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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美国总统大选能
否上演特朗普与布隆伯格之
间的“对决”，取决于后者能否
在激烈的民主党预选中脱颖
而出。

美国芝加哥大学政治研
究所主任戴维·阿克塞尔罗德
认为，布隆伯格是个值得尊敬
的人，同时掌握着巨大资源，
但他从民主党预选中胜出的
路径并不清晰。

美国政治新闻和民调数
据汇总网站“真正透明政治”
的最新民调结果显示，美国前
副总统、持“温和派”主张的

乔·拜登以 29.8%的支持率在
民主党总统竞选人中一马当
先，“进步派”联邦参议员伯
尼·桑德斯和伊丽莎白·沃伦
以 19.3%和 18.5%的支持率分
列二、三位。

对于布隆伯格而言，财力
雄厚既是优势也是劣势。沃
尔夫森日前表示，布隆伯格竞
选期间不会接受任何政治献
金，他将自掏腰包竞选。这意
味着，布隆伯格可以把更多精
力用于宣介竞选主张，不用为
筹款奔波。

然而，民主党全国委员会

为竞选人亮相预选阶段电视
辩论设置了捐款人数量门
槛。因为不接受政治献金，布
隆伯格将无法参加电视辩论，
从而失去全国性曝光机会。

参选时间较晚是布隆伯
格的另一劣势。过去几个月
里，民主党总统竞选人奔走
在“风向标”州的基层选区介
绍竞选主张，布隆伯格难以
弥补与党内对手在这方面的
差距。

（新华社华盛顿11月24
日电 记者孙丁 徐剑梅 邓仙
来）

布
隆
伯
格
：

美
民
主
党
﹃
冲
关
﹄
的
新
选
项

身家数百亿美元的美国纽约市前市长迈克尔·布隆伯格24日正式宣布参
加2020年总统选举。

布隆伯格以“温和派”民主党人的身份参选，将改变民主党预选格局，为美
国总统选战带来更多不确定性。虽然他财力雄厚，横跨政商两界，但也面临竞
选活动起步较晚等劣势。

布隆伯格今年 3 月宣布
不会参加 2020 年总统选举，
但美国媒体本月早些时候曝
出他正在为竞选做准备。随
后，布隆伯格在数个州注册为
2020 年总统选举民主党初选
候选人，并向美国联邦选举委
员会提交材料，正式成立个人
的总统竞选委员会。

为何布隆伯格“出尔反
尔”？他的顾问、民主党政治战

略师霍华德·沃尔夫森近期在
社交媒体上道出原因：布隆伯
格对民主党当前参选阵容感到
担忧，认为这些人没有机会击
败现任总统特朗普，而他参选
将为民主党提供“新选项”。

布隆伯格当天在宣布参
选的声明中将矛头直指特朗
普。他说，“击败特朗普、重
建美国是我们生命中最紧
迫、最重要的一战，我将全力

以赴”。此外，布隆伯格还称
自己是“实干者”“能解决问
题的人”。

布隆伯格提出一系列主
张，包括创造收入体面的就业
岗位、提供高质量医保、遏制
枪支暴力、应对气候变化、调
整移民制度、保护女性和少数
群体权益、重塑美国的国际形
象以及向包括他自己在内的
富人加税等。

布隆伯格 1942 年出生于
马萨诸塞州波士顿市，先后就
读于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和
哈佛大学。从哈佛大学获得
工商管理硕士学位后，他加入
了一家名为所罗门兄弟公司
的投资银行并很快成为公司
合伙人。

1981 年，所罗门兄弟公
司被另一家企业收购，布隆
伯格遭到裁员。不过他就此
开始创业，成立了自己的公
司，为其他企业提供实时市
场数据、金融分析等服务。
在投资方的支持下，布隆伯

格的公司研发出“彭博终端
机”并获得大量用户。随后
公司也更名为彭博有限合伙
企业，如今已成为全球商业
金融信息和财经资讯巨头，
年收入在 2018 年突破 100 亿
美元。

在商业领域取得巨大成
功后，布隆伯格决定投身政
界。2001 年“9·11”恐怖袭击
发生数周后，长期注册为民
主党人的布隆伯格转变党
籍，以共和党人身份当选纽
约市长并两次连任。任纽约
市长期间他曾转为无党派的

独立人士，去年重新注册为
民主党人。

2013年，《纽约时报》在布
隆伯格卸任纽约市长前发表
社论说，布隆伯格任内纽约市
犯罪率下降，交通系统效率提
升，环境变得更干净，但与此
同时，财富和机会分配仍然不
均，许多市民依旧面临收入太
低、房租太高的困境。

卸任纽约市长后，布隆伯
格积极投身慈善事业。据《福
布斯》统计，布隆伯格在控枪、
气候变化等领域累计捐出 80
亿美元。

宣布自掏腰包竞选美国总统

布隆伯格

布隆伯格现年77岁，是彭
博新闻社创始人和首席执行官，
2002年至 2013年出任美国最
大城市纽约市市长。他先前表
明不参加2020年总统竞选，24
日改变说法，宣布竞选。

布隆伯格在其竞选网站发
表声明说：“我竞选总统是为了
击败（现任美国总统）唐纳德·特
朗普，重建美国。”布隆伯格表
示，他将团结美国选民，组建“广
泛而多样化的联盟”，为击败特
朗普“全力以赴”。

23日夜，布隆伯格发布第

一个电视竞选广告，声称他将与
特朗普较量，让美国人重拾信
心。他还表示要让富人缴纳更
多的税款。

布隆伯格的竞选总部设在
纽约曼哈顿，由长期顾问凯文·
希基带队，成员包括高级顾问霍
华德·沃尔夫森。

除布隆伯格，民主党竞选人
包括前副总统乔·拜登、联邦参
议员伊丽莎白·沃伦、联邦参议
员伯尼·桑德斯。他们将参与党
内初选，争夺民主党总统候选人
提名。

布隆伯格宣布竞选时，距离
民主党党内初选投票仅剩 10
周。路透社报道，其他竞选人数
月前开始竞选活动，起跑晚是布
隆伯格一大劣势。

就党内初选投票，布隆伯格
打算“跳过”4个提前投票州，即艾

奥瓦州、新罕布什尔州、内华达
州、南卡罗来纳州，集中精力备战
明年3月3日及以后投票的各州。

他的竞选团队意识到，多名
竞选人迄今在4个提前投票州
投入大量精力，而布隆伯格需要
务实。

布隆伯格身家超过500亿
美元，在《福布斯》杂志美国富豪
榜中位列第八。

他打算为竞选投入至少1.5
亿美元，包括超过1亿美元在互
联网打竞选广告；超过3000万
美元首轮电视广告；1500万至
2000万美元呼吁选民登记，主

要目标是少数群体。
布隆伯格没有说他愿意为

成为美国总统花费多少。高级
顾问沃尔夫森说：“只要能打败
特朗普，在所不惜。”

沃尔夫森确认，布隆伯格竞
选期间不接受政治捐款、当选总
统后不拿工资。

庞大资产一方面让布隆伯
格不用担心经费，另一方面让他
承受攻击。

对手之一桑德斯24日在新
罕布什尔州竞选时说：“我们不相
信亿万富翁们有权买选举，那就
是为什么多名像布隆伯格一样的
亿万富翁在选举中走不了多远。”

美联社报道，布隆伯格的纽
约市长经历，尤其是他先前支持
警方“拦阻搜身”，得罪不少有色

人种选民。布隆伯格17日为支
持那一政策道歉，但一些人依然
质疑他的诚意。

特朗普顾问凯莉安妮·康韦
24日做客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
司《面向全国》电视节目，质疑支
持民主党的选民是否欢迎布隆
伯格加入选战。在她看来，布隆
伯格入局更显民主党竞选人名
声不响。

刘秀玲（新华社专特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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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要在民主党预选中胜出 才能与特朗普“对决”

经商取得巨大成功 党籍曾转来转去

“出尔反尔”？担忧民主党参选人难“挑大梁”

曾支持警方“拦阻搜身”
得罪不少有色人种选民

身家超过500亿美元
竞选期间不接受政治捐款

宣布竞选时
距离民主党党内初选投票仅剩10周

新华社利马11月24日电（记者
张国英）拉巴斯消息：玻利维亚临时总
统珍尼娜·阿涅斯24日签署并颁布了
一项新选举法案，以尽快举行新的选
举，并承诺新选举将是“干净、公正和
透明的”。

根据该法案，废除今年10月20
日举行的大选结果；自该法案签署之
日起，立法大会将在20天内选举新的
最高选举法院成员，最高选举法院负
责确定大选日期；最高选举机构确定
之后，必须在120天内举行总统选举；
如果在第一轮投票中没有获胜者，必
须在45天之内举行第二轮投票；选举
产生新总统后，临时政府在15天内将
权力移交新政府。

法案还特别规定，此前连续两次
任总统的玻利维亚人不得再次竞选总
统。因此，此前已辞去总统职务的莫
拉莱斯将不能参加本届总统选举。

阿涅斯在法案颁布仪式上说，临

时政府的目标是尽快举行新的选举，
为此政府将继续与各党派和团体进行
对话。

前一天，玻利维亚参议院和众议
院已分别讨论和通过了上述法案。在
法案获得通过之际，反对临时政府的
抗议者解除了道路封锁，国内紧张局
势出现缓解迹象。据统计，自10月大
选以来，持续骚乱已导致32人丧生、
800多人受伤。

10月20日，玻利维亚举行总统
和议会选举。官方投票结果显示莫拉
莱斯可在第一轮选举中直接胜出，但
反对派指控莫拉莱斯阵营舞弊，导致
爆发大规模的全国性抗议活动和暴力
流血事件。美洲国家组织11月10日
公布的报告说，大选存在造假行为，建
议玻利维亚重新举行选举。迫于各方
压力，莫拉莱斯随后宣布辞职，并到墨
西哥政治避难。时任参议院第二副议
长阿涅斯宣布就任临时总统。

玻利维亚临时政府颁布新选举法案
临时总统承诺新选举将是“干净、公正和透明的”

认定特朗普对
美国和美国价值观构成威胁

入局“ ”
美国纽约市前市长迈克尔·布隆伯格24日正式加入2020年总统选战，首先将

与十多名民主党竞选人争夺党内总统候选人提名。布隆伯格的竞选团队说，他竞
选期间不接受政治捐款。

分析人士认为，布隆伯格以温和派身份参选，有一定可能重塑民主党党内预选
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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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气象组织：

全球温室气体浓度再创新高
据新华社日内瓦11月25日电（记者刘曲）

世界气象组织25日发布新一期《温室气体公报》，
指出地球大气中温室气体浓度再次刷新纪录，温
室气体水平持续增长已成长期趋势，未来将导致
愈发严重的气候变化。

二氧化碳是大气中主要的长效温室气体，可
在大气中滞留数百年。公报说，2018年，全球二
氧化碳浓度达到407.8ppm（1ppm为百万分之
一），是1750年工业化前水平的147%。

世界气象组织秘书长彼得里·塔拉斯在公报
发布会上说：“值得注意的是，上一次地球出现类
似二氧化碳浓度是在300万至500万年前。那时
的温度比现在高2至3摄氏度，海平面比现在高
10至20米。”

公报说，人类燃烧化石燃料是导致二氧化碳
增加的主因。此外，另外两种温室气体甲烷和氧
化亚氮的浓度也比过去高出很多。公报说，甲烷
也是一种长效温室气体，其排放60%来自畜牧、
利用化石燃料等人类活动。

11月24日，在罗马尼亚布加勒斯特，国家自
由党支持的候选人、现任总统约翰尼斯向支持者
挥手致意。

罗马尼亚总统选举第二轮投票24日结束。
出口民调显示，国家自由党支持的候选人、现任
总统约翰尼斯赢得总统选举。 新华社/路透

出口民调显示

约翰尼斯赢得罗马尼亚总统选举

美防长解除
海军部长斯潘塞职务

据新华社华盛顿11月24日电 （记者徐剑
梅 邓仙来）美国五角大楼24日宣布，国防部长埃
斯珀已要求海军部长斯潘塞辞职，原因是斯潘塞
未能坦诚公开自己与白宫的私下沟通。

五角大楼发言人乔纳森·霍夫曼当天发表声
明说，埃斯珀22日与总统特朗普通电话后得知，
斯潘塞此前私下建议白宫恢复被控犯有战争罪的
海军海豹突击队员加拉格尔军衔并允许他体面退
役，这与其公开表态相反，而在之后五角大楼就加
拉格尔案的多次讨论中，他从未把自己对白宫的
私下建议告知埃斯珀。埃斯珀已向特朗普建议由
现任美国驻挪威大使、退役海军少将肯尼斯·布雷
思韦特出任海军部长。

今年7月，美国一家军事法庭裁定，加拉格尔
在伊拉克一次军事行动中与被打死的“伊斯兰国”
武装成员合影违纪，予以降职处理，但包括战争罪
在内的其他6项罪名不成立。本月15日，白宫宣
布特朗普赦免两名被控或被判在阿富汗犯有战争
罪的陆军军人，恢复加拉格尔的军衔。特朗普的
做法在美国媒体上引发争议。

西班牙警方
截停疑似运毒潜艇

西班牙警方24日在西班牙西北部加利西亚
自治区附近海域截停一艘疑似装运毒品的潜艇。

西班牙中央政府驻加利西亚自治区代表团一
名消息人士告诉路透社记者，当天早晨在蓬特韦
德拉省距离希奥海滩大约20米的水域发现一艘
小型潜艇，可能装运毒品，暂时没有确认。

西班牙国民警卫队参与这次行动。两名南美
洲国家男子遭逮捕，另有一名男子逃跑。

国民警卫队多名消息人士告诉埃菲社记者，
潜艇装载大约3000公斤可卡因。然而，国民警卫
队发言人说，潜艇还在水下，无法确认装载物品。

参与行动的部门说，24日尝试让潜艇上浮，
没有成功，打算25日再次尝试。

顾梓峄（新华社微特稿）

11月24日，在伊拉克巴士拉，一名抗议者跳
过燃烧的轮胎。

伊拉克议会下属人权委员会24日说，伊拉克
南部巴士拉省和济加尔省的示威抗议活动升级，
造成6人死亡、158人受伤。 新华社/路透

伊拉克南部示威抗议活动升级
造成6人死亡、158人受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