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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威廉王子夫妇住所肯辛顿
宫7日披露，威廉王子刚刚在军情五
处、军情六处和政府通信总部完成为
期三周“实习”。

英国《卫报》报道，威廉王子在英
国三大情报机构分别实习一周；这段
实习经历先前处于保密状态。

肯辛顿宫说，过去 5 年，英国面
临的国际恐怖主义袭击威胁一直在

“严重”甚至以上级别，威廉王子在实
习期间亲眼目睹“安全情报机构员工
如何做特殊工作”。

威廉王子实习第一站是分管海
外情报的军情六处。他了解了这一
机构如何识别并协助应对国家在安
全、军事和经济等领域面临的风险；
第二周，他在军情五处与多个反恐小

组共事，了解他们如何着手调查，包
括熟悉分析技术和监控作用；最后一
周则在政府通信总部学习尖端技术
如何用于识别、分析和解除威胁。

威廉王子说：“在我们的安全情
报机构内部度过一段时间，更了解他
们对我们国家安全所作重要贡献，这
段经历让人变得谦恭。”

政府通信总部反恐行动主管“戴
维”说，威廉王子“格外努力地让自己
融入小组，与专业分析师和行动人员
融洽相处，提出一些探索性问题，证
明了自己真正领会我们的任务”。

威廉王子先前体验过不少工
作。他进入英国桑赫斯特军事学院
前，在英格兰银行、伦敦证券交易所
等多个机构实习。 新华社特稿

当地时间6日凌晨，巴西北部帕拉州莫茹河上的一座大桥因被渡轮撞击而部分坍塌。事故造成至少5人失踪。
新华社/美联

英国开始签发“去欧盟”护照

美国“第一女婿”库什纳等官员
通过“非正规渠道”获取政府最高安
全权限的问题，长期令美国各界感到
不满。近日经美国国会查实，“政审”
不合格却仍然获得高级权限的白宫
工作人员竟然高达20多人，足以形成
堪忧的国家安全隐患。目前，国会众
议院已准备对涉事官员进行传唤，标
志着该机构对白宫的权限问题调查
正式进入新阶段。

最高层存在最高层存在““重大违规情节重大违规情节””

法新社 2 日报道，近日，美国国
会众议院监督与改革委员会对政府
官员权限问题的调查取得突破性进
展。该委员会主席卡明斯本月 1 日
致信白宫，指出特朗普政府最高层
存在“重大违规情节”、且直接威胁
到国家安全。卡明斯声称，白宫共
有 25 名高级官员“政审”存疑、却依
然获得了高级安全许可；虽然他并
未指出这些人员的姓名，但在信中
明确要求白宫方面提供现任国家安
全顾问博尔顿、前国家安全顾问弗
林、特朗普女儿伊万卡及女婿库什
纳等多名白宫现任、离任官员的相
关信息。

据美国《旧金山纪事报》2 日报
道，监督委员会对白宫的调查经历
了一波三折。调查工作开展早期，
白宫方面千方百计地阻挠政府工
作人员配合国会取证。为避免“人
多眼杂”，国会工作人员特意在某
个周末秘密约谈了一位资深安全
官员——现任白宫人事安全办公室
负责人特里西亚·纽博尔德，并获得
了重要信息。据了解，该办公室的
重要职能之一，就是对白宫工作人
员的背景进行审核与评估，并对安
全许可的签发提供意见或建议。纽
博尔德早在2000年就以安全专家的
身份入职，算得上美国联邦政府的

“三朝元老”；更重要的是，她也是之
前明确拒绝为库什纳“开绿灯”的两
名安全官员之一。

特朗普政府人事安全松懈特朗普政府人事安全松懈

根据纽博尔德提供的信息，特
朗普政府的人事安全工作比她效力
过的历任政府都要“松懈得多”，并
不符合“国家安全的最大利益”。她
表示，白宫很多人事问题在特朗普
执政早期就已暴露无遗：比如，临时
安全许可当时在白宫内部泛滥，很
多不具资格或未完成背景审核的工
作人员长时间持“临时证明”获取政
府敏感信息，曾遭到过很多政府部
门的质疑。

据了解，美国政府安全权限的申
请人需要填写一份长达127页的申请

表，表格内容涉及申请人生平的方方
面面，就连“婚外情”等个人问题也要
交代清楚。如申请人在外举债、或被
人抓住某些“把柄”，大概率无法通过
这道“政审”。据纽博尔德透露，特朗
普政府“精简”了审核项目，比如不再
过问申请人的信用状况，这一漏洞十
分危险。

自2018年起，纽博尔德暗自记录
了25名白宫“问题官员”，这些官员最
初均未通过背景调查、却依然获得安
全权限，他们的不合规情节涉及利益
冲突、财务问题、“易受境外势力影
响”、嗑药，甚至犯罪行为。纽博尔德
曾经表达过自己的顾虑，却受到了她
的直属上级卡尔·克莱恩的阻挠与打
压——后者是特朗普亲自委任的人
事安全办公室主管。据她表示，克莱
恩多次粗暴推翻她与其他同事做出
的评估，曾要求她修改评估意见、甚
至在个别案例中要她“别碍事”。由
于长期与领导不合，纽博尔德声称曾
多次遭到“打击报复”：比如，她的身
材十分矮小，克莱恩就有意将一些重
要文件放置在特别高的位置；2018年
1月，纽博尔德被莫名停职两星期，重
返工作岗位后得知已被“降级处分”。

众议院向涉事官员众议院向涉事官员““下传票下传票””

随着这项调查的深入，国会民主
党人已经做好了与特朗普政府“短兵
相 接 ”的 准 备 。 据 美 国 沃 克 斯
（VOX）新闻网称，众议院监督委员
会已宣布将在本月 2 日起正式向白
宫涉事官员“下传票”，第一个面临传
唤的就是卡尔·克莱恩。有分析认
为，“权限危机”调查是民主党重夺众
议院后对白宫进行的首批重大调查
项目之一，过程当中将免不了与特朗
普政府产生激烈对峙。在舆论看来，
由于白宫方面之前的高度不配合，国
会的态度已是日趋强硬，现在基本已
是在“发号施令”。截至目前，白宫方
面并未就此事发表评论。

与此同时，国会众议院的共和党
人也对此案发表了不同意见。据该
党派人士提交的一份备忘录称，作为
这宗调查的关键证人，纽博尔德是一
位长期“心怀不满”的政府雇员、且她
对政府安全权限签发流程的认知“非
常有限”，其证词未免存在一定“水
分”。还有知情者指出，监督委员会
在与纽博尔德举行会晤之时，有意将
共和党人排除在外。该委员会中职
务最高的共和党议员吉姆·乔丹甚至
表示，卡明斯所谓的调查是“醉翁之
意不在酒”——这是一场针对政府公
务员的“钓鱼”行动，与恢复白宫工作
流程的正规性没什么关系。

据《环球时报》

白宫“权限危机”为何愈演愈烈

威廉王子完成三大情报机构威廉王子完成三大情报机构““实习实习””
美国司法部承认，可能需要一

至两年时间，才能明确先前在南部
边境被强行带离非法移民父母的
数以千计儿童下落。

美国司法部在5日递交的法庭
文件中写道，政府需要至少一年时
间审核2017年7月1日至2018年6
月25日安置的4.7万个无人陪伴儿
童档案；确认所有可能遭亲子分离
的儿童下落或许需要“少则 12 个
月，多则24个月”。

美国政府去年 4 月推出“零容
忍”移民执法政策。根据这一政
策，执法人员关押成年非法入境
者，对随行子女另行安置。在国内
外舆论压力下，美国总统唐纳德·

特朗普去年 6 月 20 日下令停止这
一做法。

美国民权联盟发起集体诉讼，
联邦法官达纳·萨布拉去年6月26
日裁定，政府须安排接受那一轮安
置的2700多名儿童与父母团聚。

迄今为止，这些儿童的团聚基
本完成。然而，卫生与公众服务部
督察长办公室今年1月发布报告，
说除当时安置的 2700 多名儿童，
2017 年夏以来可能另有数以千计
儿童被强行带离父母，具体人数不
详。

萨布拉 3 月宣布，可能要求政
府安排所有儿童与家人团聚，要求
政府制定下一步计划；相关听证 4

月16日举行。
按司法部的说法，新一轮安排

家庭团聚将比先前 2700 多名儿童
更为费劲，缘由是所涉及的孩子已
不再处于联邦政府所辖安置状
态。美联社报道，联邦政府会向作
为原告方的美国民权联盟即时提
供亲子分离家庭信息。

美国民权联盟首席律师李·吉
伦特6日批评司法部所作回应，指
认政府没有把非法移民儿童与父
母团聚当作优先事务。

吉伦特说：“政府先前能迅速
集中资源，拆散这些孩子和他们的
家人，现在必须集中资源弥补造成
的损害。” 新华社特稿

更多在美“骨肉分离”移民家庭重聚难

英国政府 6 日证实，开始签发
封面不出现“欧洲联盟”字样的护
照；为利用库存、节省公共开支，会
继续签发封面印有“欧盟”字样的
护照。

欧洲议会 4 日通过法案，在英
国无协议脱离欧盟的情况下，允许
英国公民一段时间内免签证出入
欧洲联盟。

护照版本新旧并存护照版本新旧并存

英国内政部说，3月30日开始
签发封面没有“欧盟”字样的护照。

英国原定 3 月 29 日正式“脱
欧”，由于政府与欧盟达成的协议
连续三次遭议会下院否决，“脱欧”
进程陷入停滞。不过，护照更改方
案如期执行。

英国现行护照封面为紫红色，
最上方印有“欧盟”字样。新版护
照封面没有“欧盟”字样，依然是紫

红色。
一名发言人说：“为了使用库

存（封面）、实现税金的最大价值，
印有‘欧盟’字样的护照短期内还
会签发。”两个版本“都有效”。

关联“脱欧”，英国护照样式不
止一次触发争议。英国政府 2017
年宣布有意重新启用已经弃用 30
年的深蓝色封面护照，用以“恢复
国家认同”。这一方案得到“脱欧
派”追捧，遭“留欧派”嘲笑。

英国 1921 年开始签发深蓝色
封面护照。为了与欧盟前身欧洲
共同体统一，1988年改为紫红色封
面护照。

英国政府去年与一家法国、荷
兰合资企业签合同，后者定于今年
10月开始印刷深蓝色封面护照。

签证政策暂时不变签证政策暂时不变

欧盟立法机构欧洲议会4日表

决，以502票支持、81票反对、29票
弃权，通过一份涉及英国公民签证
的法案。

法案说，即便英国“无协议脱
欧”，英国公民也将获得90天宽限
期，免签证前往欧洲联盟其他27个
成员国。

法案设置前提，即英国政府同
意对等向欧盟成员国的公民提供
方便。法新社报道，英国政府承诺
满足欧盟要求，原因是类似法案在
英国得到广泛支持。

只不过，人员往来仅是“脱欧”
议题的一小部分。

英国首相特雷莎·梅 5 日致信
欧洲理事会主席唐纳德·图斯克，
要求欧盟把英国“脱欧”的期限推
迟至6月30日，给英国更多时间打
破国内政治僵局。

新华社特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