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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朗普再鬧記者 白宮吊銷採訪證
記 者 發 問

遭 人 搶 咪

緊 握 不 放

■路透社

■路透社

特朗普阻查通俄
司法部長「被辭職」

美國總統特朗普再次與主流媒體爆發衝
突，他前日就中期選舉結果召開記者會，
其間與美國有線新聞網絡(CNN)白宮首席
記者阿科斯塔罵戰，白宮同日晚上吊銷阿
科斯塔的採訪證，直至另行通告。CNN 狠
批特朗普威脅民主，有白宮記者形容當局
做法前所未見，批評特朗普不願接受傳媒
追問。
阿科斯塔是前日記者會發問的第一人，
他要求特朗普解釋中選期間，宣稱非法移

民「侵略」美國，質疑特朗普以錯誤言論
妖魔化移民。特朗普解釋「因為我認為是
侵略」，又稱移民需以合法途徑進入美
國，阿科斯塔窮追不捨，強調移民距離美
國邊境尚遠，不應使用「侵略」一詞。

遭女實習生搶咪 反被指出手
特朗普此時開始顯得不耐煩，斥對方
「你懂什麼？如果你做得好，你的收視應
該會好一點。」阿科斯塔正打算發問第二

條問題，特朗普卻表示「夠了」，要求他
坐下及交出咪高風，一名白宮女實習生此
時上前企圖取走咪高風，但阿科斯塔緊握
不放，實習生搶咪不果。
阿科斯塔隨即再就通俄調查發問，特朗
普形容通俄調查是騙局，再次要求阿科斯
塔結束發言。特朗普其後接受第二名記者
提問時，突然指着阿科斯塔，狠批「CNN
以有你這種員工為恥，你很無禮、很
差」。現場記者聞言嘩然，正發問的全國

■路透社

廣播公司(NBC)記者亞歷山大亦為阿科斯
塔辯護，特朗普則再次批評 CNN 報道假
新聞，屬人民公敵。
阿科斯塔同日晚上表示，他準備回到白
宮現場錄影時，遭密勤局保安攔阻，並沒
收記者證。白宮發言人桑德斯強調，特朗
普歡迎記者發問，但阿科斯塔在記者會期
間，用手觸碰女實習生，做法不能容忍，
因此吊銷其記者證。
CNN表明全力支持阿科斯塔，批評白宮

避嫌後屢遭辱罵 中選翌日即落鑊

報復阿科斯塔提出具挑戰性的問題，並指
出當時是女實習生搖阿科斯塔的手臂，阿
科斯塔根本從沒觸碰女方，斥責桑德斯說
謊。白宮記者協會亦發聲明，稱不能接受
當局吊銷阿科斯塔的採訪證，強調記者有
權向總統和官員發問。
《紐約時報》白宮首席記者貝克表示，
他從 1996 年開始報道白宮新聞以來，從沒
見過這種事情，其他總統均不怕被記者追
問。
■綜合報道

6次
「特式」
炒魷
聯邦調查局(FBI)前局長高銘，去年5月9日

宣佈，決定「按總統特朗普要求」辭職，

白宮向高銘發出總統信函，稱在副司法部
長羅森斯坦建議下解僱高銘。高銘在洛杉
磯向 FBI 職員致辭時，才從電視新聞報道得
知這封信件

特朗普隨即在 twitter 宣佈由司法部幕僚

白宮前幕僚長普里巴斯，去年11月8日

美國中期選舉結果揭盅不足一天，白宮隨
即出現人事變動，司法部長塞申斯前日突然

長惠特克暫代部長一職。塞申斯因為避
特朗普不滿，更多次遭對方私下及

特朗普與普里巴斯乘搭空軍一號從紐約返
回華盛頓，在普里巴斯落機後，特朗普於
機上透過 twitter 表示，已任命凱利接替普
里巴斯出任白宮幕僚長

公開奚落辱罵，特朗普這次撤換

白宮前幕僚紐曼，去年12月13日

■特朗普撤換司
法部長。美聯社

嫌而退出「通俄門」調查，早已引起

塞申斯，改由曾經公開批評通俄

凱利在白宮戰情室告訴紐曼她已被解僱，
紐曼當時偷偷錄下兩人對話，其後在電視
上公開

調查「踩過界」的惠特克署
任，令外界擔心通俄調查和

前國務卿蒂勒森，今年3月13日

特別檢察官米勒的命運。

出訪非洲期間接獲凱利來電，通知他即將
被辭退，蒂勒森遂縮短訪問行程。特朗普
數日後於 twitter 宣佈將蒂勒森免職，同日
下午致電蒂勒森

惠特克需迴避「通俄案」調查？
根據華府道德規範，一旦聯邦政府官員的公正性受到合理質疑，
便需避嫌。惠特克被指在擔任塞申斯幕僚長期間，多次批評「通
俄案」調查，令人質疑他會否公正處理調查。不過由於道德規範
並沒強制要求官員避嫌，惠特克可拒絕迴避「通俄案」調查。

前國家安全顧問麥克馬斯特，今年3月22日

惠特克有權開除米勒？

前司法部長塞申斯，今年11月7日

根據特別審議規定，司法部長及署理司法部長只能在行為不當、
失職、利益衝突等「充分理由」下，才可將「通俄案」特別檢察
官米勒革職。不過米勒是由副司法部長羅森斯坦委任，惠特克難
以找到充分理據將米勒開除。

凱利致電塞申斯，要求後者辭職。特朗普
在 twitter 公佈塞申斯遭撤換的消息。塞申
斯在辭職信中表示，他是在特朗普要求下
辭職

特朗普在 twitter 表示撤換麥克馬斯特，由
博爾頓接任

若米勒被革職，能否透過司法覆核挑戰決定？

■路透社

米勒若相信惠特克在沒充分理由下將他革職，可入稟法院提請司
法覆核，法院可頒佈暫時禁制令，暫緩執行撤職決定。此外，特
朗普引用《聯邦空缺改革法》委任惠特克，但這項法例原意是在
官員身故或辭職下填補空缺，不肯定惠特克接替遭革職的塞申斯
的情況是否適用，其任命可能引起司法挑戰。
不革除米勒下阻礙「通俄案」調查？
根據特別審議規定，即使米勒建議提出起訴或傳召官員作證，只
要惠特克認為行動「不適當或不合理」，就可拒絕建議，惠特克
亦有權削減特別檢察官辦公室的預算。

■ 塞申斯早前因避嫌而退出
塞申斯早前因避嫌而退出「
「 通俄
門」調查
調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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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歲的塞申斯原本是亞拉巴馬
州 參 議 員 ， 早 於 2015 年 已

傳被要求即日「執包袱」
塞申斯在辭職信甫開首便表明，
辭職是「應你(特朗普)的要求」(at
your request)，信中強調自己任內
為打擊犯罪、捍衛國家安全和向非
法移民執法克盡己任，但未有花筆
墨讚揚特朗普。
司法部消息指，白宮幕僚長凱利
前日上午曾親自致電塞申斯，轉述
特朗普要求他辭職，塞申斯一度要
求完成本周工作才離任，但凱利拒
絕，使塞申斯急急取消原定同日下
午舉行的會議，改為向同僚道別，
據報塞申斯晚上離開司法部時，獲
多達 150 名同僚送別，包括惠特

署任部長曾批調查踩界
惠特克去年 7 月曾撰文批評米勒
的調查「越過紅線」，稱米勒不應
一併調查特朗普及其家庭的財務狀
況，形容調查可能變成「獵巫」，
被質疑有預設立場。惠特克最長可
署任司法部長 210 日，白宮消息稱
特朗普無意讓惠特克「坐正」，並
已經考慮多名接任人選，包括前新
澤西州州長克里斯蒂。任何接任人
選均需交參議院確認，由於共和黨
在中選後繼續控制參院，預料特朗
普提名的人選將獲通過。
特朗普前日表示，感謝塞申斯為
國服務，又重申通俄調查不公平，
且對美國不利，應該結束，但無意
下令終止調查。特朗普的私人律師
朱利亞尼則稱，相信塞申斯辭職對
米勒的調查沒有影響。
得州大學法律系教授弗拉德克指
出，由於塞申斯名義上是主動辭
職，使特朗普可自行挑選繼任人，
而非由羅森斯坦直接接任，批評塞
申斯未有盡力保護羅森斯坦和米
勒。
民主黨要求惠特克效法塞申斯，
避免干預調查，預料明年接任眾院
司法委員會主席的民主黨議員納德
勒批評，特朗普以為可隨意任免官
員，強調不能干預法治。共和黨參
議員科林斯亦稱，華府不應干預米
勒的調查。
■綜合報道

署理司法部長擬
「陰乾」
通俄調查
獲美國總統特朗普任命為署理司法部長的惠特
克，在司法體系的經驗較淺。惠特克以往經常發
表批評「通俄案」特別檢察官米勒的言論，包括
去年 8 月形容米勒是「執行私刑的暴徒」，並呼
籲特朗普律師團隊不要和米勒合作，外界憂慮他
上任後無法捍衛司法部獨立性，亦可能阻撓「通
俄案」調查。
惠特克在司法界的經驗，只有於 2004 年至 2009
年，在艾奧瓦州共和黨參議員格拉斯利推薦下，
擔任艾奧瓦州南區聯邦檢察官。他去年在美國有

線新聞網絡(CNN)擔任法律評論員時，已大力為
特朗普護航，指出並沒證據顯示特朗普在前年大
選期間，與俄羅斯勾結或妨礙司法公正。
惠特克去年在CNN網站撰文，指副司法部長羅
森斯坦應限制「通俄案」調查範圍，阻止米勒調
查特朗普的財政狀況，否則「通俄案」調查將變
成「政治盤問」，不單超越米勒職權，亦會損害
特朗普、其家人甚至整個美國。他亦曾說過，塞
申斯的繼任人可大幅削減特別檢察官辦公室的預
算，變相中止調查，無需辭退米勒。 ■綜合報道

反加徵汽車關稅
民主黨人攻陷共和黨票倉
美國民主黨重奪眾議院控制
權，共和黨多個票倉均告失守，
其中在南卡羅來納州第一選
區 ，從未從政的民主黨候選人
坎寧安競選時大打「反關稅
牌」，表明美國加徵關稅損害汽
車業出口，令歐洲車廠可能撤出
於美國的廠房，導致裁員。由於
汽車業是南卡州經濟命脈，坎寧
安的主張成功打動選民，最終擊
敗獲總統特朗普全力支持的共和
黨候選人哈林頓，打破共和黨人
40年來壟斷該選區的局面。
任職律師的坎寧安表示，加徵
關稅是危險舉動，為南卡州家庭
帶來災難性後果，他將於國會內
否決加徵關稅措施。民主黨南卡

鴻海 億投資或受阻
威州新州長上場

支持特朗普角逐總統。塞申斯在
任司法部長期間，曾停止向多個
被指包庇非法移民的州份和城市
撥款，亦支持特朗普對部分穆斯
林國家實施入境禁令，然而去年 3
月他被揭發大選期間曾兩度接觸
俄羅斯駐美大使，於是宣佈把通
俄調查交由副司法部長羅森斯坦
主導。特朗普此後多次公開抨擊
塞申斯，又稱後悔委任對方為司
法部長。
米勒領導的調查小組迄今已起訴
多名特朗普競選團隊成員，包括其
前競選經理馬納福特。司法部早前
更與馬納福特，還有特朗普前私人
律師科恩達成認罪協議，估計有助
獲得更多涉及特朗普的資料。據報
塞申斯任內亦曾出面，阻止特朗普
安插親信進入司法部。

克。
消息人士稱，塞申斯近日已透
露，中選後很可能遭特朗普開除，
部分幕僚建議他再次角逐參議員。

780

■坎寧安
州分部主席羅伯遜稱，南卡州受
惠於汽車業，與不少車廠關係良
好，坎寧安支持自由貿易的主
張，能打動選民。
■法新社

■惠特克

美國威斯康星州共和黨籍州長沃克競逐連任失
敗，民主黨的埃弗斯將上台。沃克任內積極爭取台
灣鴻海投資到當地設廠，鴻海則承諾投資 100 億美
元(約 780 億港元)，興建一間 2,200 萬平方英尺的液
晶顯示器面板製造廠，並僱用 1.3 萬人。由於埃弗
斯曾表明要與鴻海重談投資條件，外界擔憂會否影
響鴻海投資設廠。不過消息人士透露，鴻海投資案
已獲威州議會通過並立法完成，應不受影響。
為吸引鴻海設廠，威州當局最初承諾提供 30 億美
元(約 234 億港元)稅務和其他補助，條件是鴻海必須
在不同期限內滿足招聘、薪資和投資目標要求。埃
弗斯競選期間稱，沃克給予鴻海的減稅條件過分優
惠，他一旦當選將重談設廠條件，並檢討核發給鴻
海的空氣污染許可證。
不過據了解，鴻海當初前往威州投資時，得到稅
率、水電等各項投資優惠，均已獲當地議會通過，
鴻海計劃應不受影響。此外，鴻海威州廠房是美國
總統特朗普「美國製造」政策代表作之一，應不會
因州長換人而有所改變。鴻海昨日發表聲明，祝賀
埃弗斯當選，期待未來與埃弗斯一同推動科技園區
計劃，協助威州成為未來高科技發展重心。
■綜合報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