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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控欺诈、洗钱 班农拒认罪

班农被捕后，特朗普迅速与他和“我们筑墙”
划清界限。

特朗普说，他对这一项目“一无所知”。“我说
过，这是政府的事儿，不是私人的。我觉得这（一
项目）听起来就是在卖弄。”另外，他为班农感到遗
憾，他已经很久没和班农打交道。

美国司法部长威廉·巴尔说，他数月前知
晓关联班农的调查。巴尔没有说明特朗普是
否知晓调查。

美国邮政检验局纽约办公室负责人菲利普·
巴特利特说，这一案件将对其他诈骗犯起到警示
作用，没人能够凌驾于法律之上，不论是残疾退役
军人还是富裕政治战略师。

班农 66 岁，曾出任特朗普竞选团队负责
人，被认为是特朗普 2016 年胜选的主要功臣
之一。特朗普当选后，班农出任白宫首席战
略师、总统高级顾问，2017年 8月遭解职。

班农持右翼立场，以前常以他经营的布赖
特巴特新闻网为平台，鼓吹白人至上主义，反
对多元文化，强调捍卫所谓“西方价值观”。他
现在主持一挡亲特朗普的播客节目“战情室”，
起诉书发布前一天还邀请科尔费奇作为嘉宾
出席节目。

特朗普多名幕僚受到检方起诉，包括原竞
选团队政治顾问罗杰·斯通、前国家安全事务
助理迈克尔·弗林以及前竞选团队负责人保
罗·马纳福特。

陈立希（新华社专特稿）

依据检方20日提交的文件，“我们筑墙”所筹
款项中，大量资金流入个人腰包。其中班农拿走超
过100万美元，用于个人开支和付钱给科尔费奇。

“我们筑墙”对外宣称科尔费奇不会收取钱
款，但班农与其余两名被告不仅向科尔费奇先行
支付10万美元，还每月额外支付2万美元。

起诉书写道，被告利用虚假发票、虚构供应商
合同和非营利组织掩盖资金转移。科尔费奇还向
捐款人发送邮件，希望他们从他经营的一家咖啡
店买咖啡，因为这是他“维持一家人生计与住房”
的唯一依靠。

然而，从资金流向看，科尔费奇个人获得35
万美元，部分用于购买船只、豪华汽车、高尔夫球
车、珠宝以及支付房屋翻修、整容、个人税款和信
用卡账单。

起诉书写道，一些捐款人写信给科尔费奇，说
他们虽然没钱并且不信任在线众筹，但愿意相信
科尔费奇。科尔费奇也不断重申，所筹资金将悉
数用于修墙。

巴多拉托和谢伊所获资金用于旅行和购物。
4人大约在2019年10月知晓可能已被联邦机构
调查，采取更多手段掩盖洗钱。

美联社报道，“我们筑墙”在线众筹2018年
12月发起，第一周就筹得大约1700万美元，引起
筹款平台警觉。平台威胁返还资金至捐款人，除
非资金能够转移至合法的非营利组织。班农及其
控制的非营利组织此时被引入，谢伊的空壳公司
同样介入。

当地时间20日7时左右，班农被美国邮政
检验局执法人员从距离康涅狄格州海岸不远的
一艘豪华游艇带走，而后以视频连线方式出席
曼哈顿一家联邦法庭听证，拒绝就欺诈和洗钱
指控认罪。

画面显示，班农戴白色口罩，双手戴手铐，
坐在椅子上，前后晃动身体。

保释金定为500万美元。班农获准保释后
离开法院，摘下口罩面对摄像机招手并微笑，随
后钻进车里。他高声说，自身遭遇是因为有人
想要阻止修墙的人。

班农、律师及其发言人均未就案件详情回
应媒体提问。

3名同案被告为“我们筑墙”项目发起人布
赖恩·科尔费奇、一家能量饮料企业老板安德
鲁·巴多拉托和蒂莫西·谢伊。4人均受控欺诈
与洗钱，两项罪名的最高刑期均为20年。

科尔费奇38岁，从美国空军退役，服役期间
在伊拉克遭遇的一次迫击炮袭击中失去双腿。

“我们筑墙”自称希望帮助美国总统唐纳德·特
朗普在美墨边界修筑一道“又大又美”的屏障，
筹得资金超过2500万美元，捐款人数以千计。

“我们筑墙”承诺，所筹资金百分百用于修墙。
美联社报道，“我们筑墙”所列参与人员包

括前堪萨斯州州务卿克里斯·科巴克、美国黑水
公司创始人埃里克·普林斯和共和党籍前联邦
众议员汤姆·坦克雷多。这些人没有出现在检
方起诉名单中。

美国白宫前首席战略师斯蒂芬·班农20日被捕，受控在修建美国与墨西哥边境墙的众筹项目中涉嫌欺诈
与洗钱。班农拒绝认罪，缴纳保释金后离开法院。特朗普回应称，不了解那个项目，也很久没和班农打交道。

坚称为了修墙 受控中饱私囊 特朗普“不知情”

8月20日，马耳他武装部队的巡逻艇营救出118名移民后在马耳他森格莱阿
码头靠岸。

马耳他内政部长拜伦·卡米莱里20日发表声明说，马耳他武装部队当天在马
耳他附近海域救起118名移民。被救起的118名移民中包括10名妇女、5名孩童
和一名婴儿。 新华社发（乔纳森·博格摄）

马耳他在附近海域救起118名移民

8月20日，一名男子戴着口罩经过泰国曼谷街头一幅海报。
泰国新冠疫情管理中心发言人塔维辛·维萨努约廷21日在曼谷表示，疫情管

理中心决定将原定于本月底到期的紧急状态法再次延长一个月至9月底，严防第
二波疫情来袭。 新华社/法新

将紧急状态法延长至9月底

泰国严防第二波疫情来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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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推联合国制裁伊朗

美国遭受国际孤立

英国、法国和德国三国外长20日
晚发表联合声明，反对美方要求联合
国安理会启动针对伊朗的所谓“快速
恢复制裁”机制。

三国外长在声明中表示，美国退
出伊核协议后，不再是协议的参与
方，三国已向安理会轮值主席国和所
有成员国表达了立场，反对美国根据
联合国安理会第2231号决议发出的
通知，因其和三国支持伊核协议的立

场相悖。三国呼吁安理会所有成员
国不要采取任何只会加深安理会分
歧或对其工作产生严重不利影响的
行动。

俄罗斯外交部副部长里亚布科夫
20日在莫斯科对媒体表示，美国已经
退出伊核协议，没有资格要求联合国
安理会快速恢复对伊制裁。

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新闻发言
人20日表示，全面协议参与方和绝大

多数安理会成员都认为美方要求不具
任何法律基础，“快速恢复制裁”机制
并未启动。

美国《纽约时报》撰文指出，尽管
特朗普政府想要孤立伊朗，但美国企
图恢复联合国对伊朗制裁而导致的外
交对峙，反而或许是美国被世界秩序
孤立的最生动写照。

（据新华社华盛顿 8月 20 日电
记者刘品然）

美国2018年 5月单方面退出伊
核协议，随后重启并新增一系列对伊
制裁措施。国际社会普遍认为，作为
全面协议退约者，美国已经丧失协议
参与方资格，根本无权要求安理会根
据第2231号决议启动“快速恢复制
裁”机制。同时，在全面协议参与方尚
未穷尽争端解决机制的情况下，“快速

恢复制裁”机制也不能被启动。
不过美国政府辩称，虽然美国退

出了伊核协议，但作为该协议的最初
参与者，有权要求安理会启动“快速恢
复制裁”机制。

对此，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法学副
教授拉里·约翰逊指出，“快速恢复制
裁”只能由伊核协议参与国启动，而美

国的政策行为已表明其不再是参与
国，启动“快速恢复制裁”机制在法理
上站不住脚。

就连美国退出伊核协议的推动
者、前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博尔顿
也在《华尔街日报》上发文坦言，美国
已退出伊核协议，无权启动“快速恢复
制裁”。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20日前往纽约联合国总部，通知安理会美方将启动恢复联合国对伊朗制裁程序，即
所谓“快速恢复制裁”机制。

分析人士指出，美国此举意在彻底扼杀伊核协议。但实际上，已退出伊核协议的美国根本无权要求安
理会启动“快速恢复制裁”机制。失道寡助的美国遭遇国际社会普遍反对。

国际观察

从提名演讲看拜登白宫之路

在线“激情”演讲

今年为期4天的民主党全国代表
大会17日开幕，大会最后一场“重头
戏”便是拜登的提名演讲。

演讲中，拜登把矛头直指特
朗普，指他让美国陷入多重危
机。拜登说，特朗普“让美国
笼罩在黑暗中”，引发太多愤
怒、恐惧和分裂。美国正经
历一场“完美风暴”，同时面
临传染病、经济衰退、种族问
题以及气候变化四个“历史
性危机”。

另一方面，拜登
强调团结与
希望，称
自己若成
功当选，
将 积 极
抗疫、重

建经济、创造就业，做好美国总统，为
所有人工作。

受疫情影响，今年民主党全国代
表大会几乎所有活动都在线上举行，
拜登的演讲也不例外。

对手急忙“拆台”

民主党忙着“开大会”之
际，对手共和党也没闲着。为
了不让民主党独占“流量”，特
朗普近期接连前往多个州开展
活动，聚焦连任竞选。此外，

特朗普连任竞选团队投
入“重金”在数字平

台打广告攻击
拜登。

20日
下午，就在
拜登提名
演讲数小

时前，特朗普前往拜登出生地宾夕法尼
亚州斯克兰顿市附近，面对共和党支持
者，他指责拜登“抛弃”斯克兰顿。

当晚，在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进
行时，特朗普接受福克斯电视台采访，
称自己看到了“大量仇恨”。随后，特朗
普又在社交媒体上说，拜登只会说空
话。特朗普连任竞选团队则发表声明
说拜登是“激进左翼人士”的“棋子”。

同样着眼于造势的2020年共和
党全国代表大会将于下周举行。

白宫之路不平

此次是拜登第三次竞选美国总
统，前两次没走太远，这一次也非一帆
风顺。在今年民主党预选前期，拜登
表现不佳，一度有很多关于他退选的
猜测和分析，但他在南卡罗来纳州预
选中“触底反弹”，随后连战连捷，早早
锁定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提名，这也使

得民主党有更多时间弥合党内裂痕。
“真正透明政治”网站统计的全国

民调显示，截至20日晚，拜登的支持
率比特朗普高7.6个百分点。在几个

“摇摆州”，拜登平均领先4.2个百分
点，但这一差距没有前一段时间大。
在两党各自的选民阵营中，拜登和特
朗普都保持相当高支持率。

拜登的劣势在于支持者热情不如
特朗普，他选择加利福尼亚州联邦参议
员哈里斯作为竞选搭档就有为竞选活
动注入活力之意。哈里斯如今成为美
国历史上首位获得主要政党副总统候
选人提名的有非洲裔和亚裔血统的女
性，的确为民主党阵营带来不少关注。

此外，有分析认为，拜登提出的未
来执政计划更多是延续前总统奥巴马
时期的政策，对一些选民来说，或不够
与时俱进、或缺乏吸引力。

（据新华社华盛顿 8月 20 日电
记者孙丁 徐剑梅 邓仙来）

美国前副总统乔·拜登20日晚在居住地特拉华州威尔明顿市向全国发表直播演讲，正式接受2020年民主党总
统候选人提名。美国媒体描述这是拜登近半个世纪政治生涯中最重要的演讲。

分析人士指出，此次演讲是拜登和民主党树立竞选形象、向选民释放信号的关键机会，将对接下来的选战产生
影响。虽然目前拜登在民调中领先于共和党对手、寻求连任的现任美国总统特朗普，但他通往白宫的路依旧崎岖。

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和
俄罗斯联邦航天局20日发布声明称，
国际空间站发生轻微漏气，3名宇航员
本周末将查找漏气原因。

美国航天局在声明中说：“航天局
及其国际伙伴2019年9月首次发现舱
内空气泄露率略高于标准。”美国宇航
员克里斯·卡西迪、俄罗斯宇航员伊万·
瓦格纳和阿纳托利·伊万尼申本周末将
关闭舱门，监控气压，以找到漏气源头。

俄罗斯航天局说，这次漏气“没有
对驻站成员或国际空间站构成危险”。

国际空间站并非首次发生漏气。
美航天局官员说，这次漏气不如2018
年的漏气事件严重。

2018年8月，对接在国际空间站
上的“联盟MS-09”飞船出现漏气，宇
航员在飞船轨道舱的舱壁上发现长度
近2毫米的裂缝，当时进行了紧急修
补。 陈丹（新华社微特稿）

国际空间站将查漏气

美国百事公司20日确认，世界贸
易组织总干事罗伯托·阿泽维多本月底
离职后将入职百事。

百事公司在一份声明中说，阿泽维
多定于8月31日正式离职，次日成为
百事执行副总裁和首席公司事务官。

声明说，百事为阿泽维多创设这一职
位意在“强化百事与各国政府、监管者、
国际组织及非政府股东的沟通努力”。

阿泽维多是巴西职业外交官，
2013年9月正式成为世贸组织第六任
总干事并于2017年连任。他今年5月
意外宣布提前一年结束任期。

阿泽维多解释离任原因时说，他的
这一决定“符合这一组织最大利益”，希
望新任总干事能注入世贸组织迫切需
要的“精力和耐力”。

闫洁(新华社微特稿）

世贸组织总干事离职后将加盟百事

新华社堪培拉8月21日电（记者
岳东兴 白旭）澳大利亚联邦科学与
工业研究组织 21日发布公报说，一
种由海藻制成的饲料添加剂能大幅
减少牲畜排放的甲烷量，有助于应对
气候变化。

该组织当天宣布与多家机构合作
成立一家公司，以在市场上推广这种由
海门冬属海藻制成的饲料添加剂。据
介绍，相关海藻能产生具有生物活性的

化合物三溴甲烷，后者可在牲畜消化饲
料过程中通过抑制一种特定肠道酶来
减少生成甲烷。

澳大利亚联邦科学与工业研究组
织说，实验显示这种饲料添加剂能减少
肉牛和奶牛排放甲烷量的80%。研究
人员预计，如果全球的肉牛饲养场和乳
制品产业中有10%采用这种饲料添加
剂，每年将减少排放约1.2亿吨温室气
体，相当于一年停驶5000万辆汽车。

澳科研机构说

一种饲料添加剂有助应对气候变化

英国艺术家萨夏·加法里正在阿拉
伯联合酋长国迪拜一家豪华酒店的舞
厅创作一幅巨大油画，打算完成后向吉
尼斯世界纪录申请认证为世界最大油
画，之后把画切分成几十块拍卖并把收
入捐给慈善机构。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21日报道，
这幅画名为“人类之旅”，画布面积
1980平方米，相当于4个NBA标准篮
球场。

为了创作这幅画，加法里向世界各
地青少年和儿童征集以“连接和隔离”

为主题、反映他们对新冠疫情感受的画
作。他将把孩子们的画作粘贴在他的
画上。

加法里说，由于阿联酋针对新冠疫
情限制旅行，他“困在”迪拜，于是决定
做些“能产生巨大影响的事”。

画作展出后将被分割成60块，每
块大约30平方米，分别装裱编号，由加
法里签名，于12月在迪拜拍卖。加法
里希望借助拍卖为以贫困儿童为帮助
对象的慈善机构筹集3000万美元善
款。 欧飒（新华社微特稿）

英国艺术家创作世界最大油画

遭受孤立

无权启动扼杀协议

蓬佩奥20日在联合国对媒体
表示，美方此举目的“简单明了”，
就是不允许伊朗参与武器贸易。

曾任美国国务院负责核不扩
散事务官员的马克·菲茨帕特里
克认为，对伊武器禁运延长与否
对地区安全局势的实质影响并不
明显。特朗普政府的真实目的是
在总统选举之前恢复对伊全面制
裁，从而彻底终结伊核协议。

2015年7月，伊朗与美国、英
国、法国、俄罗斯、中国和德国达
成伊朗核问题全面协议。联合国
安理会随后通过第2231号决议，
对伊核协议加以核可，决定维持
联合国对伊武器禁运至 2020 年
10月18日。这一决议中设有“快
速恢复制裁”条款，若伊朗被认为
违反伊核协议，则将自动恢复
2015年伊核协议达成前联合国对
伊实施的制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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