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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观察

美国会众议院通过针对总统特朗普进行弹劾调查程序的决议案

由闭门转向公开，弹劾调查进入“新阶段”

众议院司法委员会主席杰里·纳
德勒10月31日没有透露举行公开听
证的具体时间表，不过有媒体认为，公
开听证有望在11月内举行。随后众
议院司法委员会将制定并讨论可能的
弹劾条款，众议院可能在年底前举行
弹劾投票。

目前，民主党掌控的众议院能确
保弹劾条款以简单多数获得通过。依

据美国宪法，接下来只有弹劾条款获
得参议院三分之二参议员的支持，特
朗普才会下台。美国弗吉尼亚大学政
治学研究中心主任拉里·萨巴托指出，
由于目前共和党控制参议院，且绝大
多数共和党人支持特朗普，认为特朗
普会最终下台的观点并不现实。

美国将在2020年11月3日举行
总统选举，而两党预选将于明年 2

月正式开始。这意味着弹劾程序可
能会与大选进程重合，或将对选情
造成影响。民主党的盘算是，即便
不能成功将特朗普弹劾下台，也可
对其选情造成负面影响。然而，美
国布鲁金斯学会高级研究员达雷
尔·韦斯特对新华社记者表示，对支
持特朗普的选民而言，他们将因弹
劾调查而更加团结一致。

随着此次弹劾调查程序决议案
的通过，后续调查进展正在成为选民
关注的焦点。但从民主党方面来看，
弹劾议题并非各竞选人的主打牌，他
们更倾向于在党内辩论中宣扬各自
在医保、移民、税收、教育等传统议题
上的政策主张。

（新华社华盛顿 10 月 31 日电
记者邓仙来 孙丁 徐剑梅）

针对决议案投票结果，民主党与
共和党及白宫立场激烈对立。佩洛西
在主持投票时强调权力制衡的重要
性，称这项决议案所制定的规则相比
美国历史上有过的弹劾程序“更加公
平”。众议院情报委员会主席希夫说，
民主党将“尽全力严肃”履行弹劾调查
义务。

共和党众议员则炮轰决议案。众
议院少数党党鞭史蒂夫·斯卡利斯抓
住两名民主党众议员投反对票的事
实，强调决议案不仅遭到共和党人一致
反对，有民主党人也对决议案“忍无可
忍”。众议院少数党领袖麦卡锡说，目
前进行的闭门听证没有出现能弹劾特
朗普的“令人信服的、压倒性的”证据。

特朗普在决议案通过后在社交媒
体上宣称，这是美国历史上最大的“猎
巫”行为，弹劾调查是对他的政治迫
害。白宫新闻秘书斯蒂芬妮·格里沙
姆称，决议案没有改变白宫被剥夺正
当程序权利这一“根本性事实”。

分析人士指出，民主、共和两党对
这场弹劾风波的看法从根本上就是严

重对立的。民主党人认为特朗普今年
7月要求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调查自
己政治对手的做法足以构成弹劾条
件；共和党人则认为弹劾调查是对特
朗普的抹黑行为，民主党人是在试图
改变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的结果。
鉴于这种根本性对立，两党围绕弹劾
进行的激烈斗争将会日趋白热化。

当天的投票是众议院首次就弹劾
调查进行正式投票，投票结果为232
票赞成、196票反对。议员们投票时
基本依照党派“划线”，仅有两名民主
党议员对决议案投了反对票，没有任
何共和党议员投赞成票。

这项决议案就众议院进行弹劾
调查的各个环节做了程序和规则上
的规定，包括公开听证、传票发放和

提问权分配、调查结论提交以及就弹
劾建议举行投票等。决议案允许白
宫方面以要求己方证人作证或提供
证据、出席听证会、反驳证人证词、反
复质询证人等方式表达意见，但如果
众议院司法委员会主席认定白宫不
配合调查，他有权拒绝特朗普或其律
师的具体要求。

众议院议长佩洛西于 9 月 24

日宣布启动众议院对特朗普的弹
劾调查。数周来，民主党人主导的
国会众议院弹劾调查一直闭门进
行，但媒体不断披露不利于特朗普
的证人证词。白宫和共和党人抨
击调查未经众议院投票授权，“程
序不正当”。

分析人士认为，近一段时间来，不
利于特朗普的消息不断被披露，民主

党内部推进弹劾调查的共识越来越
强，因此选择此时就弹劾调查程序举
行全院投票。

美国乔治城大学政府事务学院
高级研究员约书亚·赫德表示，决议
案为弹劾调查的后续进展提供了“路
线图”，其通过标志着弹劾调查发生
重大转向，从初期大体上的闭门操作
转变为公开的法律和政治行为。

民主党掌控的美国国会众
议院10月31日投票通过了一项
针对总统特朗普进行弹劾调查
程序的决议案。民主党人称这
项决议案的通过使弹劾调查“正
当化”，而共和党和白宫则继续
对决议案及弹劾调查进行抨击。

分析人士认为，随着这项为
弹劾调查后续进展提供“路线
图”依据的决议案通过，今后弹
劾调查将由闭门转向公开，两党
围绕弹劾总统的斗争将愈演愈
烈。尽管众议院民主党人有足
够的票数弹劾特朗普，但指望共
和党把持的参议院给特朗普“定
罪”致其下台并不现实。

撮合结盟

特朗普在采访中告诉持强硬“疑
欧”立场的法拉奇，如果他领导的脱欧
党能与约翰逊领导的保守党在12月
12日选举中联手，将“势不可挡”。

法拉奇回应说，愿成为约翰逊“得
力助手”，只要首相放弃新版“脱欧”协
议，转而选择让英国“彻底脱欧”。

法拉奇先前屡次向约翰逊抛出橄
榄枝，呼吁两党为选举缔结“互不攻击
条约”，即在保守党需要与支持“留欧”
的自由民主党等反对党角逐议席的地
区，脱欧党不会有候选人参与选举；作
为交换，保守党放手让脱欧党自由角
逐工党在威尔士南部、英格兰中部和
东北部地区所持议席。首相府一直回
绝法拉奇的建议。

按照英国《卫报》的说法，定于11
月1日正式开始竞选的脱欧党目前就
选举策略分成两派。不少强硬“疑欧”
派候选人反对新协议，因而不愿为保
守党“让路”；另一些人担忧脱欧党在
两家主要政党的边缘选区参战会让科
尔宾渔利。 海洋（新华社专特稿）

攻击工党

特朗普31日对英国工党毫
不客气，说科尔宾如果当选首相
将是英国的悲哀。

科尔宾当天早些时候正式
启动工党竞选。他警告，“脱
欧”后英美贸易协定可能以牺
牲英国纳税人利益为代价，让
美国企业更多介入英国国民保
健制度。

特朗普在采访中否认这一说
法，说美国“根本不会介入”英国
医疗保健系统，“只谈论贸易”。

科尔宾在采访播出数分钟后
经由社交媒体“推特”回击，指认
特朗普“正企图干预英国选举，以
便他的朋友约翰逊当选。”

路透社报道，特朗普的前任
贝拉克·奥巴马同样曾遭受干预
英国内政指责。奥巴马2016年
在英国举行“脱欧”全体公民投
票之前说，英国应该留在欧盟，
否则将在与美国达成贸易协定
时排到“队伍最后”。

唱衰协议

特朗普10月31日与法拉奇在后
者主持的伦敦广播公司电台一档谈话
节目中连线。特朗普称赞英国首相鲍
里斯·约翰逊是“出色的人”、努力推动
英国“脱欧”，但表示对约翰逊新近与
欧盟达成的“脱欧”协议持保留意见。

特朗普认为，新协议可能让美英
无法达成“脱欧”后双边贸易协定，

“老实说”协议的“部分内容”会阻碍
美英贸易，以“特定方式”把美国排除
在部分领域以外。

英国广播公司报道，特朗普8月
承诺与英国达成规模“非常大的贸易
协定”。他31日没有指明协议哪些内
容构成阻碍。

英国首相府一名发言人当天晚
些时候否认新版“脱欧”协议阻碍英
美达成贸易协定。这名发言人强调，
新协议“确保我们重新掌控法律、贸
易、边界和资金”，允许“英国全部地
区离开欧盟关税同盟”。这意味着英
国今后可以自主与世界各国达成能
让英国各地受益的贸易协定。

要求英国12月12日重新议会选举的法案10月31日正式生效，执政党保守党和最大反对党工党同一天拉开竞选帷幕。
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当天与英国脱离欧洲联盟党党首奈杰尔·法拉奇跨洋电话连线，评议“脱欧”协议等事宜，遭遇英

国首相府和工党党首杰里米·科尔宾明里暗里回怼。

英国大选 特朗普有话说
他认为新协议可能让美英无法达成“脱欧”后双边贸易协定

极端组织“伊斯兰国”10月31日
“发声”宣布新头目接手，同时誓言报
复美国。

发声明
“伊斯兰国”媒体分支“富尔坎

基金会”发布一份 7分钟时长音频
声明。这一组织新任发言人阿布·
哈姆扎·库莱希确认，头目阿布·贝
克尔·巴格达迪在美军突袭行动中

死亡。
库莱希说，巴格达迪死后，这一组

织的领导层确定阿布·易卜拉欣·哈希
米·库莱希接任。这名发言人没有提
供更多细节。

伊拉克研究“伊斯兰国”的专家希
沙姆·哈希米说，外界对新头目知之甚
少，只知道他在这一组织内充任“法
官”，主持一个法律委员会。

英国斯旺西大学专事研究“伊斯

兰国”的研究员艾蒙·塔米米说，新头
目可能是指“伊斯兰国”成员哈吉·阿
卜杜拉。他曾是“基地”组织伊拉克分
支的高层成员，美国国务院认定他是
巴格达迪可能的继承人。

言报复
“伊斯兰国”声明同时确认巴格达

迪的心腹、这一组织的发言人阿布·哈
桑·穆哈吉尔在美军另一次突袭行动

中死亡。
库莱希敦促追随者效忠新头

目，警告美国小心点，声称“伊斯兰
国”支持者将为巴格达迪的死报复
美国。美国方面说，巴格达迪26日
夜在叙利亚西北部美军行动中自杀
身亡。

“伊斯兰国”今年3月在叙利亚失
去最后据点，转而采用游击战术，不时
发动袭击。巴格达迪死讯传出后，“伊

斯兰国”宣称在伊拉克、叙利亚、阿富
汗等地发动10多起袭击。

一些观察人士警告，土耳其军方
近期进入叙利亚东北部打击库尔德武
装可能让“伊斯兰国”趁机作乱、争取
恢复地盘。

路透社报道，“伊斯兰国”仍然控制
叙利亚中部沙漠部分区域，同时在北
部、东部一定程度上保持活跃状态。

王雪梅（新华社专特稿）

“伊斯兰国”确定新头目 威胁报复美国

朝鲜宣布成功试射
超大型火箭炮

新华社平壤11月1日电（记者程大雨 江亚
平）据朝中社11月1日报道，朝鲜国防科学院10
月31日下午成功进行了超大型火箭炮的试射。

报道说，此次试射旨在验证超大型火箭炮的
连续射击系统的安全性。通过检验，该武器系统
的战斗性能和实战能力得到了确认。国防科学院
现场向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直接汇报了有关试
射成功的结果。

报道说，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在听取汇报
后“表示非常满意”，并向“忘我奋斗”的朝鲜国防
科学家们表示祝贺。

报道说，通过此次试射，连续射击系统的完
美表现得到验证，超大型火箭炮武器系统具备强
大的突袭打击能力，可将敌人的群体目标或指定
目标区域“化为焦土”。这种超大型火箭炮，将
成为朝鲜人民军遏制和消除敌人一切威胁的核
心武器之一。

西班牙表示可提供场所
举办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

新华社马德里10月31日电（记者冯俊伟）西
班牙首相府10月31日发表新闻公报说，在智利
政府30日宣布放弃主办原定今年12月举行的联
合国气候变化大会后，西班牙愿意全力配合举办
该会议，包括在马德里提供会场，以确保大会仍能
如期召开。

公报说，西班牙认为，为应对气候变化而采取
的多边行动是联合国和欧洲联盟议程上的优先事
项。鉴于会期临近，并考虑智利和伊比利亚美洲
国家对大会的承诺以及近10个月来为举办大会
所付出的巨大努力，西班牙看守政府首相佩德罗·
桑切斯表示愿意提供举办会议的场所，并向智利
总统皮涅拉转达了西班牙政府对智利的支持。

智利总统皮涅拉10月30日宣布，智利政府
放弃主办原定分别于今年11月和12月举行的亚
太经合组织（APEC）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联合国
气候变化大会，优先应对国内局势。

美国防创新委员会发布
军用人工智能伦理原则

新华社华盛顿11月1日电（记者周舟）美国
国防创新委员会10月31日发布了一份关于人工
智能伦理原则的报告，旨在为美国国防部未来如
何在战斗和非战斗场景中设计、开发和应用人工
智能提供建议。

这份报告名为《人工智能原则：国防部人工智
能应用伦理的若干建议》，提出了“负责、公平、可
追踪、可靠、可控”五大原则。

报告强调国防部应确保技术专家对人工智能
的技术、开发过程和操作方法有足够理解；国防部
应避免偏见，以防在开发和部署战斗或非战斗人
工智能系统时对人造成无意伤害等。

委员会还提出12条建议，包括通过国防部官
方渠道将这些原则正式化，建立一个国防部范围的
人工智能指导委员会，确保人工智能伦理原则的正
确执行，召开有关人工智能安全的年度会议等。

美国国防创新委员会是一个独立的联邦顾问
委员会，旨在为国防部高级领导提供建议。成员包
括来自谷歌、脸书、微软等科技企业的高管和专家。

10月30日，在捷克首都布拉格的布拉格生
命科学大学，研究人员检查无土栽培植株。

捷克布拉格生命科学大学的研究人员正在做
一项“火星宇航员”种植实验，尝试在类似火星的
极端环境下种植芥菜等植物。研究小组采用气栽
法，即把植物根系置于营养液气雾中，同时调整温
度和光照条件，用以栽培植物。 新华社/路透

捷克研究人员模拟
火星条件无土种植蔬菜

首次全院表决

两党激烈对立

成功可能不大

共和党众议员炮轰决议案

仅有两名民主党议员投反对票

弹劾程序或将对选情造成影响

随着“脱欧”再次出现延期，一些民众聚集在英国议会大厦外表达各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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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一架消防救援直升机失事
机上7人失踪

据新华社首尔11月1日电（记者耿学鹏）韩
国官员1日确认，一架消防救援直升机10月31日
午夜在朝鲜半岛东部海域独岛（日本称“竹岛”）附
近失事，机上7人失踪。

韩国媒体援引海上救援部门消息报道，这架
直升机当地时间10月31日晚11时26分由独岛
起飞，几分钟后失事，机上7人全部失踪。

海警部门表示，目前已在独岛以南大约600
米的海域找到失事直升机残骸，并在残骸附近找
到一具可能为机上人员的遗体。救援行动1日晚
仍在继续，共计投入10余艘船只、4架直升机及
潜水救援舰“清海镇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