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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非法移民出“狠招”

特朗普欲叫停“出生公民权”

巴西极右翼当选总统雅伊尔·博
索纳罗所属的社会自由党党首古斯塔
沃·贝比安诺10月30日说，新政府内
阁人选定于11月5日公布。

多家国际媒体报道，新政府打算
实施的养老金制度改革、部分内阁部
门合并以及有意任命联邦法官塞尔吉
奥·莫罗为司法部长等举措引发争议。

“动奶酪”
博索纳罗有意任命竞选期间的经

济顾问保罗·格德斯为经济部长，执掌
由联邦政府财政和计划等部门合并而
成的一个“超级大部”。

格德斯10月30日说，巴西养老
金制度像一架“载着5个随时会爆炸
炸弹的飞机”，改革已经“迟到”，所以

“越快越好”。在格德斯看来，改革养
老金制度对控制不断增长的公共债务
十分必要，节省的养老金可用于公共
投资，刺激经济复苏。他敦促国会在
明年1月1日新政府宣誓就职前通过
关于养老金改革的初步提案。

然而，在一些政界人士看来，改革
养老金制度不合时宜。国会众议院
议长罗德里戈·马亚说，巴西现阶段
的政治环境不适合改革养老金制度。

并机构
可能出任幕僚长的奥尼克斯·洛伦

佐尼证实，农业和渔业部与环境部将合
二为一。有巴西舆论认为，农业和渔业
部主管农业生产，环境部负责确保农
业生产不会危害环境，合并两个部门，
如同掩耳盗铃，将引发严重后果。

环境保护人士认为，合并部门
的决策还可能影响全球生态平衡。
近年来，位于巴西境内的亚马孙雨
林面临乱砍滥伐、过度农业开垦等
问题。作为抵御全球变暖的天然屏
障之一，亚马孙雨林面积每年以5.2
万平方公里的速度缩减。

“巴西气候观测”网站执行秘书
卡洛斯·瑞特说，森林砍伐增加，温室
气体排放增多，“会使我们每个人在
面对极端气候威胁不断增大时更加
手足无措”。

选干将
博索纳罗说，他希望莫罗出任司

法部长或最高法院法官。后一职位
2020年将出现空缺。

莫罗负责“洗车行动”反腐调查。
这一行动2014年由司法机构启动，曝
光不少官员为巴西石油公司等大企业
外包工程的承包商充当掮客，以政府
合同换取贿赂。在反腐行动中，属于
不同派别的政客纷纷落马，而莫罗对
左翼人士尤其“手狠”。左翼劳工党前
领导人、前总统卢拉被认定犯有贪腐
和洗钱罪，判处监禁12年零1个月，
同时不能参加本届总统选举。

劳工党指认莫罗负责的反腐调查
“玷污”本届选举，誓言将“抵抗”博索纳
罗政府。 王逸君（新华社专特稿）

巴西新总统
“三把火”引争议 《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已获六个签署国立法机构批准

“无美国版TPP”年底生效

日、美媒体注意到，CPTPP完
成生效所必需程序的时机，临近美
国国会中期选举日期11月 6日。
这将是检验美国选民对政府一系
列以“美国优先”为原则的政策支
持度的一场“测试”。

共同社报道，日方密切关注美
国中期选举，是因为这场选举的结
果可能直接影响日美贸易谈判进
程乃至日美贸易关系。

共同社援引分析人士的话报
道，假如美国共和党得以继续掌控
国会参众两院，意味着特朗普的

“美国优先”政策继续畅通无阻，逼
迫日方不得不在贸易谈判中牺牲
更多己方利益。

假如民主党重掌国会任一议
院，则有机会制衡政府决策。设在
美国华盛顿的商业策略咨询机构
特尼奥情报公司副总裁托比亚斯·

哈里斯说，假设如选前民意调查所
示，民主党重新控制众议院多数席
位，可能增加日方与美方谈判的底
气，日方有动力把谈判进程拖延至
现任政府下台。

只是，一些美日关系专家认
为，即使日本可以靠“拖”避免在汽
车领域作出让步，美方可能坚持要
求日方进一步开放农业市场，无论
中期选举结果如何。美国农业部

长桑尼·珀杜近日呼吁日本把美国
农产品关税削减至比原TPP谈成
条件更低的水平。

美国莫琳和迈克·曼斯菲尔德
基金会副总裁本杰明·塞尔夫说，
日本担心，美方会在双边贸易谈判
中“要得更多、给得更少”；“不过，
至少日方认为，它应该能够保住
TPP框架下谈成的底线。”

沈敏（新华社专特稿）

共和党人特朗普竞选美国总
统期间批评民主党籍前总统贝拉
克·奥巴马任内谈成的TPP“损害
美国工人和农民利益”，就职第一
周即宣布退出，要求与各贸易伙伴
重新谈判双边贸易协定。

日本、加拿大等国多次劝说美

国“重返”无效，最终谈成“无美国
版TPP”、即CPTPP。

法新社报道，日本等国在美国退
出后努力促成CPTPP，暗地里希望
美国政府有朝一日“改变心意或换人
执政”，重新加入这一贸易协定。

日本共同社报道，日方官员希

望，CPTPP生效将在日美双边贸易
谈判明年1月中旬启动以前，为日本
推动多边主义自由贸易增加动力。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与特朗普9
月会晤时商定明年1月开始双边贸
易谈判。共同社报道，美国威胁对
日本汽车加征关税，让日本不得不

“让步”，即放弃原先坚持以多边机
制化解贸易争端的立场。

特朗普就任后奉行“美国优
先”，退出或挑战多项多边政治和经
济机制，施压加拿大、墨西哥、欧洲
联盟、日本等贸易伙伴与美国作双
边贸易谈判，向美方出让更多利益。

澳大利亚贸易、旅游和发展部
长西蒙·伯明翰在一份声明中说，
澳方批准协定旨在“保障我们农民
和企业利益最大化”。

澳总理斯科特·莫里森说，协
定生效后，有望使澳大利亚国内生
产总值（GDP）年增156亿澳元（约

合111亿美元），直至2030年。
CPTPP成员国为日本、澳大利

亚、文莱、加拿大、智利、马来西亚、墨西
哥、新西兰、秘鲁、新加坡和越南11国，
覆盖人口近5亿，GDP合计13.5万亿
美元，占世界经济总量大约13%。

澳大利亚是完成国内批准协

定程序的第六个国家，其他五国是
墨西哥、日本、新加坡、新西兰和加
拿大。协定旨在推动签署国之间
减少关税等贸易壁垒，促进市场流
通。比如，澳大利亚农民有机会向
加拿大出口更多谷物、糖和牛肉，
向墨西哥出口猪肉、小麦等农产

品；新西兰可向他国免税出口红
酒、羊毛、肉类、木材、水产品等。

日本政府估算，CPTPP生效，
将使日本GDP增加8万亿日元（约
合710亿美元），只是农产品和水产
品贸易领域可能损失1500亿日元
（约合13亿美元）年收入。

澳大利亚政府10月31日宣布，已完成《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批准程序。这份11国
多边贸易协定迄今获得一半以上、即六个签署国的立法机构批准，按规定将在60天后、即12月30日生效。

唐纳德·特朗普去年1月就任美国总统后宣布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其余11个签署国重新谈
判、修订条款，今年3月8日签署CPTPP。

据美国新闻网站Axios10月30日发布的专访视频节选，特朗普表示，计划通过签署总统行政令废除非美国公民及非法入境移民在美国生
育后代的“出生公民权”。根据美国宪法第14修正案，所有在美国出生或归化美国并受其管辖的人都是美国及他们所居住的州的公民。

出 “狠招”

特朗普接受美国axios新闻网站
专访。这家媒体10月30日刊登采访
节选内容。采访全部内容定于11月
4日由HBO有线电视公司播出。

特朗普在采访中说，“美国是世界
上唯一一个这样的国家”，有人来到这
里生了孩子，孩子就成为美国公民并
能享有各项福利，“这实在荒谬，这必
须叫停”。美联社参考2010年一项研
究报道，全球30个国家允许婴儿享有

“出生公民权”。
特朗普在移民问题上一直立场强

硬，这也是他从2016年总统大选胜出
的关键因素之一。他在竞选总统期间
提倡对非法移民“零容忍”，“出生公民
权”是他攻击目标之一。他2015年在
佛罗里达州参加一场竞选活动，将“出
生公民权”称为“非法移民的吸铁石”。

上台以后，特朗普陆续颁布多项
旅行禁令、提出废除“童年抵美者暂缓
遣返”计划等限制移民措施以及一系
列移民改革计划，引发不少争议。

为吸引选民，他当时打出口号：
“出生公民权、定锚婴儿（的时代）将一
去不复返。”所谓定锚婴儿，是指为获
得美国国籍而在美国出生的外国孩
子，或出自非法移民家庭的婴儿。

抄 “近道”

出生公民权受美国宪法保护。美国
宪法第十四修正案第一款规定，“在合众
国出生或归化合众国并受合众国管辖的
人，均为合众国和他所居住的州的公
民”，即出生在美国可以获得美国国籍。

第十四修正案1868年生效，规定
“无论何州都不得制定或实施任何剥
夺合众国公民特权或豁免权的法律”。

美国宪法规定，修宪必须得到国
会参众两院三分之二议员同意，同时
需要四分之三的州立法机构批准。

但特朗普认定，他可以“化繁为
简”。他说，他与法律顾问讨论过叫停

“出生公民权”方案。对方建议由总统发
布行政令，予以推行，无需过“国会关”。

“大家当然可以通过国会表决推
行（这一方案）。但现在，他们（白宫法
律顾问）说我可以用行政令。”

按路透社的说法，许多美国宪法
专家不认同上述建议。一些法律专家
认为，特朗普一定会因此“吃官司”。
美国民权联盟“移民权力项目”主任奥
马尔·贾德瓦特说：“总统认为他可以
借助发布行政令践踏宪法权利，不像
话。特朗普有义务维护宪法，可以经
由国会通过宪法修正案。但我认为他
们不会朝这个方向努力。”

正 “运作”

虽然尚不清楚特朗普打算何时叫
停“出生公民权”计划，但是特朗普告
诉axios新闻网站：“这件事情正在运
作中，会发生的。”美联社以多名政府
官员为消息源报道，特朗普政府中期
选举前不会“动真格”。

一名消息人士说，白宫去年多次
讨论这一议题，分歧不小。白宫律师
将与司法部法律顾问局会商，为特朗
普可能签署的行政令提供法律依据。

随着美国中期选举投票日邻近，
特朗普频打“移民牌”。美国智库布鲁
金斯学会高级研究员达雷尔·韦斯特
告诉新华社记者，特朗普的目的在于
煽动保守派选民情绪，为共和党在选
举中争取更多支持。

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定于11月 6
日投票，将决定特朗普所属共和党是
否保持对国会参众两院的控制。如果
共和党失利，特朗普在余下两年任期
内将难以推进政策议程。

批评人士认为，特朗普动用总统
行政权力废除“出生公民权”属于“违
宪”。支持者则表示，宪法第14修正
案此前一直被“误读”，其适用范围不
应包括非法入境者和持合法签证的外
国公民。 杜鹃（新华社专特稿）

“激活”协定

推动“多边”

关联谈判

特
朗
普

10月30日，在丹麦哥本哈根，丹麦外交大臣
萨穆埃尔森在新闻发布会上讲话。

丹麦外交部当日宣布召回丹麦驻伊朗大使，
并将向欧盟通报此事。据丹麦通讯社报道，丹麦
外交大臣萨穆埃尔森当晚在新闻发布会上说，有
外国安全部门计划在丹麦领土上针对某个人实施
袭击，这是完全不可接受的。 新华社/法新

10月30日，在挪威中部城市特隆赫姆附近，
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前右二）观摩“三叉戟
接点2018”军演的公开展示活动。

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当日说，俄罗斯已告
知北约本周将在挪威以西公海海域试射导弹，但北
约不会因此改变在挪威及周边举行“三叉戟接点
2018”联合军事演习的相关计划。 新华社/法新

俄称本周将在挪威以西海域试射导弹

北约：“三叉戟”军演计划不变

据新华社华盛顿10月30日电（记者刘品然
刘晨）美国国务院10月30日表示，美国正在考

虑对个别进口伊朗原油的国家给予制裁豁免，前
提是这些国家大幅降低从伊朗进口原油的规模。

美国务院副发言人罗伯特·帕拉迪诺当天在
例行记者会上表示，美国正在对减少从伊朗进口
原油的国家进行个案分析，并考虑对部分大幅减
少进口的国家给予制裁豁免。不过，他没有说明
具体会豁免哪些国家以及豁免的期限。

帕拉迪诺同时表示，美国仍致力于对伊朗实
施“极限施压”政策，且将尽快实现各国“零购买”
伊朗原油的目标。

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财政部长姆努钦此前
表示，若一国目前进口伊朗原油规模比2013年至
2015年间减少超过20％，就能得到豁免资格。

美国务院：

考虑对个别进口伊朗原油国家
免予制裁

丹麦宣布召回驻伊朗大使

10月30日，在菲律宾伊莎贝拉省，工作人员
清理台风折断的树枝。

超强台风“玉兔”在10月30日凌晨登陆菲律
宾吕宋岛北部后，截至31日下午，所造成的山体滑
坡已导致13人遇难，数十人受困。 新华社/美联

台风“玉兔”引发菲律宾山体滑坡
已致13人遇难

据新华社华盛顿10月30日电（记者周舟）美
国航天局10月30日宣布，开普勒太空望远镜“退
休”了，它在太空工作了9年多，发现了2662颗系
外行星，其中许多行星有可能孕育生命。据悉，开
普勒太空望远镜因能源耗尽而无法继续开展科学
作业，它会在当前所在轨道停止工作。

对开普勒数据的一项最新分析显示，20％到
50％的可见恒星可能拥有与地球大小相近的岩
石行星，一些此类行星可能位于母恒星的宜居带
内，其表面可能存在液态水，而水被认为是生命能
够存在的关键。

美航天局说，开普勒“退休”并非其发现之旅
的结束，将来还会有建立在开普勒数据基础上的
新发现，未来的探测任务也将依赖它的成果。

开普勒太空望远镜于2009年3月发射升空，
携带了当时最大的数字相机等可测量恒星亮度的
先进技术设备。开普勒工作约4年后，遭遇过一次
机械故障，但任务团队设法修复了故障，使其任务
延续到现在，它观测到的恒星总数超过53万颗。

因能源耗尽而无法继续开展科学作业

美航天局宣布
开普勒太空望远镜“退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