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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朗普特朗普「「叛美護俄叛美護俄」」
朝野共憤朝野共憤

美國總統特朗普在美
俄峰會附和俄總統普
京，與美國情報司法機
關唱反調，招致多間美
媒強烈批評，就連立場
親特朗普的霍士電視台
亦加入炮轟。
美國有線新聞網絡

(CNN)主播庫珀形容特朗
普的表現，是他見過的美
俄峰會中最可恥，另一主
播約翰．金指，這是一場
「投降峰會」。哥倫比亞
廣播公司(CBS)記者布倫
南表示，她曾向官員發簡
訊詢問情況，但對方說他
們正在關電視。
霍士電視台立場一直

傾向特朗普，但部分旗
下主播亦發表批評，史
密斯在節目開始時表
示，特朗普在赫爾辛基
的表現，要用「可恥」、

「蒙羞」和「叛國」形容，另
一主播華萊士質疑特朗
普在閉門會議未有提出
對俄羅斯干預美國大選
的指控，「普京不想看見
這議題，特朗普就把它
放在枱底」。辭典出版商
韋 氏 (Merriam-Webster)
於twitter表示，「叛國」、
「賣國賊」和「勾結」等字
眼，在美俄峰會後成為
它們網站的熱搜詞。
美國前總統奧巴馬昨日

在南非出席紀念前總統曼
德拉100周年誕辰活動，
發表演說時不點名批評特
朗普破壞民主，在政治上
散播恐懼和怨恨。
俄羅斯主流媒體則讚揚

普京在美俄峰會上取得重
大勝利，突破西方國家聯
手孤立俄國和打壓克宮的
圖謀。 ■美聯社

美國總統特朗普與俄羅
斯總統普京首次舉行峰
會，舉手投足均備受注
目。英國行為心理家學家
科利特分析指出，兩人的
身體語言發出矛盾訊號，
反映兩人均對對方的存在
感到不安。

科利特表示，雖然兩人
步入會議室時均昂首闊
步，充滿自信，但特朗普
和普京第一次握手時，並
未選擇以主導性較強的手
掌朝下式握手，而是手掌
略微朝上，以示尊敬，顯
示特朗普不欲佔便宜，希

望安撫和討好對方。握手
後，特朗普繃緊了下巴，
是一種無意識表情，反映
感覺脆弱，及後作出手指
朝下、具高度支配性的招
牌「尖塔形手勢」。另一
方面，普京時常擺出不對
稱姿勢，有利佔取主導，
但同時亦經常把注意力投
放在特朗普身上，給予對
方不少關注。
身體語言專家詹姆斯認

為，兩人的身體語言充滿
戰意，就像搏擊手尋找對
手一樣，尤其是推讓誰先
發言的一刻，身體語言顯
示他們內心各不相讓，緊
張感大增，反映兩人並不
和睦。 ■《每日郵報》

美媒：投降峰會
「賣國賊」成熱搜

身體語言顯不安「特普」像搏擊

俄羅斯總統普京前日
接受霍士電視台訪問時
表示，由美國特別檢察
官米勒領導進行的通俄
案調查是「政治把戲」，
不應容許此案阻礙美俄
關係發展，強調兩國關
係不應成為美國內部政
治鬥爭的人質。
美國司法部在美俄峰會

舉行前3天，起訴12名俄
國情報人員，指控他們前
年入侵民主黨電腦系統，
干預美國總統大選。普京
回應說，他對此事漠不關
心，很清楚這只是美國內
部的政治鬥爭，美俄關係
在這鬥爭中淪為人質，而
且對美國民主制度而言，

這種骯髒手法不值得自
豪，任命米勒展開調查亦
缺乏合法性。
普京並透露，他已告訴

美國總統特朗普，俄方準
備延長將於2021年到期
的《裁減戰略武器條約》，
但雙方需先就細節達成共
識，俄方亦認為美國並沒
完全履行條約，但應交由
專家定奪。英國早前指控
俄羅斯是俄國前特工斯克
里帕爾中毒案的幕後黑
手，普京回應指英方未就
指控提供任何證據，「我
們希望取得書面證據，但
無人提供給我們」，認為
此案可能受到英國國內問
題影響。 ■路透社

美國司法部前日表示，居於華盛頓
的29歲俄羅斯女子布什蒂訥，涉嫌受
俄羅斯政府指使，在美國從事間諜活
動，滲透全國步槍協會(NRA)等政治
組織，企圖藉此干預美國政治，周日
於華盛頓被捕。

疑俄央行副行長指示
司法部表示，布什蒂訥畢業於華盛

頓美利堅大學，為俄國支持擁槍權益

組織「攜帶武器權利」創辦人，她聽
從一名於俄羅斯央行工作的官員指
示，搜集美國官員和政治組織的情
報，提供給克里姆林宮。由於她未有
向美國當局披露自己代表俄政府做
事，違反《外國代理人法》。消息人
士透露，布什蒂訥是美國總統特朗普
的支持者。
司法部未有透露該名涉案俄官員身

分，據報他是在美國財政部制裁名單

上的俄央行副行長托爾申，布什蒂訥
的facebook專頁展示多張與托爾申的
合照，並有布什蒂訥出席NRA贊助活
動的照片。NRA暫未回應事件。
布什蒂訥代表律師德里斯貝爾否認

控罪，指沒跡象顯示布什蒂訥有意影
響美國政治及司法，強調她只是期望
改善美俄關係，質疑司法部濫用《外
國代理人法》。

■美聯社/路透社

涉滲透美槍會干預政局 俄女諜被捕

環球貿易戰陰霾持續之際，歐洲理事
會主席圖斯克和歐盟委員會主席容克昨
日訪問日本，與日揆安倍晉三會面，雙
方會後簽署自由貿易協定，承諾未來互
免對方99%商品關稅，是全球最大規模
的自貿協定。圖斯克和安倍在記者會上
均提到，近期環球貿易保護主義冒起，
似是不點名批評美國總統特朗普加徵關
稅的政策。
協議原定於上周安倍訪歐期間簽署，
但日本西部早前發生水災，安倍宣佈留

國善後，簽署儀式遂延至昨日。
歐盟與日本經濟規模相當於全球約3

成，總人口逾6億。根據協議，日歐雙
方願意分階段，互免對方99%貨物關
稅，由於日本未為解除大米關稅設立時
間表，日本暫時只會對94%歐盟貨品豁
免關稅，但承諾於未來增至99%。協議
簽署後將交由兩地議會審批，最快明年
3月生效。
容克稱，協議將令歐日雙方更為強大

和富裕，安倍則形容協議屬歷史性，日

歐雙方將在保護主義擴散之際，成為自
由貿易的持旗手，領導世界。歐盟與日
本亦簽署戰略夥伴協議，加強在國防、
網絡犯罪和氣候變化等議題上的合作。

■美聯社/路透社/共同社

在「特普會」舉行前3天，美國司法部宣佈起訴12名俄
國情報人員入侵民主黨電腦系統竊取電郵，藉此干預

美國大選。美國朝野期望特朗普在峰會上向普京施壓，甚至
提出引渡黑客的要求。然而特朗普與普京舉行近兩小時閉門
會議後，特朗普反而為普京背書，強調不相信俄羅斯干預美
國選舉。記者問特朗普是否相信美國情報機關時，特朗普指
普京的反駁「強而有力」。

疑普京握特朗普黑材料
特朗普在記者會的言論，在美國掀起政治風暴。美國情報
總監科茨發聲明，重申他們以事實作依據，清晰指明俄國曾
干預美國大選及削弱美國民主制度；參院民主黨領袖舒默
稱，特朗普站在普京一方抗衡美國司法制度、國防部官員及
情報機關，是「無知、危險和軟弱」的表現，並批評特朗普
將俄國利益置於美國之上，做法費解，令人懷疑普京是否握
有特朗普的黑材料。眾議員希夫更指特朗普為普京干預美國
中期選舉「開綠燈」。
特朗普登上空軍一號回國時，試圖在twitter「補鑊」，表

示對美國情報人員充滿信心，但他相信為建設一個更美好的
未來，不應拘泥於過去，美俄作為全球最強大的兩個核武
國，「我們必須好好相處」，但言論未見受落。特朗普未將
通俄案矛頭指向普京，並重提自己前年以高票當選總統，
《紐時》專欄作家弗里德曼直指，特朗普此舉是避免削弱自
己當選的正當性。

共和黨狠批「最差總統」
不少共和黨議員以往對特朗普親俄一直甚少評論，但眾議
院議長瑞安及參院多數派領袖麥康奈爾前日亦罕有地狠批特
朗普。瑞安指出，特朗普必須承認俄國並非盟友；共和黨參
議員格雷厄姆稱，特朗普放棄追究俄干預美大選的機會，將
被俄國視為軟弱表現，後患無窮；資深共和黨參議員麥凱恩
狠批特朗普成為美國史上最差的總統，「沒有其他美國總統
會如此卑躬屈膝」，形容「特普會」是可悲的錯誤。
國會議員紛紛力挺情報機關，僅少數聲音撐特朗普，參議
員保羅向傳媒表示，他與特朗普在此議題上持相同立場，認
為美國情報機關充斥大量存在偏見的人。特朗普部分幕僚形
容美俄峰會以「最壞情況」結束，直言「這並非原訂計
劃」。特朗普昨日在twitter貼文，形容他與普京的峰會，較
與北約傳統盟友的會面更好。

■美國有線新聞網絡/《華盛頓郵報》/路透社/法新社

美國總統特朗普與俄羅斯總統普京前日在芬蘭美國總統特朗普與俄羅斯總統普京前日在芬蘭

赫爾辛基舉行的首場峰會落幕赫爾辛基舉行的首場峰會落幕，，會後兩人出席記會後兩人出席記

者會者會，，特朗普強調他與俄國特朗普強調他與俄國「「沒有勾結沒有勾結」，」，更表更表

示相信普京否認干預美國大選的言論示相信普京否認干預美國大選的言論，，形容通俄形容通俄

案調查荒謬案調查荒謬。。特朗普未有支持情報機關特朗普未有支持情報機關，，更完全更完全

站在普京一方說話站在普京一方說話，，令美國朝野一片嘩然令美國朝野一片嘩然。。民主民主

黨人紛紛批評特朗普可恥黨人紛紛批評特朗普可恥，，認為特朗普此舉如同認為特朗普此舉如同

放棄追究俄羅斯放棄追究俄羅斯，，將被俄國視為軟弱將被俄國視為軟弱，，為俄國干為俄國干

預中期選舉預中期選舉「「開綠燈開綠燈」，」，多名共和黨議員亦罕有多名共和黨議員亦罕有

地譴責特朗普地譴責特朗普，，前中情局局長布倫南更斥責特朗前中情局局長布倫南更斥責特朗

普普「「叛國叛國」。」。特朗普昨日會見議員特朗普昨日會見議員，，試圖為事件試圖為事件

撲火撲火，，但勢遭議員們圍攻但勢遭議員們圍攻。。

日歐自貿協定 免99%關稅

■布什蒂訥據指是特朗普支持者。 美聯社

■圖斯克(左起)與安倍及容克簽署日歐
自貿協定。 法新社

■特朗普與夫特朗普與夫
人梅拉妮亞從人梅拉妮亞從
芬蘭返抵華盛芬蘭返抵華盛
頓頓，，特朗普在特朗普在
回程途中於回程途中於
twittertwitter 發 文發 文
「「補鑊補鑊」」。。

美聯社美聯社

■■美國民眾在白宮外舉牌美國民眾在白宮外舉牌，，示示
意特朗普講大話意特朗普講大話。。 路透社路透社

■■共和黨議員成美媒追共和黨議員成美媒追
訪對象訪對象，，多人對特朗普多人對特朗普
作出批評作出批評。。 法新社法新社

■特朗普(左)擺出具高度支配性的
招牌「尖塔形手勢」。 法新社

美國聯儲局主席鮑威爾昨日
到參議院銀行委員會，出席每
半年一次的聽證會，闡述對美
國經濟前景的最新看法，並接
受議員質詢。鮑威爾表示，聯
儲局預期美國經濟將踏入穩步
增長期，未來數年就業市場維
持強勁，通脹率接近局方2%
目標，加上美國經濟前景風險
已取得平衡，因此局方將維持
循序漸進的加息步伐，並對目
前貨幣政策正常化情況感到滿
意。

憂關稅措施損經濟
鮑威爾說明帶動美國經濟的4

大因素，包括金融市場情況有
利經濟增長、金融制度進一步
穩健、華府減稅及開支政策繼
續支持經濟擴張，以及其他國
家的經濟增長穩固。聯儲局今
年先後兩次加息，並預測年內
再加息兩次，鮑威爾認為，在
多項有利條件下，聯儲局相信
最適合是循序漸進加息，若加
息步伐太快，恐削弱經濟增

長。
然而，鮑威爾承認有不確定

因素可能改變他的預測，尤其
目前有關貿易政策討論的最終
結果難以逆料，明顯是指總統
特朗普向貿易夥伴採取的關稅
措施。鮑威爾上任後放寬對金
融機構的監管，在局方壓力測
試中資本額不足的高盛和摩根
大通，早前獲局方「有條件」
批准資本計劃，惹來外界批
評，料民主黨人將在聽證會上
要求鮑威爾解釋。 ■路透社

鮑威爾國會聽證 料今年再加息兩次

普京批政治把戲
俄美關係淪人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