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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国会众议院 19 日启动一项调查，就
政府决策向中东地区出售民用核技术过程中
一些“反常举动”追查缘由。

内部举报

众议院监督与政府改革委员会启动调查，
依据几名自称白宫工作人员的检举，背景是唐
纳德·特朗普就职总统前后，一项触发争议的
核电商业计划酝酿出台。

众议院报告说，这项计划触发分管国家安
全和法律以及伦理官员的多次质疑，却依然获
得政府内部某股力量的快速推动。

众议院现在由民主党控制，报告把共和党
籍总统主政的白宫描述为“混乱不堪”“乌烟瘴
气”。

报告说，某些人似乎想绕过国家安全审查
程序，快速促成交易，冒违反法律的风险，照顾
一小撮人的利益。举报人相信，“时至今日，这
种做法可能仍在继续”。

特朗普就职后，把沙特阿拉伯作为美国中东
地区外交的中心，他的女婿兼高级顾问贾里德·
库什纳正着手制定一份实现中东地区和平的方
案，内容可能包括惠及沙特的经济发展方案。

白宫没有回应众议院调查，同样没有回复
媒体的采访请求。

关键人物

根据众议院报告，这起商业交易的幕后执
行团队有4人，分两组。第一组是特朗普上任
之初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退役陆军中将迈克
尔·弗林和受他委任的国家安全委员会分管中
东、北非事务官员德雷克·哈维。

推动这项中东核电商业计划的企业，是弗
林进入白宫前的“老东家”。国家安全委员会
律师随即提醒，弗林的做法违反联邦政府涉及
利益回避的法律，整个程序涉及违反《原子能
法》。

弗林因在“通俄”调查中向联邦调查局撒
谎而被定罪，正面临量刑判决。一名接近他辩
护律师团队的知情者 19 日告诉美联社，弗林
暂时没有因为众议院调查而遭到相关起诉。

弗林 2017 年初遭解职，哈维继续充当推
手，直到当年7月去职。美联社报道，由于对
这件事的“执着”，哈维离开国家安全委员会后
谋得高就，进入加利福尼亚州共和党籍众议员
德文·努内斯办公室。努内斯曾任众议院情报
委员会主席。

众议院调查同时聚焦另一组推手：特朗普
总统就职委员会大管家汤姆·巴拉克和他的手
下里克·盖茨。巴拉克现在正接受纽约联邦检
察官调查，涉及另案。他的发言人说，巴拉克
会配合国会调查。

前台企业

美国非营利公益新闻网站“为了人民”
2017年报道这一庞大商业计划，披露国家安全
委员会的内部质疑。

这项计划以建造几十座核反应堆为内容，
所涉及的商业实体名为“IP3国际”，是一个企
业团，显现美军退役将军和国家安全部门退休
官员的姓名：海军退役少将迈克尔·休伊特、陆
军退役将军杰克·基恩、前总统罗纳德·里根时
期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巴德·麦克法兰……

这些企业高层人士试图说服美国政府，参
与竞争中东地区上百亿美元规模的核能市场，
否则会落后其他国家。他们相信，美国的参与
以及美国后续对核燃料的监管有助于遏制中
东地区军备竞赛。

众议院报告认定，弗林是这些企业和白宫
沟通的“管道”。公开资料可见，弗林加入特朗
普政府前夕，对外身份是IP3国际顾问。这家
企业19日回应：“弗林从来不是他们的顾问，
也不是企业一员，不持有股份，从来没有领取
报酬或报销费用。”

报告说，特朗普就职数天后，这家企业拜
托弗林把一份“纪要”转交总统签署，从而任命
巴拉克作为推动核电项目的“特别代表”，同时
向中央情报局局长、国务卿、能源部长、财政部
长和国防部长发出配合“提示”。

众议院报告引用前国家安全事务副助理
K·T·麦克法兰的话说，特朗普曾当面告诉巴
拉克，他到时可以亲自实施这个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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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电 美国佛蒙特州联邦参议员伯
尼·桑德斯 19 日宣布，将参加 2020 年总统
选举。至此，不断扩大的民主党竞选阵营
又添一员。

桑德斯现年77岁，2007年以来任佛蒙
特州联邦参议员，2016年参加总统选举，虽
然最终无缘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提名，但收
获不少“草根”支持者。在民主党党内预选
期间，他所获民意支持率一度与获得提名
的前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相差无几。

佛蒙特公共电台19日援引桑德斯的话
报道，现任总统唐纳德·特朗普令整个国家

难堪，他将采取与2016年不同的策略应对
2020年选举。

桑德斯在写给支持者的电子邮件中
说：“我们的竞选不仅要击败唐纳德·特朗
普，更要改变我们的国家，创建一个依据
经济、社会、种族和环境公平原则的政
府。”

桑德斯有望成为民主党总统候选人的
热门竞争者。他的竞争对手包括马萨诸塞
州联邦参议员伊丽莎白·沃伦、纽约州联邦
参议员柯尔丝滕·吉利布兰德和夏威夷州
联邦众议员图尔西·加巴德。

韩国媒体19日报道，朝鲜国务委员会对
美特别代表金赫澈已经在前往越南首都河内
途中，预期将与美国国务院对朝政策特别代表
斯蒂芬·比根商讨第二次朝美领导人会晤具体
议程。

随着会晤日期临近，河内街头部分地点悬
挂起朝鲜、美国和越南国旗，工人开始加装监
控摄像装置。

紧商讨 韩联社报道，金赫澈这次访越
由两名高级官员陪同，分别是朝鲜劳动党中央
统一战线部高级官员金圣惠和朝鲜外务省北
美局代理局长崔康日。

这家媒体以外交人士为消息源报道，美国
分管东亚和太平洋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帮办、比
根的副手黄之瀚（亚历克斯·黄）已经启程前往
河内，比根预期20日前后赴越，22日起与金赫
澈“对接”第二次美朝领导人会晤议程。

按照韩联社的说法，依据朝美两国官员行
程推测，韩国外交部半岛和平交涉本部长李度
勋可能本周赴河内与比根会面，在第二次朝美
领导人会晤前做最后协调。

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本月8日说，第
二次美朝领导人会晤27日至28日将在河内举
行。朝鲜国务委员会部长金昌善16日先期抵
达河内，筹备会晤礼宾事宜。

重安全 国际媒体记者19日在河内街头
注意到，街上可以看到由警察护卫的车队驶
过，工人们正在金昌善一行下榻的酒店周边安
装监控摄像装置，附近悬挂起朝鲜、美国和越南
国旗。

韩联社报道，4辆装有大型画作的汽车当
天从金昌善所住酒店后门驶入。这次会晤的
具体地点尚未对外公布，但按这家韩国媒体的
说法，出于“安全考量”，朝方不看好河内国家
会议中心。

19 日，第二次朝美领导人会晤韩国新闻
中心开始受理登记。

韩国新闻中心由新闻行业机构韩国言论
财团运营，将从26日开放至3月1日。新闻中
心的记者登记网站19日下午上线，22日下午
停止受理，希望免费使用新闻中心的韩国和驻
韩外国记者可在线登记。 新华社特稿

古巴外交部长 19 日否认向委
内瑞拉派遣军队，指认这是美国政
府“宣传”、为对委内瑞拉动武“作
铺垫”。委内瑞拉国防部长同一天
强调军方效忠总统尼古拉斯·马杜
罗，不接受任何“傀儡政权”或外国
势力指挥。

谣言·造势
古巴外交部长布鲁诺·

罗德里格斯在首都哈瓦那
一场记者会上说，美方称古巴向委
内瑞拉派遣地面部队，“我国政府
绝对、极力否认这一谣言”。他说，
身处委内瑞拉的大约2万名古巴人
都是平民，大部分是医务人员。

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18日
说，马杜罗获一批古巴士兵保护。
罗德里格斯19日在记者会上要求
美方“提供证据”。

他说：“这是美方政治和宣传

活动，是这一政府作出更大动作以
前的惯用伎俩。”

委内瑞拉议会主席、反对派要
员胡安·瓜伊多 1 月 23 日自封“临
时总统”，获得美国政府承认。古
巴、墨西哥、乌拉圭、玻利维亚、俄

罗斯、土耳其等国支持马杜罗领导
的政府，指认美国和委内瑞拉反对
派图谋政变。

真相·矛盾
罗德里格斯说，委内瑞拉政治

危机是“由美国策划、失败的帝国
主义政变”。

就美方对委方强行“援助”，他
一针见血：“他们居然为武力押运
人道主义物资设定最后期限，这本

身就自相矛盾。”
他发问：“他们（委内瑞拉反对

派和美国政府）目的何在？如果不
制造事端，将平民安危置于危险之
中、煽动暴力，他们又会干什么？”

瓜伊多先前说，由美方提供的物

资本月23日“必须”进入委内瑞拉。
马杜罗政府拒绝接受美方“援助”。

罗德里格斯重复一周前的说
法，即美方正悄悄向多米尼加共和
国等加勒比海国家派遣特种部
队。美国政府委内瑞拉问题特使
埃里奥特·艾布拉姆斯和多米尼加
共和国政府予以否认。

掌权·效忠
委内瑞拉困局难解，军方态度

至关重要。马杜罗依然掌握军队领
导权，19日由国防部长予以印证。

委内瑞拉《国民报》援引防长
弗拉基米尔·帕德里诺·洛佩斯的
话报道，军队“只有一个总统”，不
会承认“傀儡政权”或者“接受外国

政府或势力的指令”，他们
“得从我们的尸体上踏过
去”。

洛佩斯似回应特朗普
前一天对委内瑞拉军方的“劝诫”。

特朗普 18 日在佛罗里达州迈
阿密参加一场委内瑞拉和古巴裔
民众集会，公开替瓜伊多拉拢委内
瑞拉军方，呼吁军方高层停止支持
马杜罗，否则可能“失去一切”。他
设想：委内瑞拉官兵接受反对派的
特赦安排，当反对派上街示威时，
军方不“动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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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政府打算向沙特出售核技术

桑德斯宣布再次参选美国总统桑德斯宣布再次参选美国总统

朝美官员河内“对接”议程

古巴否认向委内瑞拉派兵古巴否认向委内瑞拉派兵

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 20 日
在首都莫斯科向议会上下两院发表年度
国情咨文。这是他本届任期首次发表国
情咨文。

普京在讲话中再次向美国展示强硬
姿态，重申如果美方胆敢在欧洲部署中程
和短程导弹，俄方将部署新式武器瞄准那
些欧洲国家以及美方“决策中心所在地”。

【批美国】
普京说，美国之所以抛弃《中导条

约》，是因为它想摆脱束缚研发新武器。
“我们的美国伙伴应该诚实地说出（真
相），而不应该毫无根据地指责俄罗斯，来
为自己退出条约辩护。”

普京说，俄方无意与美方对抗，但美
方仍在奉行“具有破坏性、而且显然是错
误的政策”。他说，如果美方在欧洲部署
导弹，俄方将会坚决回应，希望那些“痴迷
于美国例外主义的当权者”在行动前“计
算好风险”。

普京重申，俄方不会“挑头”部署导
弹，如果美方率先在欧洲部署导弹，俄方
将部署射程能够打到那些欧洲国家以及
美方“决策中心所在地”的新式武器。

普京没说俄方具体将部署哪些新式
武器。他稍后展示了俄方国防成果，例如
有“航母杀手”之称的“锆石”高超音速反
舰巡航导弹。最新测试结果显示，这种导
弹飞行速度达9马赫（约每小时1.1万公
里），射程突破1000公里。

普京还列举了其他几款新式武器，包
括“佩列斯韦特”车载式激光武器系统、

“匕首”空射型高超音速导弹系统、“海燕”
核动力巡航导弹和“波塞冬”洲际无人潜
航器。

【抓民生】
与往年一样，普京用较大篇幅谈论国

内社会、经济和民生等问题。
普京说，政府将推行一系列优惠政策

以提高民众生活水平。为鼓励生育，政府
将向多子女家庭提供减税、房贷减息和住
房补贴等福利。俄政府还将提高残障儿
童领取的政府补贴。

普京强调消除贫困的重要性。他说，
俄罗斯 1.47 亿人口中，1900 万人生活在
贫困线以下。美联社报道，俄罗斯的贫困
线标准是月收入160美元以下。

普京还提到垃圾处理和回收。他提
出，俄罗斯将在两年内关闭30个位于城
市市区的大型垃圾站，6年内彻底关闭所
有市内垃圾站。

这次国情咨文时长近一个半小时，
700 多名来自俄罗斯国内外的媒体记者
参与报道。去年，普京发表国情咨文持续
时长近两小时，创历年之最。

新华社特稿

普京国情咨文喊话美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