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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朗普首外訪
博轉移醜聞視線

如尼克松中東行 華府官員：不成功便成仁

美國總統特朗普昨日展開就任後首次外訪，將於8日

內前往沙特阿拉伯、以色列、比利時、意大利及梵蒂岡

等地。出訪前一個多星期，特朗普接連爆出解僱聯邦調

查局(FBI)前局長高銘、涉嫌要求高銘停止涉俄調查等醜

聞，日前司法部更任命特別檢察官進行涉俄調查，令新

政府陷入上任4個月以來最大危機，特朗普急需借助外

交突破，轉移國內亂局的焦點，重振聲勢。有華府官員

便形容，今次外訪對特朗普及已經失去總統信任的白宮

幕僚而言，都是一次「不成功便成仁」的硬仗。

建交
1930年代末，沙特阿拉伯發
現大量石油，適逢美國迫切需
要能源，沙特自然成為美國關
鍵夥伴，1945年正式建交

海灣戰爭
伊拉克1990年入侵科威特，
美國前總統老布什發起「沙漠
風暴」行動，沙特成為美軍在
中東的前哨站

反恐
「911」恐襲19名疑犯中，15

名來自沙特，令美沙關係一度
緊張，2003年沙特發生連串
針對外國人和保安部隊的槍擊
案和炸彈襲擊，沙特復成為美
國對抗恐怖組織「基地」的盟
友，近年亦聯手打擊極端組織
「伊斯蘭國」

轉差再回暖

沙特認為奧巴馬政府拒絕進一
步介入敘利亞內戰，且開始傾
向支持勁敵伊朗，關係轉差，
直至特朗普政府上台後關注伊

朗影響力，與沙特不謀而合，
加上沙特去年推動「願景
2030」計劃，希望獲美國投
資，減少依賴石油收入，兩國
關係回暖

貿易

美國去年向沙特出口額180億
美元(約1,401億港元)，進口
額為170億美元(約1,323億港
元)

■法新社

連串醜聞令外界質疑特朗普當
總統的能力，不少人亦擔心

他在面對外國元首時，能否展示
出美國總統應有的風範。美國外
交關係委員會的塞斯塔諾維奇坦
言：「沒有人知道特朗普會在這
些會面上做或說什麼，因為他根
本未曾外訪。」

沙特趁機加強中東領導地位
外訪首站是沙特阿拉伯首都利
雅得。特朗普對伊朗態度強硬，
而且不像前總統奧巴馬般強調人
權議題，預料他在沙特應會得到
熱烈歡迎，他逗留期間亦會向多
個穆斯林國家的領袖發表講話。
特朗普曾推出針對穆斯林國家的
入境禁令，他在出發前表明，會
藉今次講話要求各國打擊極端主
義。
分析指，沙特亦希望藉特朗普
到訪，加強該國在中東地區的領
導地位。歐洲外交關係委員會的
客席研究員巴倫認為，沙特今次
特意邀請中東、東南亞、非洲及
土耳其共55國的領袖及代表，與

特朗普舉行峰會，目的就是要展
示自己的影響力。

晤以巴首腦 赴G7峰會
特朗普其後會轉到以色列，分

別在耶路撒冷及伯利恒，會見以
色列總理內塔尼亞胡及巴勒斯坦
自治政府主席阿巴斯，希望以此
為契機重啟以巴和談。結束中東
之行後，特朗普會轉到意大利羅
馬，與教宗方濟各會面，繼而再
到比利時首都布魯塞爾，約見北
約盟友。特朗普最後會到意大利
西西里島，出席G7峰會。
前美國中央情報局(CIA)分析

員、現於布魯金斯研究所擔任
高級研究員的里德爾表示，前
總統尼克松當年亦是在水門事
件醜聞鬧得熱烘烘之際出訪中
東，希望借外交成功轉移對醜
聞的注意力，但結果失敗，更
成為尼克松下台的導火線。特
朗普今次亦是在美國醜聞纏
身、出現彈劾聲音之際外訪，
情況甚為相似。

■法新社/路透社/美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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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 朗 普 政
府「勾結俄國
勢力」嫌疑愈

來愈重，從前國安顧問弗林2月下台、
聯邦調查局(FBI)局長高銘被炒，到特朗
普向俄外長拉夫羅夫洩密，如今由特別
檢察官介入調查。特朗普批評這是「獵
巫」，而在克里姆林宮口中，這是美國
人的「恐俄症」(Russophobia)大爆發。
「恐俄症」的說法主要來自俄國官員

和媒體，其根源據說可追溯至19世紀初
拿破崙戰爭時期，歐洲視當時的沙俄為
窮兵黷武的野蠻人。恐俄症在冷戰美蘇
對立時期進一步在西方蔓延，直至近年
經歷烏克蘭危機，以及總統普京推動俄
「大國再崛起」，西方對俄國的制裁和
戰略包圍加劇。這對克宮而言，都是恐
俄症復發的病徵，純粹一種非理性恐
懼，把俄國塑造成意圖征服西方的邪惡
勢力。
近月特朗普「通俄」醜聞沸沸揚揚，

拉夫羅夫把矛頭直指前朝奧巴馬政府和
大選失敗一方，指他們不承認選舉結
果，延續反俄行動，作為權鬥的武器。
不過在西方媒體看來，所謂恐俄症並不
存在，反指這是克宮的宣傳工具，攻擊
任何普京反對者，並把它提升至國家層
面—你若批評俄政府，就等同與全體俄
國人作對。特朗普的「獵巫論」也算舊
調重彈，他今年1月就指責政界對俄干
預大選疑雲窮追猛打形同政治迫害，奈
何他愈爭辯，外界愈視之為抵賴和掩
飾。
奧巴馬上任之初揚言「重設」對俄關

係，最後還是與普京不歡而散，特朗普
亦曾揚言向俄國靠攏，一改多年敵視克
宮的敵對態度，減輕制裁力度，在國際
反恐和地緣角力上聯手。不過美國務卿

蒂勒森上周表示，兩國關係無法重設，畢竟歷史恩怨
覆水難收，能夠做的只是「再接觸」(re-engage)，
雙方有一系列分歧尚待解決。隨着白宮後欄失火，兩
國高層任何交往都可能被視為通敵和勾結，中歐和東
歐最大銀行Sberbank總裁格雷夫就表示，美國人已
對俄國表現出「極度的神經質」，雙方任何接觸都會
招致不利的政治後果。在這形勢下，美俄回暖的外交
大變局能否成真，本身已面臨重大變數。
特朗普會否因「通俄」而遭彈劾仍言之尚早，始終

一切仍有待徹查，而且共和黨掌控國會兩院，除非民
主黨明年重奪眾議院，兼且共和黨員齊齊倒戈，則另
當別論。然而特朗普的醫保、金融和稅務改革都需要
雄厚政治資本，部分共和黨員為了明年中期選舉着
想，刻意與特朗普保持距離，免受牽連，這都可能阻
礙他的改革大計。在美國輿論眼中，無論特檢官最終
調查結果如何，特朗普與俄國的聯繫已是難以洗白。
家嘈屋閉之際，他今次出訪
中東，是得以稍事喘息，還
是進一步添亂，就要看他這
場處子騷的表現如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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嘴刁愛牛扒茄汁
討厭坐長途機

巴西總統特默被揭發要求肉類加工企業JBS，向因貪
污入獄的前眾議長庫尼亞支付掩口費，醜聞引發新一輪
反政府示威，最高法院前日宣佈對特默展開調查。特默
其後發表講話，重申沒有支付掩口費，又強調不會辭
職。分析相信，特默最終會否被彈劾，要視乎國會內盟
友的取態，但即使他避過下台危機，現屆政府也會變成
「行屍走肉」，無法施政。
特默前日發表長達5分鐘的全國講話，為自己辯護，
強調自己並無犯錯，從無付錢收買要任何人「收聲」。
他又要求徹查事件，還自己一個清白。
由於最高法院處理類似調查時，很少速戰速決，受查

對象一般也能輕易脫罪，所以國會彈劾幾乎是唯一令特
默下台的途徑，但成功彈劾有一定難度，前提是要執政
聯盟「棄保」特默。爆出醜聞後，城市部長阿拉烏若和
文化部長弗雷里已相繼請辭，當地報章指尚有其他部長
威脅會辭職。外界估計，特默會致力拉攏盟友支持，尤

其是社會民主黨。
■路透社/

法新社/美聯社

伊朗昨日舉行核協議達成後首場總
統大選，各地票站均出現長長人龍，人
數遠多於去年國會選舉時，顯示投票踴
躍。全國5,600萬名選民從改革派的現
任總統魯哈尼和保守派前總檢察長萊希
之間，決定國家未來以及今後與西方關
係的路線。上屆大選中，魯哈尼以超過
次名近3倍的票數當選，但面對主打經
濟、來勢洶洶的萊希，相信今次兩名主
要候選人的得票會非常接近。由於投票
人數太多，當局宣佈將投票時間延長兩

小時，至晚上8時完結。
魯哈尼早上到德黑蘭市中心票站投

票，獲大批支持者在場歡呼迎接，他指
無論誰人勝出，都應該為國家在中東和
全球的角色努力。萊希則到德黑蘭南部
的票站投票，同樣獲支持者歡迎，其中
一名支持者表示，萊希關注被剝削的人
民，承諾打擊貪污，「雖然我也很贊成
魯哈尼的工作，但我們不應該靠外國
人，這個國家被強敵環伺，若不自強便
會被傷害。」

萊希大打經濟牌
魯哈尼前年與西方國家達成核協

議，換取國際社會放寬制裁，但他未
能藉此改善伊朗經濟，導致萊希得以
乘虛而入，大打經濟牌爭取支持。事
實上，魯哈尼的核協議本身也面臨危
機，美國總統特朗普已經下令對協議
展開90日檢討，伊朗大選翌日，他更
會出訪伊朗在區內的主要對手沙特阿
拉伯。 ■路透社/美聯社/法新社

洩密網站「維基解密」創辦人阿桑
奇2010年在瑞典被控強姦，他擔心被
引渡至美國受審，於2012年逃進厄瓜
多爾駐英國倫敦大使館。瑞典檢察部
門昨日決定終止對阿桑奇的調查，並
撤銷對他的全歐洲拘捕令，不過當局
強調這不代表案件已經了結。英國警
方表示，會維持2012年因為阿桑奇拒

絕出庭而發出的拘捕令，意味阿桑奇
仍然未能結束長達5年的匿藏大使館
生活。阿桑奇一名代表律師稱，阿桑
奇將會到法國尋求政治庇護，但沒有
說明他可以怎樣離開英國而不被拘
捕。
阿桑奇2010年8月被控在女方多次

拒絕下，仍趁對方睡覺時不用安全套

與對方性交。阿桑奇堅稱雙方同意性
交，又指控罪背後有政治動機。美國
司法部長塞申斯上月指，美國「首要
任務」是逮捕阿桑奇，阿桑奇代表律
師隨即以美國有意採取行動為由，要
求瑞典撤銷拘捕令。

■法新社/
美聯社

以嘴刁和討厭長途飛行聞名的特朗普，展
開上任後首次外訪，無論幕僚抑或東道主都
嚴陣以待，確保特朗普住得放心、食得開
心。
特朗普雖然是商人出身，但他從來不喜歡

坐長途機，不少幕僚都擔心他可能受不了時
差激烈轉變、酒店住不慣以及食物不對口
味。有白宮官員更害怕萬一此行太辛苦，特
朗普未來可能把所有外訪工作都推給副總統
彭斯。

為了讓特朗普滿意，各東道主都做足準
備。例如知道特朗普喜好後，沙特便在傳統
的羊肉外，為他提供最愛的烤焦牛扒配茄
汁。以色列的問題較大，恐怕只有中東烤肉
勉強合他口味。特朗普與法國總統馬克龍在
比利時會面時，則會在一間以燉龍蝦和意大
利餃配阿爾巴白松露聞名的餐廳用膳。意大
利問題可能較少，因特朗普明言喜愛妻子梅
拉妮亞所煮的意大利菜。

■美聯社/《新聞周刊》

美國沙特關係轉變

美國和巴西接連爆出政治醜聞，政治風險大增，加
上亞洲投資者繼續追捧，比特幣愈升愈有，昨日更升
穿1,900美元水平，最高曾見1,954美元(約1.5萬港
元)。
數碼資產策略公司BKCM總裁凱利表示，在政局

混亂的環境下，投資者視比特幣為媲美黃金的避險資
產，用以對沖政治風險。黃金期貨過去一周亦升近
2%。凱利續指，日本與韓國對比特幣的需求增加，
也帶動比特幣值上升，當中日本比特幣交易量佔全球
比特幣貿易40%，韓國比特幣交易佔全球比例亦由約
5%，升至近5.6%。

■CNBC

連爆政治醜聞
比特幣衝破1900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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