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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想延遲大選
特朗普彈弓口：

2020年8月1日（星期六）

經濟插水圖轉視線 朝野炮轟 共和黨割席
美國總統特朗普前日突然提出，建議押後
11 月舉行的大選，朝野隨即齊聲炮轟，甚至
向來支持特朗普的共和黨盟友，亦表明不支
持押後大選。特朗普在同日稍後的白宮疫情
簡報會上隨即改口，指並非真心希望推遲大
選，但繼續辯稱郵寄投票可能令今屆大選成
為「史上最舞弊的選舉」。

■ 洛杉磯當局確認選民地址
洛杉磯當局確認選民地址，
，並通知他們 11 月大選會
採用郵寄投票方式。
採用郵寄投票方式
。
路透社
朗普目前的支持度被民主黨對手拜登大幅拋離，
他前日早上突然在 twitter 發文，再度抨擊郵寄投
票容易導致選舉舞弊，因此應押後大選，直至民眾可安
全投票。
言論一出即引起各方批評，眾議院議長佩洛西將規定
選舉日期的憲法條文上載至 twitter，民主黨全國委員會
則稱，前日公布的第二季美國經濟按年負增長 32.9%，
特朗普只是企圖轉移視線。拜登亦表示，特朗普可能嘗
試以此分散公眾注意力，避免民眾關注民權領袖劉易斯
的葬禮。

特

屢挑戰共和黨底線
撞板收場
美國總統特朗普提出押後大選的言論引起一面倒批
評，包括共和黨人亦紛紛「割席」，當地傳媒評論，特
朗普與共和黨今次分歧之嚴重非常罕見，亦可能是特朗
普一直挑戰主流政界底線，今次終於「過界」。
觀察美國政界對押後大選的反應，不論政治陣營、甚
至向來支持特朗普的盟友，如保守派參議員克魯茲、魯
比奧、司法部長巴爾等，均沒有與特朗普站同一陣線。
共和黨內反對特朗普的聲音更來自最高層，包括亞拉
巴馬州共和黨主席萊森、北卡羅來納州共和黨主席惠特
利等；亦有部分人以「不清楚」回應，亞利桑納州共和
黨主席沃德回應時便稱，沒有見過特朗普的帖文。
《紐約時報》形容共和黨在押後大選一事上，與特朗
普的分歧罕有地嚴重；美聯社亦指出，特朗普過往不斷
挑戰共和黨的底線，涉及種族、貿易、移民等議題，今
次終在押後選舉一事上「撞板」。
■綜合報道

瘧疾藥羥氯喹的效用，要求各院校復課等；另一邊廂
又稱大選難以安全舉行，再度反映特朗普作為總統，
並未好好運用自己的領導權力。
麻省前州長、今年曾參與共和黨初選挑戰特朗普的
韋爾德表示，特朗普的帖文反映他驚慌失措，形容當
他見到大批人因疫情逝世、經濟幾近崩潰，他的反應
是「押後大選」，顯示他不敢面對現實。
押後大選的提議亦觸發朝野抨擊，《紐時》提到在
特朗普發帖當日，正值已故黑人民權領袖劉易斯出
殯，前三任總統奧巴馬、布什及克林頓均有出席，唯
獨特朗普未現身，種種事例反映特朗普無論在政府或
整個社會，均陷入孤立狀況。
■綜合報道

特朗普金主拖慢郵政
選票
「被遲到」
恐無效

抹黑郵寄投票 「或遲一年揭盅」

《華盛頓郵報》則引述多名特朗普的幕僚報道，白宮
內部根本沒有討論過押後大選，因此一眾幕僚對特朗普
的帖文感到非常驚訝，認為特朗普的帖文只是「網絡釣
魚」、胡亂發言。
加州洛約拉馬利蒙特大學法律學系教授萊維特警告，
特朗普再次把郵遞選票與舞弊拉上關係，將破壞選舉程
序的合法性，不利政治穩定。加州大學爾灣分校教授哈
森亦指，特朗普的言論會降低選民對選舉制度的信心，
損害郵寄投票的公信力。
■綜合報道

無適當運用領導權力

特朗普今年爭取連任的其中一大弱點，在於抗疫不
力導致經濟受重創，不過《紐時》指出，特朗普不單
沒有好好處理社會問題，反而一直缺席討論刺激經濟
援助，任由失業補助面臨越過死線、無視聯儲局主席
警告經濟難以復甦。在抗疫上，特朗普又不斷吹捧抗

共和黨人亦紛紛與「押後大選」保持距離，參議院多
數派領袖麥康奈爾指出，美國即使經歷多次戰爭、經濟
蕭條，甚至在南北戰爭時，都從未押後選舉，故今年亦
應可如期在11 月 3 日舉行大選。眾議院共和黨領袖麥卡
錫亦稱，美國從沒試過停辦大選。
事實上美國法例規定，只有國會才有權力更改大選日
期，這意味在共和、民主兩黨絕大部分議員均反對下，
特朗普的建議幾近不可能成事。
特朗普發布帖文後數小時在白宮舉行疫情記者會，談
及押後大選時已改口，表示「我想押後選舉嗎？不是。
但我不想看見不正當的選舉，假如這(郵遞選票)發生，
今屆大選將成為歷來最舞弊的選舉。」

白宮未曾討論 被譏網絡釣魚

《紐時》
：自亂陣腳 反顯孤立

美國總統特朗普前日在 twitter 提出押後選舉的前
夕，商務部剛公布經濟數據、顯示美國過去一季的經
濟收縮速度是史上最快。經濟缺乏起色，特朗普成功
連任機會愈趨渺茫，《紐約時報》分析指出，特朗普
見選情不妙、開始攻擊選舉本身，卻更凸顯特朗普在
美國政界愈來愈孤立。

「南北戰爭時都無押後」

特朗普再度指控郵寄投票可能導致舞弊，指大規模地
郵寄選票，可能導致部分選民無法收到選票，稱不希
望「要等待 3 個月時間，才發現全部選票遺失，整場選
舉便失去意義」。特朗普又憂慮一旦郵遞選票出現舞弊
情況，選舉結果可能需延遲達一年才能公布。
特朗普又稱，即使是他向來不滿的《華盛頓郵報》、
《華爾街日報》等，在報道中亦對郵寄投票有疑慮、並
以「災難」形容此投票方式。他又解釋稱，自己接受事
先申請的「缺席投票」，但不支持全數選票直接郵寄予
選民。

■ 特朗普多次攻擊郵寄投
票方式。圖為華盛頓有職
員處理郵寄投票。 路透社

■ 特朗普

美國郵政服務早已因新冠疫
情而受阻，但總統特朗普的金
主之一、新任郵政署署長德喬
伊宣稱為節省成本，近期推出
一系列節流措施，令更多郵件
積壓，派遞時間平均延遲兩
日。有郵政署員工擔心，大選
郵寄投票流程將受影響，使部
分選票無法及時在大選日前送
返當局點算，從而被視為選票
無效，令大選陷入混亂。
美國郵政署自 7 月 13 日起限
制員工加班工作，從而無須支
付超時薪酬，並在個別地區關
■ 點算郵寄投票的場地設置多個閉路電 閉負責分類郵件的機器，令員
視，杜絕舞
杜絕舞弊情況
弊情況，
，可見特朗普的指控 工需以人手分類，意味很多選
並無理據。
並無理據
。
路透社 民不但較遲才收到選票，寄送

時間亦會延長。部分職員指
出，新措施拖慢工作效率，只
會令人質疑當局刻意影響郵政
服務，從而配合特朗普抹黑郵
寄投票。4 名民主黨參議員亦致
函德喬伊，質疑當局此時實施
節流措施的理據，批評他未有
清楚交代。德喬伊則強調郵政
局的決定不受自己與特朗普的
關係影響。
在美國個別州份，倘若選票
無法在選舉日前及時向當局呈
交，將被視作無效，例如在早
前的加州初選，70,300張選票因
在選舉日過後才遞交，而不納
入計算。
■綜合報道

劉易斯舉殯 奧巴馬暗批特朗普威脅民主
美國民主黨資深眾議員、黑人民權領袖劉易斯的
喪禮前日舉行，前總統奧巴馬、布什及克林頓均有
出席，奧巴馬致悼詞時，除談及種族公義外，亦不
點名批評總統特朗普試圖阻撓大選投票，包括關閉
投票站及削減郵遞服務，警告其行為正威脅美國民
主，是奧巴馬卸任後對特朗普的最嚴厲抨擊。

削郵遞服務損投票權
奧巴馬讚揚劉易斯生前致力爭取黑人權益，為自
己成為美國首位非裔總統奠下基礎，形容劉易斯的
地位可與美國開國元勳相比。他指人們應效法劉易
斯，繼續爭取種族公義和民主，又同時批評聯邦政
府執法人員武力處理反種族歧視的和平示威者，包
括以警棍和施放催淚彈鎮壓示威者。
奧巴馬談到大選時，表示「當權者正用盡一

切方法打擊選民投票意慾，例如關閉投票站、
透過收緊有關身份辨認的法律，以針對少數族
裔和學生，攻擊我們的投票權利，甚至在大選
前削減郵遞服務，而今次大選正是依賴郵寄投
票 以 避 免 人 們 染 病 。 」 奧巴馬稱，今屆大選在
很多方面均非常重要，相較過往大多數大選更重
要。
克林頓致辭時，引述劉易斯生前寫下、前日在
《紐約時報》刊登的文章，劉易斯於文中呼籲人們
應捍衛信念，並要以和平精神及愛的力量作為引
導。克林頓表示，劉易斯在自己喪禮當日仍然引導
人們向前邁進，稱「我們應向他致敬，並裝備自己
和繼續前進。」布什形容，雖然他與劉易斯存在分
歧，「但全賴劉易斯，我們現時活在一個更好和更
高尚的國家。」
■綜合報道 ■ 奧巴馬於劉易斯的喪禮中致辭
奧巴馬於劉易斯的喪禮中致辭。
。

美聯社

特朗普團隊停電視廣告 拜登斥 3000 萬
「搶灘」

■ 拜登趁機加強宣傳攻勢
拜登趁機加強宣傳攻勢。
。美聯社

美國總統特朗普的選情持續陷
於劣勢，競選團隊日前已暫停在
電視投放競選廣告。團隊成員透
露，在競選經理帕斯卡爾被撤換
後，團隊決定暫停投放電視廣
告，其間將調整競選策略。相
反，特朗普競選對手、前副總統
拜登繼續進行宣傳攻勢，近日便
花費 390 萬美元(約 3,022 萬港元)，
刊登競選廣告。
作為競選策略一環，特朗普團隊

正試圖轉移人們對新冠疫情的關
注，改為引發他們對罪案和無政府
主義蔓延的憂慮，故在早前的競選
廣告中設想警方被削減預算後，嚴
重罪案受害人無法求助的情景，藉
此狠批拜登陣營「停止向警隊撥
款」的主張，而特朗普團隊自 7 月
初，已花費近 1,700 萬美元(約 1.3
億港元)在電視等媒體播放這個廣
告。雖然拜登不同意「一刀切」停
止向警隊撥款，但認同在警方改革

後才發放預算。
特朗普競選團隊在電視等媒介
轉趨低調，但力挺特朗普的超級
政治行動委員會「美國優先行
動」，近日仍然斥資 100 萬美元
(約 775 萬港元)，推出競選廣告，
然而過去數月以來，其他民主黨
政治行動委員會花費的宣傳金
額，一直是「美國優先行動」的 4
倍，令共和黨人擔憂在宣傳上遜
於對手。
■綜合報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