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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息人士说，美国波音公司计划本
周首次试飞777X型客机。

消息人士告诉路透社记者，波音准
备23日或24日在美国西部城市西雅图
一处商用基地首次试飞 777X 型客机。
试飞的具体时间将视天气情况而定。

另一名消息人士
证实，波音会在本周
晚些时候试飞 777X
型客机。

波音方面暂时没有回应上述消息人
士说法。

777X型客机是波音研发的最新远程
双发动机宽体飞机，以其远距离航行能
力、高载客能力以及低能耗等优势在近年
航展上获得多家航空公司订单。777X型
客机原定首架交付时间在2020年，由于
发动机设计问题，多次推迟首次试飞。

相关新闻
波音737 MAX复飞推迟至年中
美国波音公司预期，今年年中才能

获得737 MAX系列客机的复飞许可。
考虑到监管机构的认证流程、针对

飞控系统的检查以及对飞行员的培训要
求，737 MAX系列客机复飞所需时间比
预期更久。波音已经把最新评估告知各
大航空运营商和供应商。

波音 21 日在声明中说：“安全复飞
是我们的首要考量，相信那将会发生。”
这一航空业巨头承认企业遇到困难，为
737 MAX系列客机推迟复飞给客户、供
应商、监管机构和公众带来不便而抱歉。

美国联邦航空局21日说，正按照周
密、深思熟虑的步骤认证波音对 737
MAX系列客机所做调整，以确保符合最
高认证标准。

美国联邦航空局重申没有就何时完
成检查设定时间表，正与其他安全监管

机构合作、检查波音所做工作。
路透社报道，业界原先预期监管机

构2月或3月批准737 MAX系列客机复
飞，美国航空公司、联合航空公司和西南
航空公司原本打算6月初安排这一机型
投入运营。波音发布消息后，这些航空

运营商可能推迟
执飞计划。他们
说将在美国联邦
航空局批准复飞

至少30天后恢复执飞航班。
路透社20日报道，波音正与多家银

行商谈贷款至少 100 亿美元，以应对两
架737 MAX客机坠毁触发的危机。

波音本月起暂停生产 737 MAX 系
列客机、补贴航空运营商和供应商等因
素促使企业运营成本增加。按照波音的
估算，迄今花费90亿美元应对危机。波
音将在本月29日发布2019年第四季度
财报时发布更多信息。

新华社特稿

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
21日出席在瑞士达沃斯举行的
世界经济论坛 2020 年年会，力
赞美国经济。同一天，美国国
会参议院结束休会，开始特朗
普弹劾案审理。特朗普定于22
日返美。

世界经济论坛2020年年会
21日至24日举行，外界一度猜
测特朗普可能因弹劾案放弃达
沃斯之行。然而，特朗普未改
行程，21 日现身年会并盛赞美
国繁荣兴盛“前所未有”。

特朗普在年会演说中谈及
美国低水平失业率、股市收益
和贸易谈判进展，告诉听众：

“今天，我骄傲地宣布，美国进
入经济繁荣时期，这在全球前
所未见。”

特朗普出发前就对外声
称，此行意在“推销”美国，鼓励
更多企业在美投资。“我们的国
家是世界上最热门的国家，没
有其他地方可与之相比。我将
会见全球商界大佬，让他们到
这里投资。”

特朗普结束演说后，将在
达沃斯会晤多国政商人士并首

次会晤欧盟委员会主席乌尔苏
拉·冯德莱恩。这一会晤备受
外界关注，特朗普先前多次抨
击欧盟贸易和税收政策，希望
施压迫使欧盟作出让步。

特朗普在达沃斯大谈经济
的同时，美国国会参议院21日
结束休会，审理弹劾案。

美联社报道，参议院 21 日
将首先表决麦康奈尔提出的设
置审理规则动议。依据动议，

“控辩”双方各有最多24小时陈
述时间，在3个审理日内使用完
毕；而后参议员有16小时时间
提问，接下来是4个小时的双方
辩论时间。之后，参院将投票
决定是否传召证人。由于共和
党人占多数，麦康奈尔动议预
期将获得通过。

在参议院弹劾案审理中，7
名民主党众议员出任众议院

“管理人”，类似于法庭审理中
的检方，参议员构成陪审团，想
要将特朗普定罪和罢免须获得
至少三分之二参议员支持。由
于共和党人在参议院占据多
数，外界普遍预计特朗普不会
遭到罢免。 新华社特稿

把控参议院的共和党人当
天严格控制审理流程，屡次否
决民主党人传唤新证人、检视
新证据的修正案。

参议院多数党领袖米奇·
麦康奈尔同意把“控辩”双方开
案陈述的时间从两天延至三
天。

两天变三天
充任弹劾案“主审法官”的

联邦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约
翰·罗伯茨21日下午1时18分
左右宣布“开庭”。

当天焦点是就麦康奈尔提
交的弹劾案审理流程决议草案
辩论和投票。原定分配给“控
辩”双方各两天、每天 12 小时
的开案陈述时间改为双方各三
天、每天8小时。

美联社报道，参议员苏珊·
柯林斯和莉萨·穆尔科斯基等
多名温和派共和党人在一次闭
门午餐会上施压麦康奈尔促成
这一改变，主要原因是担忧日
程过于紧凑且“黑夜”开会引发
负面政治联想。柯林斯和穆尔
科斯基等至少4名共和党人眼
下是民主党奋力争取的“摇摆”
对象。

这家通讯社解读，开案陈
述时间变化凸显这一历史性弹
劾案在选举年暴露在公众视
野，正让政界人士日益不安。

随后在参议院的电视直播
镜头中，众议院情报委员会主
席亚当·希夫等民主党“管理
人”与帕特·西波隆为首的总统
律师团队利用“控辩”双方的辩
论时间互相攻讦。

西波隆说，民主党人提出
的滥用职权、妨碍国会两项弹

劾条款远达不到宪法所规定
的弹劾标准。“唯一结论是总
统绝对没做错……案件根本
不成立。”希夫则说，总统的做
法已构成宪法所规定的“正当
化弹劾的不当行为”，尽管已
有“压倒性”证据指控特朗普，
仍有必要传唤新证人、检视新
证词。

否决再否决
民主党人在审议修正案阶

段屡次有意更改审理流程，遭
共和党人拒绝。

参议院少数党领袖查克·
舒默对决议草案发起多项修
正案，要求白宫、国务院和隶
属白宫的行政管理和预算局
呈交关联特朗普与乌克兰“黑
料换军援”交易的文件，传唤
白宫办公厅代理主任米克·马
尔瓦尼。

共和党人和民主党人大多
依照党派立场投票，致这些修
正案没有通过。

舒默遇挫后又发起多项修
正案，要求国防部呈交文件、传
唤前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约
翰·博尔顿和两名白宫官员，仍
遭否决。

按照麦康奈尔设想的审理
流程，“控辩”双方各作三天开
案陈述后，允许充任“陪审团”
的100名参议员提问，之后“陪
审团”将表决是否准许“控辩”
双方各自传唤更多证人或检视
更多证据。

直到当地时间 22 日凌晨
近 2 时，决议草案才获表决通
过。开案陈述定于同一天晚些
时候开始。

新华社特稿

弹劾案进入特朗普“主场时间”

1月21日，在美国华盛顿，美国众议院情报委员会主席希夫（左一）、美国众
议院司法委员会主席纳德勒（左二）等前往参议院。 新华社发（沈霆摄）

弹劾案“开庭”
共和党严守“流程关”

一边年会一边弹劾
特朗普两头忙

波音或于本周首次试飞777X

新华社华盛顿1月21日电（记者
邓仙来 徐剑梅 孙丁）美国国会参议
院 21 日下午开始正式审理针对总统
特朗普的弹劾案，首日焦点是就弹劾
案审理流程决议草案进行辩论和投
票。

分析人士认为，由于共和党占据
参议院多数席位，弹劾案至此可以算
是进入特朗普的“主场时间”。虽然众
议院提交的弹劾条款有很大可能会被
参议院否决，但这场结局缺乏悬念的
弹劾案有可能激发民主党选民的投票
热情或者改变摇摆选民的决定，从而
对总统选举产生某种程度的影响。

驴象缠斗白热化驴象缠斗白热化

根据参议院多数党（共和党）领
袖麦康奈尔当天正式提交的决议草
案，弹劾案审理主要包括开案陈述、
交叉提问、参议院就是否传唤更多证
人或检视更多证据进行投票表决等
阶段。

美国媒体认为，麦康奈尔提交的
决议草案所规定的弹劾流程对白宫
有利。参议院少数党（民主党）领袖
舒默指责麦康奈尔在“掩护”特朗普，
表示将提交修正条款。麦康奈尔则表
示，参议院共和党人有足够票数否决民
主党人的修正条款并确保决议草案获
得通过。

特朗普 20 日在社交媒体上指责舒
默和众议院民主党人从未给过他“公
平”。

民主党掌控的众议院此前通过两项
弹劾条款，指控特朗普滥用职权和妨碍
国会调查。众议院在向参议院提交的辩
词中称，特朗普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威
胁，呼吁参议院将他定罪并罢免。众议
院情报委员会主席希夫表示，特朗普滥
用总统职权，试图让乌克兰政府干预美
国2020年总统选举以助其连任，同时妨
碍国会弹劾调查，导致相关官员违抗国
会传票。

国会共和党人及白宫则反复抨击弹
劾缺乏正当程序，剥夺共和党人及特朗普
应有权利。特朗普辩护律师团队称，民主
党人推进弹劾案是为推翻2016年美国总
统选举结果并干扰2020年总统选举。

弹劾审理有弹劾审理有何看点？

分析人士指出，弹劾案审理过程的
主要看点包括：两党就审理规则和程序
如何展开博弈？哪些重量级证人将作
证？他们会透露什么重要信息？审理会
持续多久？

按照国会规定，关于弹劾案审理规
则和程序的决议只需简单多数赞成即可
通过。麦康奈尔曾表示，共和党人有足

够票数确保其主张的决议草案通过。有
分析认为，不排除少数共和党人在传唤
证人的问题上倒戈。此外，民主党籍参
议员中也有少数人可能在关键性投票中
倒向共和党。

曾在特朗普政府外交决策中扮演重
要角色的博尔顿是否将到场作证，是舆
论广泛关注的一个焦点。博尔顿曾发表
声明说，如果参议院向他发出传票，他愿
意在弹劾案审理过程中作证。

据报道，弹劾案审理开始后，参议院
每周将从周一至周六进行每天约5小时
的审理。麦康奈尔希望参议院能用 10
天左右时间完成审理。共和党籍参议员
格雷厄姆19日说，特朗普希望审理进程
能在他2月4日发表国情咨文讲话前结
束。

美国布鲁金斯学会高级研究员达雷
尔·韦斯特认为，共和党人希望尽快完成
弹劾案审理，因为审理持续时间越长，对
特朗普不利信息被曝光的可能性就越
大。目前来看，参议院共和党人有足够
票数和团结度保证特朗普不被定罪和罢
免。

会否影响总统选举会否影响总统选举？？

舆论普遍认为，与缺乏悬念的弹劾
案本身相比，此案审理过程对特朗普支
持率以及对美国2020年总统选举的影响
才是各方真正关注的重点。两党围绕弹
劾展开的政治缠斗已经增强了共和党选
民对特朗普的同情和民主党选民对特朗

普的反感，这预示着今年的总统选举很可
能又将是一场情绪化程度较高的选举。

专注于民调分析的美国538网站20
日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特朗普的支持
率为42.5%，而不满其执政表现的选民占
比为 52.9%。自去年 9 月末众议院民主
党人启动弹劾调查以来，对特朗普执政
的满意度一直处于 40%至 50%的区间
内，并未发生显著变化。

在与弹劾相关的民调方面，该网站
数据显示，自众议院通过弹劾条款以来，
民主党选民支持罢免特朗普的比例一直
维持在 80%至 85%的高位，而持相同观
点的共和党选民始终不到 10%。总体
上，支持罢免特朗普的选民占比在 46%
至48%之间。

美国《华尔街日报》日前发表社论认
为，用选举以外的方式把特朗普赶下台
无法减轻政治上的两极对立。《华盛顿邮
报》认为，目前尚不清楚弹劾是否伤害了
民主党人，但至少它似乎没有伤害到特
朗普。

美国圣安塞尔姆学院助理教授克里
斯托弗·加尔迪耶里预计，参议院最终会
宣布特朗普无罪，而弹劾案画上句号后
或很快成为背景，对今年总统选举的影
响恐将有限。

但也有分析人士认为，目前弹劾案
审理刚刚开始，在此过程中可能会出现
新的情况，不排除会对特朗普的选情产
生影响，比如削弱他争取摇摆选民的能
力或者激发民主党选民的投票热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