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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国会参议院 16 日举行宣誓仪式，正
式开启针对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弹劾案的审理
程序。

特朗普当天预期，弹劾案审理在共和党人
把持的参议院“应该会进展非常迅速”。

快速走流程快速走流程？？

路透社报道，众议院情报委员会主席亚
当·希夫等7名民主党人16日以负责弹劾和起
诉的“管理人”身份，在参议院宣读众议院去年
12月投票通过的两项弹劾条款，指控特朗普滥
用职权和妨碍国会。

身着法官黑袍的联邦最高法院首席大法
官约翰·罗伯茨随后宣誓，充任弹劾案的“主
审法官”。充当“陪审员”的99名参议员则承
诺“作出公正裁决”，并逐一在宣誓书上签
字。另有 1 名参议员因私事无法到场，定于
下周签字宣誓。审理工作预计21日展开。

法新社报道，就在参议员宣誓时，特朗普
在白宫预测，“完全是党派性质的”弹劾案将迅
速审理完毕，针对他的滥用职权指控是“骗
局”。

美联社报道，一些政府高级官员预期，审
理不会超过两周。

美国一名情报界人士去年 8 月匿名检举
特朗普在同乌克兰总统弗拉基米尔·泽连斯基
通话时要求对方调查民主党总统竞选人乔·拜
登及其儿子。国会众议院民主党人当年 9 月
启动针对特朗普的弹劾调查。

按照路透社的说法，参议院有望替特朗
普“脱罪”，因为 53 名共和党籍参议员中，没
有一人公开赞成让特朗普下台。而特朗普
遭弹劾下台须经三分之二以上参议员表决
通过。

传召新证人传召新证人？？

同一天，国会下属政府问责局认定，白宫
冻结对乌克兰军事援助违法。民主党人指认
特朗普去年一度冻结3.91亿美元对乌军援旨
在施压乌方调查拜登父子，因而构成滥用职权
的弹劾条款。

政府问责局发布报告说，美国宪法没有授
予总统单方面冻结资金的权力，总统只能依据
法律明文规定在有限情形下这样做。“忠实履
行法律不允许总统用自己的优先政策替换已
经过国会立法生效”的政策。

政府问责局的报告不具备法律约束力，但
被国会视作客观可靠的参考。民主党人指认，
报告证明“特朗普并无过错”的说法缺乏说服
力。共和党人则辩称，总统做法即便违反民事
法律，也没有触犯刑法，更达不到要遭弹劾的
地步。

众议院议长南希·佩洛西说，报告支持民

主党人诉求，即参议院审理弹劾案时应接收新
证据、传召新证人。

在新证人方面，民主党人近期关注特朗普
私人律师鲁迪·朱利安尼的合作伙伴列夫·帕
纳斯，认为他涉嫌协助朱利安尼调查拜登父
子，甚至私自监视时任美国驻乌克兰大使玛

丽·约万诺维奇。
按照美联社的说法，最新事态发展让参议

院面临传召新证人的压力。这一争议问题迄
今未获解决。

特朗普16日说，不认识帕纳斯，从未和他
说过话。 新华社特稿

美国国会参议院16日通过更新版北美自
由贸易协定、即“美国-墨西哥-加拿大协定”。

新版协定大体保持北美三国年贸易额1.2
万亿美元的规模，但在汽车产业劳工权益、环
境保护等领域施加更多限制。

结束等待结束等待

批准实施美墨加协定的议案16日在共和
党占多数的参议院以89票支持、10票反对通
过，只等总统唐纳德·特朗普签署成法，正式取
代施行26年的北美自贸协定。参议院共和党
领袖米奇·麦康奈尔16日说，表决结果是“两
党共赢硕果”。

民主党掌控的众议院去年12月19日通过
法案，结束一年多来与特朗普政府就部分协定
内容争议的“拉锯战”。

美国财政部长史蒂文·姆努钦发表声明，
大赞协定：“这份历史性协定不仅对我方与加
拿大和墨西哥的贸易关系加以现代化更新和
重新平衡，而且促进经济增长、创造就业，为
农民、工人和制造业者提供至关重要的确定
性。”

美国贸易代表罗伯特·莱特希泽说，新版

协定将为美国未来对外贸易协定设定“新的黄
金标准”，涵盖劳工权益保障、环保标准、反补
贴机制、电子商务规范等方面。

特朗普2016年竞选总统时的主要施政纲
领之一即重新谈判1994年1月生效的北美自
贸协定、修改其中他认为让美国“吃亏”的条
款。他上任后以大幅提高加、墨输美产品关税
为筹码，威胁彻底推翻协定，施压加、墨政府同
意重修协定。

振奋市场振奋市场

经过一年多艰难谈判，美、墨、加三国领导
人2018年11月底签署新版协定。

墨西哥总统安德烈斯·曼努埃尔·洛佩斯·
奥夫拉多尔说，美国会通过协定对墨西哥经济
而言是“好消息”，有助于刺激外来投资增长。
墨议会最早批准协定。

按照特朗普的说法，在原版协定框架下，
由于墨西哥劳动力成本较低，大量美国企业南
下墨西哥设厂，导致美国制造业流失大量就业
岗位，同时美国大量进口墨西哥产品使美国贸
易失衡；美国2018年对墨货物贸易逆差为807
亿美元，而在北美自贸协定生效前的1993年，

美国对墨贸易顺差17亿美元。新版协定要求
提高墨西哥汽车制造业工人工资水平、修订墨
方劳工权益法规，以求降低美企来墨投资的

“动力”。
北美自贸协定生效后，北美三国之间的贸

易总额增加三倍，2017年达到1.2万亿美元，并
且使北美大陆的供应链更加紧密连结。

协定需要三国立法机构批准才能生效。
加拿大议会正值休会期，1月27日复会。加拿
大副总理、先前以外长身份参与协定谈判的克
里斯蒂娅·弗里兰说，批准实施新版协定将是
议会复会后的“头等重任”，希望“所有党派议
员给予支持，以便迅速通过”。

她的愿望似乎不难实现。协定虽然由加
总理贾斯廷·特鲁多领导的自由党政府谈成，
但反对党保守党已表态支持新版协定。

美墨加协定有望近期生效，加上前一天中
美签署第一阶段经贸协议，两个消息振奋美国
股票市场。美国标准普尔500指数16日升至
3300点，谷歌公司母公司“字母表”市值当天收
盘时首次突破1万亿美元大关，成为继苹果、
微软、亚马逊之后又一个进入“万亿俱乐部”的
美国技术企业。 新华社特稿

美国交通部委任的特别委员会16日发布报
告，认定美国联邦航空局对波音 737MAX 系列
飞机的认证流程符合规定。

报告说，联邦航空局认证时把 737MAX 视
为737系列客机的升级版本、而非新型飞机，这
一做法符合规定。如果是新型飞机，认证过程中
会受到更多检查。

一些美国国会议员和波音客机失事遇难
者家属认为，波音 737 客机可以追溯到上世纪
60 年代，几十年来机型不断演化，认证时应将
737MAX 作为全新机型对待。对这种观点，报
告回应说，即便把 737MAX 视为新机型认证，

“也不会（因此）出现一款更安全的飞机”。
长期以来，联邦航空局会委派飞机制造商雇

员完成部分认证工作。2018年10月和2019年3
月两架波音 737MAX 客机失事后，一些人主张
终止这种做法。这份报告则认为，上述做法“严
格缜密”，受到有效监管。

在肯定联邦航空局的工作之余，报告提
出几条建议。其一是联邦航空局应要求飞机
设计方、制造方遵循“安全管理系统”规定，
目前联邦航空局仅要求民航运营商遵循这一
规定。

报告还建议飞行员能更多参与新机型测
试，以便对飞行员在紧急情况下的反应作更多
分析。

去年 3 月埃塞俄比亚航空公司一架波音
737MAX8型客机失事后，美国交通部长赵小兰
组建特别委员会，以审查联邦航空局的新飞机认
证流程。委员会由美国空军退役上将达伦·麦克
迪尤和美国飞行员工会组织前主席李·莫克联合
主持。

委员会发布报告后，收到不同反应。国会众
议院运输和基础设施委员会主席彼得·德法齐奥
说，他所在委员会已发现认证过程有多处问题，
不做改变就是不负责任。

德法齐奥所领导委员会内头号共和党籍议
员萨姆·格雷夫斯则称赞报告。他说，报告证实
美国“在航空安全方面依然是全球标杆”，不需要
因为737MAX空难而重建认证体系。

波音回应说，将仔细研究报告所提建议。联
邦航空局局长斯蒂芬·迪克森对报告加强航空业
各部门安全管理的提议表达认同。

美国司法部和交通部督察长办公室对波音
737MAX认证过程的调查仍未结束。

新华社特稿

阿富汗塔利班人员16日披露，塔利班已
将一份暂时停火提议文件交给美国政府谈判
代表。

这名熟悉塔利班与美国谈判进程的人员
告诉美联社，塔利班15日在卡塔尔将文件交
给美国阿富汗问题特使扎勒迈·哈利勒扎德。
提议如果获得落实，停火预期持续 7 天至 10
天。

美联社报道，这一提议可视作打开塔利班
与美方签署协议窗口的机会。

美国政府与塔利班代表 2018 年 9 月以
来在多哈谈判多轮。双方一度接近达成协
议，但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去年 9 月以
塔利班袭击致死美军士兵为由，叫停谈判。
谈判去年 12 月初恢复。但阿富汗政府和美
国政府坚持，塔利班必须减少暴力以展现谈
判诚意。

哈利勒扎德先前说，美国和塔利班的协议
将包含阿富汗内部启动谈判、制定“战后路线
图”，以解决永久停火、女性和少数民族权利，
以及塔利班武装命运等问题。只是，塔利班一
直拒绝与阿富汗政府直接对话。

新华社特稿

美国军方16日承认，伊朗本月8日向
伊拉克阿萨德空军基地发射导弹，造成11
名美军士兵脑震荡。此前，美军称基地内
没有人员受伤。

“伊朗的袭击……虽然没有造成美
军人员死亡，但多人因（导弹）爆炸出现
脑震荡并接受治疗，眼下仍在评估（恢
复情况），”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言人比
尔·厄本在一份声明中说，11 名伤者被
送往德国或科威特的美军设施作进一步
观察，“确认可以执行任务后将重返伊

拉克”。
按照美军说法，伊朗导弹8日凌晨袭

至阿萨德空军基地时，基地内上千名美军
士兵已根据上级指示进入掩体躲避。总
统唐纳德·特朗普和军方均强调没有美军
士兵在导弹袭击中受伤或死亡。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美国“防
务1号”网站首先披露美军士兵在伊朗报
复行动中出现受伤情况后，美军才发布声
明承认事实，但辩称一些士兵的伤势在一
段时间后才显现症状。 新华社特稿

1月16日，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前）在安卡拉举行的2019年度总结大会上讲话。
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16日说，土方正在继续向利比亚派兵，以支持利比亚民族团结政府。

新华社发（穆斯塔法·卡亚摄）

美参院正式接手特朗普弹劾案

塔利班向美国
提议暂时停火

土耳其总统宣布继续向利比亚派兵土耳其总统宣布继续向利比亚派兵

美交通部称波音737MAX

获批过程没问获批过程没问题题

美改口承认伊朗报复致美改口承认伊朗报复致1111名士兵轻伤名士兵轻伤

了结特朗普了结特朗普““心事心事””美国会批准美墨加协定美国会批准美墨加协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