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紐約時代廣場
車闖行人路 1 死 20 傷

■涉事汽車冒煙
涉事汽車冒煙，
，途人
駐足觀看。
駐足觀看
。 網上圖片

美國紐約曼哈頓地標時代廣場昨日發生汽
車高速衝上行人路事件，目擊者表示有超過
10名途人被撞倒，最少一人死亡。紐約警方
事後封鎖現場，將肇事汽車司機帶走調查。
警方指事故不涉恐怖主義，一名法新社攝影
記者亦指事件明顯是交通意外，但有傷者指
司機蓄意撞向途人。

反方向駕駛 警稱非恐襲
事發於當地中午時分(香港時間今日凌晨
零時)，美國哥倫比亞廣播公司(CBS)報

道，肇事的紅色本田房車反方向駕駛，衝
撞途人後，撞中一支燈柱，停在第45街及
百老匯交界處，汽車起火冒煙，事件造成
1 死 20 人傷。肇事汽車剷上當局架設防止
車輛衝上行人路的金屬障礙物，車身向左
傾側，右邊車胎離地。電視片段顯示警員
制服一名穿深色 T 恤男子，押上警車，26
歲司機將接受酒精測試。救護人員到場
後，用擔架將傷者送上救護車送院。聯邦
調查局(FBI)將聯同紐約警方調查事件
一名目擊者說，當時情況非常混亂，所

有人爭相逃跑，現場散滿相信是傷者留下
的鞋。
■法新社
■女途人不幸喪
命。 網上圖片

特別檢察官空降 或成彈劾推手

「通俄門」升級 前FBI局長暗戰特朗普

美國總統特朗普「通俄門」鬧得一發不可收拾，司法部副部長羅森斯坦在朝野及輿論壓力下，前日

突然宣佈委任前聯邦調查局(FBI)局長米勒為特別檢察官調查事件。米勒作風強悍，敢於挑戰當權者，
贏得各方尊敬，因此任命獲共和及民主兩黨歡迎。特朗普的反應較社會預期冷靜，他堅稱自己清白，
調查會還他一個公道。前總統克林頓當年曾因為類似的調查，導致被眾議院通過彈劾，不過特朗普會

彈劾總統程序

程序
■ 國會議員相信總統犯下叛國、賄賂
或其他嚴重罪行時，可啟動彈劾，
眾議院以簡單大多數通過後，再交

否成為短命總統，最終仍要視乎調查結果以及參眾兩院共和黨人態度。

參 議 院 辯 論 ， 若 參 院 2/3 議 員 通
媒早前爆料，指特朗普曾親自向
美前FBI局長高銘施壓，要求他停止

調查涉嫌上任前與俄國大使私下交往的
前國家安全顧問弗林，令社會懷疑「通
俄門」調查的獨立性。主持調查的羅森
斯坦前日發聲明，表示為了公眾利益，
加上情況特殊，決定指派一名特別檢察
官調查，但強調這項決定不代表有人犯
罪，亦不代表司法部會作出檢控。

特朗普平和回應後變臉
報道指，羅森斯坦簽署委任米勒的文
件後，特朗普才得悉事件，距消息正式
公佈只有 25 分鐘。他雖然當下反應冷
靜，但仍表示希望「還擊」，並隨即召
見白宮高層，多數人都提議他以平和的
態度回應，唯獨女婿兼顧問庫什納建議
他反擊。特朗普最終採納大多數人意
見，他亦向下屬表示，這項任命有助他
們集中處理政務，他其後發表聲明，表
示已經多次重申其競選陣營沒與外國勾
結，調查將會證實這一點，他亦期望事
件盡快結束。
不過事隔一日，特朗普昨日透過 twitter回應事件時態度已判若兩人，明顯對

羅森斯坦的決定感到不快。他指稱，上
屆政府及民主黨總統候選人希拉里違
法，卻沒有人委任特別檢察官調查他
們，形容今次事件是「美國史上最大政
治迫害」。特朗普還把「counsel」(檢察
官)拼錯成「councel」。

■米勒是 FBI 史上任期
第 2 長的局長
長的局長。
。 美聯社

法院角色
■ 法院在彈劾案中並無任何角色，即

使總統未遭司法起訴，只要國會議
員認為總統有罪，便可彈劾他

權力如司法部長 無懼總統炒魷
米勒同意接受任命。特別檢察官的權
力遠高於一般聯邦檢察官，幾乎等同司
法部長本身，有權挑選下屬，提交獨立
預算，只向司法部長一人負責，更重要
的是總統無權解除他的職務。這是 1999
年國會通過設立特別檢察官這一職務
後，司法部第二次委任特別檢察官，
《紐約時報》形容，無論在法律或政治
層面，「通俄門」的嚴重性已經升級。

特朗普或需接受盤問
米勒將會接手調查俄羅斯有否干預去年
美國大選，以及一切與此有關的事件，相
信包括特朗普早前突然辭退高銘。專家指
出，特朗普未來可能要接受盤問，就算他
的競選陣營最後撇清通俄嫌疑，事件也會
一直困擾白宮，影響施政。

｛

克林頓避彈劾劫數
與克林頓面對的獨立調查一樣，米勒
調查的可能結果之一是導致特朗普被彈
劾。當年克林頓被指在萊溫斯基醜聞中
作假誓，眾議院雖然通過彈劾案，但由
於議案在參議院未獲得 2/3 支持，讓克
林頓逃過大難。
民主共和兩黨議員普遍認為，米勒是
美國最可信的執法者之一，由他出任特
別檢察官相當合適，但個別議員指出委
任特別檢察官是多此一舉。眾議員監管
委員會主席查菲茨認為，沒有任何實質
證據證明特朗普陣營通俄，因此不存在
犯罪元素。
■《紐約時報》/路透社/法新社/美聯社

距提出彈劾案還差多遠
■ 目前僅兩名民主黨眾議員呼籲擬訂
彈劾案，大部分議員仍按兵不動，
以免演變成民主、共和兩黨鬥爭，
部分民主黨資深參議員也認為彈劾
言之尚早，應待事實釐清後再決
定，避免遭外界視作以另一途徑否
決大選結果。曾批評特朗普的共和
黨人阿馬什表示，若聯邦調查局
(FBI)前局長高銘備忘錄屬實，特朗
普確曾要求高銘停止調查前國家安
全顧問弗林，屬妨礙司法公正，可
成為彈劾理據，因此國會正等待高
銘答應赴國會作證，以確定事實
法新社

■米勒
米勒((中)以辭職要脅布什
以辭職要脅布什((左)。

法新社

阻布什監聽計劃
「911」
領FBI反恐
現 年 72 歲 、 綽 號 「 三 柴 警 察 」 (Bobby
Three Sticks)的米勒曾參與越戰，掌管聯邦調
查局長達 12 年，是繼創局局長胡佛後，史上
任期第 2 長的局長。他以不畏強權見稱，任內
最為人熟知的是曾經與前總統布什唱反調，以
辭職要脅對方收回不獲司法部批准的秘密監聽
計劃。
2004 年，時任司法部長阿什克羅夫特臥病
在床，布什政府試圖繞過當時任職副司法部長
的高銘，直接取得對方許可執行計劃。米勒與
高銘同一陣線，趕赴阿什克羅夫特養病的醫
院，不讓布什政府得逞。
米勒於 2001 年 9 月接任 FBI 局長，他當時以
為自己會負責調查毒品、白領及暴力罪案，但
上任一周便發生震驚全球的「911」恐襲。米
勒此後致力將 FBI 轉型為打擊恐怖主義的中
堅，將5,000名探員中2,000人調往執行國家安
全任務。
■美聯社/路透社/法新社

■ 對於委任特別檢察
官查通俄，
官查通俄
， 特朗普形
容 「 美國史上最大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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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迫害
」。 網上圖片

■米勒作風強悍
米勒作風強悍，
，敢於
挑戰當權者，
挑戰當權者
，贏得各方
尊敬，
尊敬
，任命獲共和及民
主兩黨歡迎。
主兩黨歡迎
。 法新社

「Trexit」
盤口熱買
落飛至1.8倍
美國總統特朗普上任後到處惹火頭，
「通俄」風波更鬧得滿城風雨，其至可能
面臨彈劾，外界關注他能否順利完成總統
任期。多間博彩公司已就特朗普會否提早
離任(Trexit)開盤，吸引不少投注者押注。
政治押注網站 PredictIt 就「特朗普會否
在 2017 年被彈劾？」推出交易合約，交投
量在24小時內超過10萬張，認為會彈劾的
合約價格前日一度升至 33 美仙(約 2.6 港元)
的最高位，代表特朗普有 33%機會被彈
劾，遠超一周前的7%。

過，總統便須下台，不得上訴，若
參院未能通過彈劾，總統則可留任

Paddy Power投注額逾500萬
博彩網站Paddy Power表示，在爆出特朗
普要求高銘停查「通俄門」消息後，押注特
朗普提早離任的注碼大增逾6,470 美元(約 5
萬港元)，總投注額超過 27 萬美元(約 210 萬
港元)，指定特朗普離任年份的所有盤口，投
注額更累積至逾48萬美元(約374萬港元)。
英國博彩公司立博則下調特朗普遭彈劾
的賠率，由 2.1 倍降至 1.8 倍，相當於特朗
普有56%機會遭彈劾。
■路透社

聽命司法部長
遜於「獨立檢察官」

「水門事件」發生後，美國國會在 1978 年
通過《政府道德法案》，容許司法部長提出要
求，由華盛頓上訴法庭的 3 人法官團任命「獨
立檢察官」調查案件。當局後來另立新例，容
許司法部長任命「特別檢察官」，兩者略有不
同，專家指出，後者須向司法部長負責，獨立
性較前者低。
2003年，時任副司法部長高銘委任菲茨傑拉
德為特別檢察官，調查一名中情局僱員名字外
洩事件，在委任信中，高銘指菲茨傑拉德的權
力獨立於司法部所有官員，他2004年再致函澄
清，指菲茨傑拉德全權主理調查。然而，米勒
的委任信中卻沒有類似的描述，羅森斯坦僅指
米勒擁有一定程度的獨立性，也沒有提及米勒
是否擁有絕對主導權。 ■美國全國廣播公司

特朗普團隊涉18次通俄
使基斯利亞克與特朗普顧問通電話。

眾院領袖：特朗普收普京錢

■麥卡錫
麥卡錫((右)回應言論
屬玩笑。
屬玩笑
。
美聯社
美國聯邦調查局(FBI)及負查調查俄羅
斯干預美國大選的國會人員，正審閱相
關記錄，當中包括數名前任及現任華府
官員披露的資料，指在美國大選最後7
個月內，前國家安全顧問弗林及特朗普
團隊其他顧問，最少18次暗中接觸俄國
官員及與克宮有聯繫人士。
上述華府官員稱，雙方透過電話及
電郵方式聯絡，其中6次是俄國駐美大

《華盛頓郵報》前日報道，眾議院
共和黨領袖麥卡錫於去年 6 月黨內總
統初選期間，在一次共和黨閉門會議
上指，當時是總統參選人的特朗普收
取俄羅斯總統普京的金錢。麥卡錫前
日在微博 twitter 回應，指他當時只是
開玩笑。

弗林涉收土國錢阻攻「伊斯蘭國」
另據美媒報道，在特朗普上任前不
久，弗林曾收受土耳其政府逾50萬美元
(約389萬港元)，阻止美軍針對極端組織
「伊斯蘭國」(ISIS)敘利亞大本營拉卡的
軍事行動。■美聯社/路透社/《紐約時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