眾院料通過彈劾案 傳參院最快周五審訊

借機踢特朗普出黨
麥康奈爾默許彈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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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眾議院最快於香港時間今日凌晨，
表決彈劾總統特朗普的決議案，在全體民
主黨人及部分共和黨人支持下，肯定可以



● 示威者高舉標
語要求立即彈劾特
朗普。
法新社

案的態度，據報參議院多數黨領袖麥康奈



爾私下已默許彈劾，認為此舉有助將特朗

普及「特朗普主義」踢出共和黨，更打算最快在周五就彈劾案展開審
訊。共和黨內部估計黨內最多可能有 20 名參議員支持將特朗普定罪，
意味特朗普有機會成為美國史上首位被彈劾後罷免的總統。
● 麥康奈爾據
報私下已默許
彈劾特朗普。
資料圖片

● 特朗普

文件同時提醒，如果 FBI 採取進一步行
動，有機會構成妨礙言論自由。

最少 170 人被查 或控煽暴

傳的影片後，認為影片含違規內容，因此
會暫時封鎖特朗普頻道至少 7 天，但未說
明具體哪條影片違規。YouTube說，今次
封鎖只是初步行動，如果有進一步違規行
為，不排除封鎖14天甚至永久封鎖。
多家社交媒體接連封鎖特朗普，目前較
多人使用的平台中，只餘 Gab 仍然有特朗
普的官方認證賬號。
●綜合報道

決議案全長 4
彈劾頁，詳列特朗普過往有

關「大選舞弊」及他在國會暴動對支
持者演說的言論，指控特朗普「煽動叛
亂」，行為符合憲法中所列的「嚴重罪行和不檢行
為」，應該被彈劾。有份起草的眾議員拉斯金表示：
「如果邀請暴徒來推翻他自己的政府仍不構成可被彈
劾的行為，那怎樣才會被彈劾？」

兩領袖割席「護城牆」
瓦解
眾議院於香港時間昨晚開始進行彈劾辯論，最快會
於當地時間昨日下午 3 時（香港時間今日凌晨 4 時）
表決。除了佔眾議院過半數民主黨人外，部分共和黨
人亦可能支持彈劾，當中最少 5 人已表明立場，包括
眾院共和黨第三號人物、前副總統切尼的女兒利茲。
利茲批評，從未有一名美國總統如此嚴重地背叛
其職責及對憲法的誓言，直斥衝擊國會是由特朗
普所號召及煽動。
2019 年底的彈劾中，沒有任何一位共和黨眾
議員倒戈，利茲的表態顯示，特朗普在國會的
「護城牆」已經面臨瓦解。兩大共和黨領導層亦
決定與特朗普劃清界線，眾議院共和黨領袖麥卡
錫雖然私下表示自己不同意彈劾，但不會阻止黨
友支持這樣做。

「肯定玩完」。
眾議院前日通過決議敦促副總統彭斯引用憲法第
二十五修正案，罷免特朗普，不過彭斯已表明不會
這樣做。特朗普本人前日則前往得州，是國會暴動
以來首次現身，特朗普堅稱當日演說內容「完全合
宜」，又指彈劾是「政治歷史上最大規模獵巫的延
續」。
●綜合報道

彈劾特朗普流程
眾議院表決彈劾條款

否決

麥康奈爾私下狠批特朗普
麥康奈爾的立場則更明確，《紐約時報》引述
消息說，麥康奈爾私下向黨友表示，特朗普的確
犯下應被彈劾的罪行，樂見民主黨彈劾特朗普，
共和黨亦是時候拋棄特朗普向前走。報道指，麥
康奈爾沒有表明會否支持將特朗普定罪，但希望
在看過眾院通過的彈劾案後再作決定，這立場與
他在上次彈劾中的態度亦截然不同。美國有線新
聞網絡（CNN）報道，麥康奈爾對上周國會暴
動感到極為憤怒，更不滿特朗普事後毫無悔意。
眾院通過彈劾案後將需送交參議院，由參議員
決定特朗普是否有罪，只要超過 2/3、即 67 名參
議員同意，特朗普就會被罷免下台。《紐時》引
述消息指，麥康奈爾的幕僚私下估計，最少 12
名共和黨參議員可能支持定罪，人數甚至可能更
多，CNN 則說，假如麥康奈爾開綠燈，特朗普

以簡單多數（過半議員）通過

特朗普受到彈劾，彈
劾條款交參議院審訊

特朗普留任至1月20日

否決
超過2/3、即67名
參議員同意定罪
特朗普即時被罷免，
由副總統彭斯接任

特朗普留任至1月20日

高球大賽解約銀行拒借錢
特朗普商業王國重挫
美國總統特朗普煽暴面臨彈劾，除了
有機會斷送政治前途，他的商業王國亦
可能受到牽連。目前已有多家與特朗普
集團合作的企業表示，將終止雙方關
係，包括德意志銀行在內的多間銀行，
亦拒絕再為特朗普提供貸款，至於他名
下的高爾夫球場和度假俱樂部，日後要
找客人相信亦會變得更困難。

或需變賣資產還債
鑑於特朗普財務記錄惡劣，即使在他
當選總統前，願意與他做生意的企業已

不多，德銀是少數對他「不離不棄」
的。現時特朗普集團尚欠德銀逾 3 億美
元（約 23.3 億港元）債務，分別於 2023
年及 2024 年到期，知情人士透露，德銀
決定不再借錢給特朗普，意味集團在債
務到期後，只能全數清還，或者另外尋
找願意借錢的人再融資。
紐約印鑑銀行日前亦關閉特朗普賬戶，
退回 530 萬美元（約 4,109 萬港元）存
款，該行更發聲明稱「特朗普煽動暴徒，
並拒絕派國民警衛軍保護國會」，要求他
辭去總統職務。在多間銀行表示未來不會

沃爾瑪迪士尼停捐助
美商會斥煽暴議員「不可原諒」
147 名共和黨議員上周三點算選舉
人票期間，拒絕承認拜登當選總統，
國會暴動後，多間美企相繼宣布停止
捐款予有關議員。連鎖超市沃爾瑪及
娛樂巨擘迪士尼，前日均加入停止捐
款行列，向來被視為共和黨重要金主
的美國商會更批評特朗普煽暴「不可
原諒」，威脅停止給議員捐款。
美國商會行政總裁多諾霍說，特朗
普種種言行已嚴重衝擊民主體制和商
會理念，令人無法接受。商會首席政
策官布拉德里亦表示，商會將根據共
和黨議員未來動向，決定是否削減提

供給部分拒絕承認選舉結果議員的資
金，更不排除全數扣起資助。
●美聯社/路透社/彭博通訊社

● 華盛頓街
頭的電子告示
版顯示 FBI 的
暴徒通緝令。
暴徒通緝令
。
法新社

再與特朗普合作後，有消息指特朗普可能
需要出售名下部分資產還債。但在疫情和
衝擊國會事件的影響下，特朗普未必能找
到願意購買的買家。
有知情官員透露，最打擊特朗普的是
美國職業高爾夫球賽事（PGA）與特朗
普解約，2022 年巡迴賽不再在特朗普名
下球場舉行。特朗普一直很希望舉辦盛
大的高爾夫球賽事，近年來亦大力投資
高爾夫球球場和度假區，因此 PGA 的決
定對於熱愛高爾夫球的特朗普而言是另
一重挫。
●綜合報道

紐約終止所有與特朗普集團合約

有匿名執法部門官員透露，諾福克 FBI
辦公室的報告，是在收到情報後 45 分鐘
寫成，並直指有問題的不是情報，而是收
到情報後的行動。
執法部門繼續調查涉案人士，華盛頓代
理聯邦檢察官舍溫前日公布，已經鎖定最
少 170 人涉及在國會犯下刑事罪行，並有
超過 70 人已被起訴，最終數字很大機會
過百人，當局亦不排除以煽暴及合謀等控
罪來起訴。舍溫形容，今次的案件或調查
規模，對 FBI 或司法部而言都是「史無前
例」，稱當時國會內外都變成「犯罪現
場」。
●綜合報道

YouTube 封特朗普頻道 7 日
無限期禁留言
Google 旗下影片平台 YouTube 前日宣
布，由於美國總統特朗普官方頻道含有違
規內容，考慮到引發暴力事件的潛在可
能，決定刪除違規影片，並禁止頻道上載
影片和直播一星期，且無限期禁止其他用
戶在頻道留言。
特朗普 YouTube 頻道共有 277 萬訂戶，
YouTube表示，在審核特朗普頻道最新上

獲得通過。各界關注共和黨領導層對彈劾

!

文件揭FBI曾警告或現暴亂
與美警說法矛盾
美國國會暴動當日警力明顯不足，執法
部門曾稱事前沒有情報顯示，總統特朗普
的支持者有意採取激進行為，不過傳媒披
露聯邦調查局（FBI）文件，指出 FBI 在
弗吉尼亞州的辦公室，在事件前一日曾明
確警告，有極端分子計劃前往首都華盛頓
發起暴力及「戰爭」。
《華盛頓郵報》披露，弗吉尼亞州諾福
克的 FBI 辦公室在國會被衝擊前一日，曾
經向華盛頓的 FBI 辦公室提供情報，提醒
周三在華盛頓的示威可能演變成衝突，不
過文件沒有署名。
文件指出，情報顯示有人號召由上周三
開始，在華盛頓以暴力來回應「非法封
鎖」，又引述網上帖文，指出有人商討使
用暴力，稱「國會要聽到玻璃碎裂、大門
被踢開」，或者指「不要再稱為遊行、集
會、或者示威，準備起發動戰爭」。不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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紐約市長白思豪昨日宣布，
鑑於總統特朗普上周煽動國會
暴動，紐約市政府將會終止與
特朗普集團的一切商業合約。
白思豪表示，紐約市政府原
本將中央公園兩個溜冰場及一
個旋轉木馬的營運權，以及布
朗克斯區一個高爾夫球場的營
運權，批予特朗普集團，後者
每年從中可獲利 1,700 萬美元
（約 1.3 億港元）。但考慮到
特朗普煽暴行為屬於刑事罪
行，紐約市政府決定即時終止
與集團所有合約。
任期只剩不足一年的白思豪
表示，相信特朗普集團會入稟
挑戰決定，但有信心市政府有
足夠法律理據。特朗普集團未
有回應。
●美聯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