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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參議院舉行總統特朗普彈劾聆訊

在即，白宮前日宣佈，特朗普為應對聆

訊，邀請多名重量級人物加入律師團

隊，包括前總統克林頓彈劾案時的獨立

檢察官斯塔爾、著名律師德肖維茨及另

一名前獨立檢察官雷伊。《紐約時報》

形容律師團星光熠熠，「就像電視明星

隊一樣」。

招星級律師 應對彈劾聆訊
克林頓案檢察官 辛普森辯護律師 多人曾捲醜聞

彈劾聆訊將於後日展開，白宮指團隊將由白宮
法律顧問西波隆，以及特朗普私人律師塞庫

洛夫領導，其餘成員包括特朗普顧問邦迪、私人
律師拉斯金、前獨立檢察官赫希曼等，涉及通烏
案的特朗普私人律師朱利亞尼則不在名單上。

右翼英雄或助證彈劾非法
消息人士透露，特朗普一度打算安排共和黨眾
議員加入律師團，但遭參議院多數黨領袖麥康奈
爾及多名白宮顧問反對。白宮則在聲明上重申特
朗普沒有做錯，批評彈劾案指控欠缺法律依據，
有信心律師團隊可守護民主。
斯塔爾曾在司法部任職，在1998年眾院審議
克林頓彈劾案時擔任獨立檢察官，提出11項指
控，被不少右翼人士視為英雄。分析認為，特朗
普選擇斯塔爾，是相信對方可以證明彈劾案非法
及不公，例如解釋彈劾案指控不足以構成「嚴重
罪行」，沒有提出彈劾的條件。
另一名新成員雷伊亦曾在克林頓彈劾案擔任獨
立檢察官，並在克林頓卸任前夕，表明不會對克
林頓提出刑事起訴。

明星律師與淫媒交往甚密
德肖維茨則是哈佛大學法學院榮譽教授，1995
年曾加入前美式足球明星辛普森的「夢幻團
隊」，助後者擺脫謀殺前妻及其朋友的罪名，他
亦曾為前拳王泰臣出任辯護律師。
德肖維茨過去政見傾向民主黨，曾反對彈劾克
林頓，並表態支持希拉里出任總統。消息人士透
露，特朗普之所以邀請德肖維茨加入律師團，是
看中對方身為憲法學者的身份，預料他將在聆訊
期間，列出彈劾案的憲制爭議。
不過特朗普這數名新「幫手」均曾捲入負面新

聞，例如德肖維茨與去年自殺身亡的淫媒愛潑斯
坦過從甚密，斯塔爾則在出任得州貝勒大學校長
期間，被指縱容校內美式足球隊性侵醜聞遭革
職，雷伊亦一度遭指控騷擾其前女友。據報數名
白宮官員亦因愛潑斯坦案，反對德肖維茨加入律
師團隊，但特朗普最終仍堅持招攬他。

■路透社/美聯社/法新社

美國前總統克
林頓因性醜聞遭眾
議院提出彈劾，醜
聞女主角、白宮前
實習生萊溫斯基前
日突在社交網站發
文，爆粗稱：「今
天是跟我開玩笑
嗎？」帖文迅即被
轉載超過1萬次，
並獲逾7萬次「讚
好」。雖然萊溫斯
基未有指名道姓，
不過傳媒均相信她
是不滿白宮宣佈，
邀請曾處理克林彈
劾案的獨立檢察官
斯塔爾及雷伊，加
入總統特朗普的彈
劾案律師團。

■綜合報道

美國總統特朗普前日在twitter
發文，抨擊眾議院議長佩洛西選
擇現時向參議院提交彈劾條款文
件，目的是迫使多名民主黨參議
員留在國會參與審訊，削弱他們
在總統初選出線的機會，刻意偏
幫另一參選人、前副總統拜登。

4民主黨參選人拉票受阻
參院的彈劾聆訊將於周二正式

展開，角逐初選的4名民主黨參
議員桑德斯、沃倫、克洛布查爾
和貝內特，均會在聆訊中擔任陪
審員，由於首場初選艾奧瓦州黨
團會議將於下月初舉行，4人恐
難以抽身拉票。
特朗普在帖文中特別提到桑德

斯，稱民主黨明目張膽操控選
舉，令桑德斯需參與「彈劾聆訊

騙局」，無法前往艾奧瓦州造
勢，佩洛西便可使拜登處於優
勢。部分共和黨議員過往亦曾提
出此說法，佩洛西一直否認提出
彈劾時考慮政治因素。
桑德斯目前在民主黨初選民調

位居前列，他上周四坦言寧願到
艾奧瓦州拉票，但表示身為參議
員，必須履行職責。

■綜合報道

英國傳媒報道，警方反恐部門向警員、醫
護人員及教師發出指引，將環保組織「綠色
和平」、善待動物組織(PETA)等團體列為
激進組織，與新納粹組織看齊。被點名的團
體均批評警方做法，警方解釋稱，指引目的
只是協助有關人員辨認不同組織。

與新納粹組織看齊
《衛報》披露反恐警隊為反激進計劃
「Prevent」制訂的指引，適用於整個英
格蘭地區，學校教師及國家醫療服務

(NHS)機構人員亦會收到。24頁的文件列
出不同組織的標誌及名稱，最後一頁列
明，若「藉着此文件發現任何有問題事
件」，應向反恐警隊舉報。
指引中有不少極右或白人至上主義組

織，包括Combat 18、「國家行動」等因
恐怖主義暴力而被禁的組織，但同時列
出部分環保或動物權益組織，包括「反
抗滅絕」、「綠色和平」、「海洋守護
者協會」等，其他較主流的左翼組織則
沒有列入名單。

環團批損警隊聲譽
被列入名單的環保組織紛紛表示不滿，

英國「綠色和平」執行主任索旺指出，將
環保分子與恐怖主義組織劃上等號，無助
反恐工作，反而損害警隊聲譽。
統籌警隊反恐工作的副警察總長海登解

釋稱，有關文件旨在協助警員，在日常工
作中辨認可能接觸的標誌等，不代表列出
的所有團體均是恐怖組織或犯罪組織。

■綜合報道

荷蘭首都阿姆斯特丹市政府近日公佈
新計劃，由市立銀行暫代年輕人償還債
務，受惠年輕人可透過參與培訓等方式
抵消部分債項，政府期望以此方式，協
助負債年輕人「重新出發」。

逾三分一青年負債
年輕人負債問題近年在歐洲日益嚴

重，例如阿姆斯特丹的18至34歲年輕
人中，逾34%人負債，而荷蘭的學債平
均金額，從 2015 年的 1.24 萬歐元(約
10.7萬港元)升至去年的1.37萬歐元(約
11.8萬港元)，背負學債的人數同期亦增
加38.8萬人，達到140萬人，由於不少
年輕人收入不穩定，導致難以重整財務

狀況。
阿姆斯特丹副市長莫爾曼指出，債務

構成沉重壓力，限制年輕人未來的發
展，政府計劃提供協助，讓年輕人更易
就業或進修。
市政府的試驗計劃將於2月展開，市立

信貸銀行會與債權人商議，將債權轉移
至市立銀行，銀行則會向債權人繳付750
歐元(約6,476港元)，受惠的年輕人日後可
根據實際收入，訂定還款金額。
每名參與計劃的年輕人亦會獲分配一

名導師，協助他們制訂「指導計劃」，
若成功實現計劃中的目標，例如完成就
業培訓或進修等，市立銀行會免除部分
債務。 ■綜合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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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波隆

身份：白宮法律顧問
背景：司法部長巴爾前助理，在2017

年信貸評級公司Equifax數據外洩
案，曾代表消費者控告Equifax

塞庫洛夫

身份：特朗普私人律師、「美國法律與
正義中心」首席法律顧問

背景：曾代表特朗普與「通俄案」特別
檢察官米勒談判，並阻止法院公
開特朗普稅務記錄

邦迪

身份：白宮彈劾案傳訊組成員
背景：曾任佛州檢察總長

拉斯金

身份：律師事務所合夥人
背景：曾任聯邦檢察官，前年與丈夫一

同加入特朗普律師團隊，曾阻止
米勒向特朗普問話

赫希曼

身份：律師事務所 Kasowitz Benson
Torres LLP合夥人

背景：曼哈頓前地區助理檢察官、天然
氣公司Southern Union前總裁及
前行政總裁

菲爾賓

身份：白宮副法律顧問
背景：前司法部官員，前年加入白宮法

律顧問辦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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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反恐指引 綠色和平列極端組織
美國娛樂巨擘迪士尼去年從傳媒大亨

梅鐸手上，收購21世紀霍士集團絕大部
分娛樂事業資產，迪士尼前日宣佈將有
關子公司的名稱刪除「霍士」，包括將
「20世紀霍士」更名為「20世紀工作
室」(20th Century Studios)，傳媒相信此
舉旨在與梅鐸劃清界線。

自梅鐸在1980年代中成為20世紀霍士
股東以來，霍士品牌便與梅鐸的極度保
守形象劃上等號，而目前霍士電視台等
多個電視頻道仍然由梅鐸持有。霍士電
影工作室的員工前日起，開始啓用「20
世紀工作室」的電郵後綴，迪士尼其後
確認改名消息，另一從事電影製作的子
公 司 Fox Searchlight， 亦 會 改 名 為
「Searchlight Pictures」，放棄由1935年
使用至今的「霍士」名字。
下月上映的喜劇《Downhill》，將成為

首部使用「Searchlight Pictures」名稱的
電影，將於3月在本港上映的《極地守護
犬》，則會用上「20世紀工作室」，至
於片頭的經典配樂及白光燈動畫則會保
留。 ■綜合報道

阿姆斯特丹政府擬替青年還債

迪士尼子公司名稱刪「霍士」

英多活動慶脫歐 唐寧街投影倒數
英國訂於本月31日脫歐，當

局昨日公佈當天舉行的連串活
動，包括發行300萬枚紀念幣、
首相府所在的唐寧街外牆投影
倒數計時器等，但不包括脫歐
派倡議的鳴響倫敦大笨鐘。

大笨鐘眾籌涉違規
各界就脫歐日的紀念活動已
爭論一段時間，首相約翰遜早
前公開呼籲發起眾籌，以在31
日當地時間晚上11時，即英國
正式脫歐時間鳴響大笨鐘，這
番言論促成脫歐派設立眾籌平
台。大笨鐘自2017年進行維修
後一直停響，要趕在脫歐日鳴
鐘，料需籌集50萬英鎊(約507
萬港元)，以支付安裝敲鐘裝置
等費用，據悉目前已籌得近一

半金額。
不過政府昨日在聲明中，未

有提及鳴響大笨鐘，取以代之
是在唐寧街投影倒計時至當晚
11時，而在多個政府部門所在
的白廳，附近一帶建築物亦會
亮燈，國會廣場則會掛滿英國
國旗。約翰遜在英格蘭北部主
持內閣會議後，晚上將發表講
話。當局亦計劃發行脫歐紀念
幣，每枚面值 50便士(約 5港
元)，上面刻有「與所有國家共
結和平、繁榮及友誼」。
鳴響大笨鐘計劃告吹原因之

一，是下議院委員會裁定眾籌
違反國會捐款規定。脫歐黨領
袖法拉奇批評約翰遜公開呼籲
眾籌，最終卻無法成事，是誤
導國民。 ■美聯社/法新社

■ 佩洛西日前正式簽署彈劾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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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笨鐘自2017年進行維修後一直停響，要趕在脫歐日鳴
鐘，料需籌集50萬英鎊。 法新社

德肖維茨

身份：哈佛大學法學院榮譽
退休教授、電視台評論員
背景：曾為前美式足球明
星辛普森、淫媒愛潑斯
坦、荷里活前金牌監製溫
斯坦辯護

雷伊

身份：私人執業律師
背景：曾任紐約州南區聯邦
助理檢察官，在克林頓彈劾
案任獨立檢察
官

斯塔爾

身份：霍士新聞台投稿人
背景：貝勒大學前校
長、司法部前副檢
察長，在克林頓彈
劾案擔任獨立檢
察官

■■ 特朗普為應對聆特朗普為應對聆
訊訊，，邀請多名重量級邀請多名重量級
人物加入律師團隊人物加入律師團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