議院的通過，還需

得到參議院三分之二的議員投票通

過，面對共和黨占多數的參議院通

過彈劾案將很難實現。眾議院議

長佩洛西的策略或純粹是出於選

戰考量，通過對川普的公開彈劾

調查，以藉此於明年的大選中將

其擊敗，進而拋棄了她 7 個月前

對彈劾案或導致國家分裂的主張。

美國眾議院規則委員會在10月30日彈劾案前一天舉行辯論會議，確認彈劾案程序的正當性。(Getty Image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