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16

■責任編輯：林輔賢

國  際  新  聞

■版面設計：黃力敬

2017年
2017
年 1 月 11
11日
日（星期三
星期三）
）

女婿庫什納出任資深顧問 影響內外決策

特朗普行使特權委「白宮駙馬」
的重大內政和外交決策，包括貿易及中東事務。外界質疑該任命有違《反裙帶關係法》，構成利益衝突。另一方面，特
朗普提名的重要閣員今周進入密集聽證期，民主黨議員指責聽證安排太倉促，參議院淪為批准重要任命的橡皮圖章。
歲的庫什納從事房地產發展，
現年200936年迎娶特朗普的掌上明珠伊萬

卡，自此成為特朗普的心腹。特朗普在前
日發表的任命聲明中，讚揚庫什納「在選
戰及過渡的顧問工作值得信任，是重要資
產」，對實施特朗普的施政大計具有「不
可比擬的價值」。庫什納表示，對獲此機
會感到「榮幸、謙卑」。白宮資深顧問並
非內閣成員，無需參議院批准，同時不會
受薪。庫什納上任後，將與未來白宮幕僚
長普利巴斯及首席策略師班農合作，向特
朗普出謀獻策。

免利益衝突 庫什納辭任CEO
庫什納的委任引起外界猛烈批評，6 名
隸屬眾議院司法委員會的民主黨議員去信
司法部及聯邦政府道德辦公室(OGE)，要
求調查任命有否不符合《反裙帶關係
法》。庫什納的法律顧問戈雷利克指，國
會在 1978 年賦予總統特權，僱用白宮辦公
室成員時無需遵守聯邦委任法，法庭也裁
定白宮不屬於《反裙帶關係法》規管的聯
邦機構範圍。
該任命的另一爭議，是資深顧問工作可

能與庫什納的私人業務產生利益衝突。戈
雷利克稱，庫什納諮詢 OGE 意見後，決
定辭去「庫什納公司」行政總裁的職位並
出售資產。

參議院淪批准任命橡皮圖章
鑑於其妻子伊萬卡的酒店及時裝業務也
牽涉庫什納，他將填寫公開財務報表，也
不會插手產生利益衝突的工作。伊萬卡則
不會在白宮任職，專注打理一家人從紐約
遷居華盛頓的事情。紐約市長白思豪指，
特朗普管治班子由強硬保守派主導，庫什

納能將溫和的聲音帶入內閣。
共和黨控制的參議院昨日開始舉行聽證
會，料本周內審批 9 項特朗普提名的人事
任命，包括國務卿、國防部長、中情局
長、司法部長和商務部長等等，當中不少
是商界鉅子，部分人上周仍未呈交利益申
報，外界擔心他們會以權謀私。OGE負責
人肖布表示，參議院不等 OGE 審閱相關
人選的財務申報文件，就匆匆舉行聽證
會。白宮發言人歐內斯特批評，共和黨參
議員未有履行把關責任，淪為橡皮圖章。
■《紐約時報》/路透社/美聯社/

《反裙帶關係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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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裙帶關

0 " 係法》規定所
有聯邦政府官員均不得僱用家庭
0
成員，加入由他們掌管的機構

或辦公室，還特別指明禁止任
命官員的女婿。該法例 1967
年生效，當時的總統肯尼迪
任命其弟弟掌管司法部，引
起爭議。法律專家指出法例
存在漏洞和灰色地帶，特
朗普女婿庫什納的「顧
問」頭銜可視為非官方職
位，迴避《反裙帶關係
法》的規管。
對於庫什納的任命是否
違法，法律界未有定論。
華盛頓大學法律教授克拉
克認為，《反裙帶關係法》
覆蓋行政、立法及司法機構，
華府也包括在內，而且國會立法
時也沒將白宮豁免。印第安納大學教
授馬廖卡則認為國會無權限制總統幕僚任
命。

「安靜的維修員」 疑靠父捐錢讀哈佛

美國候任總統特朗普下周五宣誓就職，他前日再發表具爭議性的任命，其女婿庫什納出任白宮資深顧問，影響一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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庫什納的家庭背景與特朗普相
似，他的父親也是以房地產起家，
庫什納 28 歲就繼承了家族的商業
王國，身兼地產商、投資者及報紙
出版商。與性格火爆的特朗普不
同，庫什納沉靜內斂，談吐溫文爾
雅，不愛拋頭露面。在去年大選期
間，庫什納協助特朗普團隊覓得通
訊主管人選，又提議委任彭斯出任
副總統。《紐約時報》形容他是團
隊裡「安靜的維修員」(quiet fixer)。
庫什納出身正統猶太教家庭，他
的祖父母在二戰時逃出波蘭，是納
粹大屠殺的倖存者，而特朗普則受
白人至上和反猶主義者追捧，但庫
什納未曾對岳父的言行感到擔憂。

狂換主編 報章水準大跌

報道指，庫什納年輕時讀書成績
差，最終卻入讀哈佛大學，原因很
可能是他的父親向哈佛捐錢有關。
他 25 歲 時 收 購 《 紐 約 觀 察 家
報》，與德高望重的主編卡普蘭不
和，卡普蘭後來辭職，自此主編一
職換了五人，該報的水準亦大不如
前。
雖然庫什納缺乏從政經驗，但他
提出以營商方式處理政務，提高施
政效率，「政府架構非常複雜，效
率低之餘更浪費資源，商界則會給
予人才發揮的空間及權力，這樣才
能成功」。
■英國廣播公司 / 《時代》周刊

希拉里為庫什納「鋪路」
前總統克林頓執政期間，曾經委派第一
夫人希拉里領導醫療改革，引起極大爭
議。聯邦上訴法院在 1993 年裁定，白宮
官員任命不屬《反裙帶關係法》規管範
圍，這項裁決為特朗普女婿庫什納任職白
宮清除障礙，有媒體便形容希拉里如同為
庫什納進入白宮鋪路。
■美聯社/ 《衛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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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產基金轉交親屬如騙局
■前總統肯尼迪(左)任命
其弟羅伯特(中)掌管司法
部惹起爭議，促成立法。

商界出身的庫什納擁有數不清的資產，儘
管他打算出售大部分資產或撥入家族信託基
金，但買家是他的弟弟，母親是信託基金受
益人，他將難以避嫌。
庫什納的顧問律師戈雷利克指，庫什納將
辭任名下企業的總裁，並出售《紐約觀察家

報》、股票及35項投資。庫什納不會參與影
響他本人及妻子伊萬卡名下資產的決定，伊
萬卡也不會再擔任特朗普集團管理層職位。
然而，庫什納打算出售資產給他的弟弟，
家族信託基金由母親掌管，其家人均為受益
人，有律師形容這恍如一個騙局。前總統布

奧巴馬告別演說
挽政治遺產
美國總統奧巴馬將於下周卸任，
他於當地時間昨晚9時(香港時間今早
10 時)在家鄉芝加哥發表告別演說。
負責為奧巴馬撰寫演辭的基南稱，
這並非一場「反特朗普」演講，而
是奧巴馬表達對美國的願景。有媒
體認為，奧巴馬會藉今次演說，挽
救他岌岌可危的政治遺產，包括奧
巴馬醫保。

免費門券炒至千美元
奧巴馬偕夫人米歇爾及副總統拜登
伉儷，最後一次乘坐空軍一號前往芝
加哥，在麥考密克廣場發表演說，並

向支持者道別。大批支持者無懼嚴
寒，索取免費派發的入場券，當中大
部分是黑人，有人在網上轉售，炒至
1,000美元(約7,775港元)。
由於民主黨在今屆大選失利，相信
奧巴馬會利用今次演說，為黨友及一
眾支持者打氣。奧巴馬在預告片中
稱，「只要普羅百姓齊心合力，試圖
令國家變得更好，制度就會回應國民
的訴求。」基南稱，奧巴馬的競選活
動獲年輕人及百姓支持，因此他決定
回到芝加哥，這裡不單是他的家鄉，
也是其政治生涯起點。
■法新社/美聯社

什年代擔任白宮律師、專責處理道德問題的
佩因特則指，信託基金必須受益人批准才能
作出變動，而庫什納的妻子及孩子並非受益
人，這是「正面訊息」，但承認由親屬掌管
信託基金難免有瓜田李下之嫌。
■《紐約時報》

Spotify 登廣告
邀奧巴馬加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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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典串流音樂服務龍頭 Spotify 前日刊登廣
告，聘請「歌曲清單總統」，列明求職者需有
至少8年管治大國經驗，以及「擁有良好團隊
精神及工作道德規範、態度友善親切，並擁有
諾貝爾和平獎」，明顯為奧巴馬度身訂造。
前美國駐瑞典大使布熱津斯基的妻子早前

在 Instagram 表示，她上周出席白宮一個宴
會，奧巴馬告訴她，2013 年到訪瑞典是其最
愜意的一次行程，還稱「正等待 Spotify 為我
安排職位，因我知道你們熱愛我的歌曲清
單」，Spotify總裁隨即登出上述廣告。
■法新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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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士強制穆斯林童
上男女泳課

瑞士兩名土耳其裔家長數年前以穆斯林女
童不應與男童一同游泳為由，拒絕讓女兒上
強制性的男女混合游泳課，2010 年被裁定
違反家長責任罪成。兩人指瑞士違反《歐洲
人權公約》第九條保障宗教自由的規定，上
訴至歐洲人權法院，昨日被判敗訴，法官認
為瑞士強制穆斯林女童參加男女混合游泳課
的做法合理，有助孩子融入社會。
法院表示，瑞士當局的決定雖干預宗教自
由，但未至於違反《公約》，重申瑞士相關
法例有助保護外國學生免受社會排擠，強調
兒童享有全面教育有助融入當地社會，較家
長要求兒童豁免上男女混合游泳課更重要。
法院指瑞士當局已妥協，作出極具彈性安
排，包括容許穆斯林女童穿「布堅尼」而非
傳統泳衣上課，以及讓她們在沒有男童在場
下更衣。
■英國廣播公司/《每日郵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