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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軍空襲敘邊境兩平民死 庫族總動員抵抗
在美國同意撤走駐敘利亞北部的美軍，
「讓路」予土耳其軍隊清剿當地庫爾德族部
隊後，土耳其昨日正式展開攻勢，向敘國邊
境地區艾因角發動空襲，轟炸多處地點，傳
出猛烈爆炸聲，據報造成最少兩名平民死
亡。庫族部隊號召總動員抵抗，並警告當地
將出現人道災難。
土耳其總統埃爾多安昨日宣佈展開軍事
行動後不久，據總部設於倫敦的敘利亞人權
觀察表示，土國戰機猛烈轟炸艾因角，傳出
多次爆炸聲，多幢建築物被炸中冒出濃煙。
土國軍方消息人士稱，土國戰機在軍方發射
榴彈炮支援下，展開空襲行動，軍隊將於短
期內開入敘利亞，與當地親土國武裝組織聯
手，清剿庫族部隊。
庫族部隊昨日號召所有族群的人民，向
美聯社

土耳其在邊境部署裝甲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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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敘利亞邊境地區遭空襲後冒出濃煙
敘利亞邊境地區遭空襲後冒出濃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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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壤土耳其的邊境地區推進，對抗土軍，指
今次總動員料持續 3 天。庫族部隊同時指當
地平民或陷入人道災難，呼籲國際社會承擔
責任，並希望以美國為首的聯軍，在敘國東
北部設立禁飛區，保護平民免遭空襲。敘利
亞人權觀察表示，邊境城鎮塔爾阿比亞德的
居民開始逃離，前往南部的村落，希望避開
戰火。

「伊斯蘭國」
襲庫族據點
在庫族部隊全力應付土軍攻勢之際，庫
族領導的敘利亞民主力量(SDF)位於拉卡的
一個據點，昨日遭極端組織「伊斯蘭國」
(ISIS)突襲。SDF 警告說，土耳其入侵敘利
亞，或導致極端分子趁機重整旗鼓，進行反
擊。 ■法新社/美聯社/路透社

五常僅美拖欠會費 現金儲備月底耗盡

聯國財赤十年最嚴重 下月恐無糧出
聯合國每年的預算，由全部 193 個成員國共同承擔，
但聯合國秘書長古特雷斯前日表示，由於多達 64 個成
員國拖欠會費，聯合國今年截至上月底，已出現 2.3 億
美元(約 18 億港元)赤字，若成員國再不繳付會費，聯合
國下月可能無法支付員工的薪金。據報安理會五大常
任理事國中，只有美國拖欠會費。

古特雷斯在聯合國大會預算委員會發言時，承認聯合國
面對近 10 年以來最嚴重的現金危機，流動儲備到本

月底可能耗盡，下月無法支付員工薪金。古特雷斯表示，
若非他從今年 1 月開始緊縮開支，甚至沒有資金召開上月
的聯合國周年大會。
古特雷斯表示，他在上月採取特殊措施解決赤字問題，
包括不填補職位空缺、只允許必要的出差及部分會議取消
或延期，坦言這些措施令聯合國在紐約、日內瓦、維也納
和內羅畢，以及一些地區委員會的運作受影響。

美積欠逾 80 億
聯合國常規預算用於支付政治、人道、裁
軍、經濟、社會和通訊等工
作的費用。古特雷斯稱，共有
64 個國家拖欠聯合國預算經費，
但未有點名是哪些國家，他感謝支付經
費的 129 個國家，呼籲其他國家盡快支
付所有拖欠款項。消息人士透露，
拖欠經費的國家包括美國、巴西、
阿根廷、墨西哥、伊朗、朝鮮、韓國和沙特阿拉伯等。
美國是聯合國預算最大貢獻國，佔今年常規預算的22%，即超過
33 億美元(約 258.8 億港元)，但華府在之前年度的預算已累積拖欠
3.81 億美元(約 29.8 億港元)，今年則還有 6.74 億美元(約 52.8 億港元)
未支付。美國駐聯合國代表團一名官員稱，美國會按照以往做法，
在秋天繳付大部分款項。美國總統特朗普政府一直表示，華府在聯
合國開支的負擔不公平，威脅削減繳付金額，以促使聯合國改革。

■古特雷斯指財赤幾乎令聯合國大會無法召開
古特雷斯指財赤幾乎令聯合國大會無法召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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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朗普狂削撥款 屢拖欠維和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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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欠 188 億維和費



至於聯合國維持和平任務，則由獨立預算提供資金，今明兩個財
年的預算分別為 67 億美元(約 525 億港元)和 65.1 億美元(約 510 億港
元)，美國貢獻當中 28%，但根據美國法例，華府只承諾支付
25%，目前尚拖欠約 24 億美元(約 188 億港元)。聯合國表示，維和
開支佔全球軍費開支不足0.5%。
■綜合報道








聯合國會費根據成員國的國內生產總值
(GDP)、人口及負債決定，用於日常開支以
及維和、救災等人道任務。美國作為全球最
大經濟體，長年是聯合國預算最大貢獻國，
但總統特朗普上任後，多次公開批評聯合
國，並不斷削減對聯合國屬下機構撥款，更
拖欠大筆維和開支。
聯合國對上一次公佈收入是在 2017 年，
撇除聯合國兒童基金會、難民署等轄下機構
後，該年聯國收入為 532 億美元(約 4,173 億
港元)，當中美國繳付約105億美元(約824億
港元)。除了政府，部分非政府組織亦會向
聯合國捐款，佔聯國總收入約26%。

自願捐款項目成開刀對象




不過聯合國會費機制對成員國其實沒約
束力，例如美國國會早於 1994 年通過，最
多只會承擔聯國維和開支的 25%，低於聯

傳美欲退《開放天空條約》 民主黨斥向俄送禮
美國媒體前日引述消息人士透露，總統特朗普政府
即將宣佈退出《開放天空條約》，意味美國再無法對俄
羅斯和其他締約國執行非武裝偵察。國會民主黨人批評
此舉如同向俄國送上大禮，破壞烏克蘭等歐洲國家對美
國的信任。
《開放天空條約》於 1992 年簽署，2002 年起生效，
適用於美國、俄羅斯等 34 個歐洲和北美國家，成員國
可於彼此領空進行非武裝偵察，有助查核執行軍控協議
情況，也能藉此取得彼此的軍事訊息，大幅提高軍事透

明度及讓各方建立互信。

憂退出失信烏克蘭
分別來自美國參眾兩院外交和軍事委員會的 4 名資深
民主黨議員，前日去信國務卿蓬佩奧和國防部長埃斯
珀，指《開放天空條約》是極重要的多邊軍事協議，屬
於維護美國和歐洲安全的關鍵，一旦美國退出，將是繼
早前退出與俄國簽訂的《中程核導彈條約》後，特朗普
送給俄羅斯總統普京的另一份大禮，嚴重打擊地區穩定

及烏克蘭的安全。
信中特別提到，俄羅斯去年在黑海刻赤海峽開火並
扣押3艘烏克蘭軍艦後，美國去年12月根據該條約，派
出偵察機在烏克蘭上空飛行，若美方退出條約，將令外
界進一步質疑美國對烏克蘭的安全承諾。
美國國務院拒絕評論民主黨的信件，僅表示《開放
天空條約》是一個讓成員國加強互相理解的機制。國防
部轄下「國防威脅降低局」則稱，退出該條約或影響美
國對俄國和其他成員國空中偵察的能力。 ■綜合報道

白宮
「宣戰」
彈劾調查 矢言全面拒合作
繼美國國務院拒絕讓駐歐盟大使到眾議院，就針對
總統特朗普的彈劾調查作證後，白宮前日去信眾議院議
長佩洛西及負責搜證的 3 個眾院委員會主席，指彈劾程
序違法違憲，特朗普及華府將全面拒絕合作。《紐約時
報》形容白宮是向彈劾調查「宣戰」。
特朗普的法律顧問西波隆在信件中指出，眾議院的
彈劾調查乏憲法基礎，過程沒有公平可言，而且充滿黨
派色彩，明顯不合法及不合憲，「簡單來說，你們試圖

網上圖片

推翻 2016 年大選的結果，剝奪美國人民自由選出總統
的權利」。
西波隆還稱，針對特朗普的彈劾，是自特朗普上台
首日便展開的「赤裸裸政治策略」，又指眾院沒有通過
表決展開彈劾程序，在調查過程中侵犯特朗普的權利，
矢言在這情況下，特朗普別無選擇，他和白宮將不會參
與這次調查。
佩洛西其後發表聲明反駁，警告白宮繼續隱暪總統

濫用美國人民賦予的權力，將被視為妨礙彈劾調查的進
一步證據，「總統先生，你並非凌駕法律，你將會被追
究責任」。
憲法列明眾院有權發動彈劾，而參議院則有權進行
彈劾聆訊，若總統犯下叛國、賄賂及其他重罪，在獲得
參院 2/3 議員支持彈劾下，可將總統撤職，但憲法未有
就彈劾程序詳細列明指引。
■綜合報道

國計算的 27.89%，美國因此一直拒付維和
費用差額，單在去年已少付 7.76 億美元(約
61 億港元)。另外，各成員國除常規會費
外，也會以自願捐款形式向多個聯國機構
撥款，特朗普上任後，這些機構遂成為開
刀對象。
特朗普政府一直批評聯國會費計算機制
不公，前年 4 月停止資助聯合國人口基金，
稱後者推動非自願避孕和強迫墮胎，涉款
7,500萬美元(約5.88億港元)。
華府去年再宣佈，削減對巴勒斯坦難民
救濟工程處(UNRWA)的 3 億美元(約 23.5 億
港 元) 援 助 ， UNRWA 被 迫 裁 減 250 個 職
位。美國 30 多名參議員去年致函警告，稱
一旦削減對 UNRWA 的援助，將令 14 萬人
失去食物援助、7 萬多人難以飲用清潔食
水。
■綜合報道

俄列反對派組織「外國代理人」
俄羅斯司法部昨日宣
佈，將反對派領袖納瓦
爾尼創辦的非牟利組織
「反貪腐基金會」，列
入「外國代理人」名
■納瓦爾尼 單，將受到當局嚴密監
察。「反貪腐基金會」總監日丹諾夫在 twitter
發文，表示基金會所有資金均來自俄羅斯國
民，從未收受外國資助，指當局的決定企圖扼
殺基金會。
俄羅斯於 2012 年設立「外國代理人」名
單，暗示名單上的組織為外國政府當間諜，它
們必須向政府登記，並定期提交報告，交代資
金來源和用途，以及組織管理者的身份。自名
單設立以來，已有許多民間組織停止運作。
「反貪腐基金會」因揭露政府官員貪污而聲
名大噪，近年更發展為納瓦爾尼支持者的全國
網絡。當局 8 月對該基金展開洗黑錢調查，指
基金會非法收受金錢。
納瓦爾尼一直嚴厲批評普京，他早前多次發
起全國大示威，抗議選委會取消莫斯科市議會
選舉多名反對派候選人的資格。納瓦爾尼因組
織非法集會而被判入獄 30 日，其多個地區辦
公室亦被調查人員登門搜查。
■法新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