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7年1月6日
January 6，2017A6 环球新闻

WORLD NEWS

本报编辑整理

新 闻 瞭 望 台 一 览 晓 天 下

离任前，奥巴马给特朗普连出难题
今年1月20日，美国总统当选人特朗

普就要正式上任了，但是他的麻烦才刚刚
开始。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
近日梳理，特朗普未来面临的诸多麻烦
中，不少都是现任总统奥巴马在位的最后
一段时间留给他的。

离任前夕宣布对俄制裁
就在2016年的最后几天，美国总统奥

巴马突然宣布驱逐35名俄罗斯外交官，以
俄罗斯涉嫌通过网络袭击干预美国总统选
举为由，宣布对俄实施制裁。

特朗普对此回应说，黑客究竟是不
是来自俄罗斯，这很难得到证明。如果没
有事实根据，就会像当年美国利用“伊拉
克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理由”发
起伊拉克战争，如出一辙。

对于奥巴马的制裁，俄罗斯方面的
反应却出奇得淡然。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声
明中表示，不会以牙还牙驱逐美国外交
官，但俄方将保留作出回应的权利，接下
来恢复两国关系的举措，取决于特朗普就
任后的美国外交方针。对于普京的反应，
特朗普第一时间通过社交媒体为普京点
赞，称普京的决定是“一步好棋”，称赞
普京“非常聪明”，公开与奥巴马唱反调。

谴责以色列决议，美“罕见”弃权
日前，联合国以14票赞成、1票弃权

的结果通过决议，谴责以色列兴建定居
点，而长期袒护以色列的美国在这次投票
中“罕见”地投了弃权票。在决议生效的
几天后，现任美国国务卿克里给以色列送
了一封长信，表达了美方的意见，并且批
评了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

对此，特朗普回应称：已经提名了

一位强硬支持以色列兴建定居点的律师，
作为新任驻以色列大使。

特朗普对记者说：“让我们等待1月20
日吧，你会非常惊讶的。”与此同时，内
塔尼亚胡表示，以色列期待着和即将正式
就职的美国新任总统特朗普展开合作，最
终废除联合国的这一决议。

转移关塔那摩监狱三分之一囚犯
在关塔那摩监狱的问题上，奥巴马已

经打算在他离任前，把关塔那摩三分之一
的囚犯转移到别的国家去。目前监狱中有
59名囚犯，奥巴马打算转移其中的22人。

而在此前的竞选活动中，特朗普宣布
他不仅不会关闭监狱，相反他会把更多的
囚犯送到这儿。他说：“我看过奥巴马在
电视上讨论关塔那摩监狱的事情，但是我
们要让监狱一直开下去，而且要把坏人送
进去。相信我，我会把更多的坏人送进去
的。”

无限期终止部分石油钻井活动
近日奥巴马下令无限期终止在北极和

大西洋的一部分石油钻井活动。和以前的
禁令不一样，这一次法律给了总统极大的
权利去限制石油公司在未来获得土地进行
开采的权利。共和党人对此极力反对。但
是当特朗普进入白宫以后，除非在法院上
打赢官司，否侧特朗普无力改变奥巴马作
出的决定。

目前特朗普还没有说自己会不会推
翻奥巴马的这个决定。他曾经说过，他会
推翻“一切对产生工作机会不利”的环保
法。目前，特朗普提名的环保部部长极端
支持放宽对石油行业的限制。同时，特朗
普的侯任国务卿雷克斯·蒂勒森同时也是

新法开始实施 法国员工下班后有“断
网权”

法国的新法规定，员工下班后有“断网
的权利”，可以不理会工作时间以外的电话
和电邮。如果公司和员工之间无法就此达成
协议，雇主则必须列明对员工下班后的要求
及他们享有的权益。

法国研究组织Eleas于去年10月公布的一
项调查显示，超过三分之一的法国员工在上
班时间以外仍使用智能手机或电脑工作，有

六成员工希望政府能立法保障他们的权益。

墨西哥民众抗议汽油涨价
墨西哥政府调涨汽油价的新措施1月1日

正式生效。当天，数以百计的民众在墨西哥
城街头示威抗议。

墨国财政部去年12月27日宣布，从2017
年元旦日起，汽油价格上涨20.1%至每公升
0.88美元；柴油价格上升16.5%至每公升0.83
美元。墨西哥政府也计划今年3月终止补助，
让汽油价回归市场机制。

墨西哥总统涅托承诺，燃料价格未来
将会回落，理由是他在2014年实施的指标性
能源改革政策终结了墨西哥国家石油公司
（Pemex）长达70年的垄断。

问题是，墨西哥民众尚未享受到汽油

价下跌的好处，得先经历油价上涨带来的痛
苦。

获反对派系支持 叙利亚军方宣布全国
停火

叙利亚军方通过国营电视台发布声明
说：“军队总司令部宣布，从12月30日零时
开始完全停止在叙利亚领土的一切敌对行
动。”

停火是在政府军于多条战线取得胜利之
后达成的，目的是为叙利亚危机寻求政治解
决创造条件。

总部设在土耳其的叙利亚主要反对派系
全国联盟证实它支持停火协议。法新社引述
全国联盟发言人拉马丹说：“全国联盟表示
支持该协议，并敦促各方遵守它。”

居中斡旋的俄罗斯总统普京说，俄罗斯
将减少在叙利亚的军事部署。

日女防长参拜靖国神社
日本“鹰派”国防部长稻田朋美陪同首

相安倍晋三高调访问美国夏威夷珍珠港返国
后，即到东京的靖国神社参拜，立即引起亚
洲邻国反弹。

中国表示，对稻田参拜靖国神社表示坚
决反对，将向日方提出严正交涉。韩国外交

土耳其豪华夜店受恐袭
至少39死69受伤

当地时间1月1日凌晨，一名枪手闯入伊斯坦布尔的豪
华“雷纳”（Reina）夜总会开枪狂射，造成至少39人死
亡，69人受伤。遇难者中超过20人确认为外国人，他们来
自沙特阿拉伯、摩洛哥、黎巴嫩、利比亚等国家。

国际恐怖组织伊斯兰国宣称，土耳其夜总会恐袭事件
是该组织所为。土耳其外长称已掌握枪手身份，但并没有
透露凶手的名字或其他详情，外长称当局正在继续展开搜
捕行动，并已搜查嫌犯之前的住处。据媒体报道，嫌犯是
乌兹别克斯坦或吉尔吉斯斯坦公民，是从叙利亚进入土耳
其的。

据《自由报》（Hurriyet）报道，土耳其警方和情报
机构早已收到情报，指伊国组织计划于新年期间在好几个
土耳其城市发动袭击，因此在整个12月展开多次扫荡和逮
捕行动。

据报道，枪手乘搭德士抵达夜总会后，先是枪杀了在
入口处的一名警察和一个平民。接着，他闯入夜总会开枪
狂射，还更换了四次弹夹，发射至少120发子弹。

调查人员怀疑，枪手和去年6月发动伊斯坦布尔阿塔
图尔克机场（Ataturk）自杀式恐怖袭击的犯案者，属于同
一个伊国组织分支。

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表示，枪手此次血洗夜总会，目
的是在土耳其制造“混乱”。他誓言将持续打击恐怖组织
及其背后势力，决意“从根源上”摧毁恐怖主义袭击和威
胁。

《自由报》专栏作者塞尔维撰文写道：“危险依然存
在……只要这个恐怖分子还没有落网，我们就不知道什么
时候，在什么地方会发生大屠杀。”

自2015年夏天以来，土耳其出现新一轮恐袭高潮，造
成至少400多人死亡。当局把袭击主要归咎于反政府组织库
尔德工人党和伊国组织。           

去年8月，北约成员国土耳其派军人进入叙利亚，协
助美国领导的盟军对叙利亚境内的伊国组织据点展开猛烈
攻势，将极端的逊尼派武装分子驱离其边境地区。                                                              

                  
                                   （综合自联合早报网）

部则召见日本驻韩公使，表示抗议。

利比亚客机被劫持到马耳他 机上118
人全获释

利比亚一架载了118人的内陆客机23日遭
骑劫，被迫改降马耳他。两名劫机者声称持
有手榴弹并恫言要炸毁飞机，但过后释放了
机上所有的人，向当局投降。

利比亚外长希阿拉说，劫机者是利比亚
已故独裁领袖卡达菲的支持者。他们要求马
耳他提供政治庇护，还说要成立亲卡达菲的
政党。

另有报道称，劫机者要利比亚政府释放
卡达菲之子赛义夫。卡达菲在2011年的起义
中被推翻和被杀后，利比亚局势持续动荡。

韩司法机关启动崔顺实之女引渡程序
为将被丹麦警方临时逮捕的韩国总统亲

信崔顺实之女郑维罗引渡回国，韩国司法机
关于1月5日正式启动引渡程序。

此前，独立检察组组针对一直潜逃国外
的郑维罗采取签发拘留证、发通缉令、请求
国际刑警组织对其发出红色通缉令、作废其
护照等各种措施。之后当地时间1日凌晨，丹
麦警方在位于奥尔堡市的一处住宅内将郑维
罗拘留。

（资料图，摘自网络）

当地法院决定延长郑某的监禁时间至本月
30日。尽管郑维罗对此表示不服提出上诉，但
随即被法院驳回。

报道称，郑维罗将在看守所内接受丹麦检
方的引渡调查。

菲律宾监狱疑似遭恐攻 百余囚犯越狱
菲律宾的一所监狱可能遭受了伊斯兰激进

武装的袭击，除了造成死伤还导致一百多名囚
犯逃脱。

监狱当局说，武装份子向这所监禁了1500
名囚犯的监狱发动袭击。根据当地媒体报道，
枪战持续了大约两个小时，混乱当中囚犯用堆
栈睡床的方式从监狱后方围墙鱼贯脱逃。

监狱的典狱长表示，武装份子是为了救出
监狱囚禁的数名伊斯兰激进武装份子。

韩反对党议员用暂缓部署萨德向北京示
好

据韩联社报道，韩国最大在野党共同民主
党的7名议员周三（1月4日）访问北京，获得中
国外长高规格接待。

共同民主党已经表示，如果在今年大选中
获胜，将重新审视美国在韩国部署”萨德”导
弹一事。

美孚公司的前CEO，是支持对于北极石
油开采行动的。

废除国家安全出入境登记制度
奥 巴 马 政 府 2 0 1 6 年 1 2 月 2 2 日 宣

布，正式废除国家安全出入境登记系统
（NSEERS，也称为特殊登记）。该系
统是布什政府在911后颁布的，用于跟
踪试图进入美国的穆斯林和阿拉伯男
性。实际上，奥巴马政府在2011年就暂
停了该系统，但是此次废除会让特朗普
失去启用它的机会。

特朗普曾经在竞选中承诺，加大对
于申请前往美国的穆斯林的审查。特朗
普曾经宣布要暂时禁止所有穆斯林前往
美国，但是随后撤销了这个打算。目前
特朗普还没有对穆斯林移民给出新的解
决方案。但是据特朗普的竞选经理说，
特朗普会关注那些“喜欢‘培养和出
口’恐怖分子的国家”。

释放犯人建立更公平的司法系统
奥巴马已经减少了超过1000个没有

暴力历史的毒贩的刑期，并且特赦了其
中的100多人。这是奥巴马试图建立新
的更公平的司法系统的一部分，奥巴马
的首席律师说总统将会在他任期的最后
一周持续推动这一法令。

目前还不知道特朗普对于奥巴马
这一行动的态度是什么样的。但是特朗
普提名的新任总检察长，也是前阿拉巴
马州总检察长杰夫·塞申斯已经明确表
态反对奥巴马释放毒贩的行动，他认为
奥巴马是在“滥用自己进行特赦的权
利”。

兴建两个国家级保护区

奥巴马吁民主党人努力保住“奥巴马医保”
【本报综合】本周三（1月4日），离卸任只有16天的奥

巴马鲜有地到访国会山。之后，民主党议员艾里亚·库明斯
（Elijah Cummings）向媒体透露，奥巴马“鼓励我们出力”保
护“医保改革法案”这项他在内政方面的重大成果。

奥巴马为医保法案呼吁：“继续坚持”
尽管再过16天，奥巴马的民主党同僚所掌握的政治权力将

非常有限，但奥巴马并不打算轻易放弃。
国会议员格里高利·米克斯（Gregory Meeks）告诉BBC记

者，他知道奥巴马医保有它的缺陷，但是它给了数以百万计的
美国人医疗保障，而他们无法用其他方式获得医保。这是民主
党人致力向公众传达的核心讯息

参议院的民主党首席议员查克·舒默（Chuck Schumer）
警告说，废除这项法案将令保险业市场一片狼藉，并且——借
用特朗普的大选口号说——“令美国再次生病（Make America 
Sick Again）”。

尽管如此，民主党人不得不承认，推翻奥巴马医保容
易——他们有所需要的选票，以及有一个将此作为大选核心政
纲的总统当选人在背后支持。

不过，至目前为止，并没有一个共和党人站出来提出一
个清晰的替代方案。民主党人希望，他们至少能够凭借这一点
推迟废除平价医疗法案，从而保存奥巴马总统最核心的立法成
果。

推翻奥巴马医保已经开始行动
在奥巴马作出呼吁的同时，共和党人已经在参议院踏出了

推翻奥巴马医保的第一步。他们以51票对48票通过，就一项预
算案进行辩论，该方案的设计意在截断奥巴马医保的资金来
源。

候任副总统迈克·彭斯在国会山与共和党同僚会面后说，
他们将会推出一个“顺畅过渡至以市场为基础的医保改革系
统”。他说，推翻并取代奥巴马医保是总统当选人特朗普以及
国会的“首要工作”。

众议院议长保罗·瑞安（Paul Ryan）表示，已经超过50
次投票支持全面或部分推翻奥巴马医保的共和党人“已有计
划”，并且有“很多的主意”。

不过，在两次新闻发布会上，瑞安、彭斯以及参议院共和
党首席议员米奇·麦康奈尔（Mitch McConnell）均未透露替
代方案的更多细节。

奥巴马医保法案
“奥巴马医保法案”正式名称为“患者保护与平价医疗法

案”（Patient Protection and Affordable Care Act），在2010年获
得通过，可以通过政府运营的“市场”进行购买。该法案强制
性要求美国人购买医疗保险，购买保险前已患有的疾病现在也
在受保范围内，同时规定有50个或以上员工的企业必须提供保
险。

该法案通过后，虽然受到了保险费用飙升以及大型保险公
司退出计划的冲击，令美国人可选择的医保范围缩窄。但其为 
为大约2000万美国人提供医疗保险

奥巴马政府在当日表示，880万美国人已经登记了2017年
的奥巴马医保，比一年前同期多了大约20万人。

2016年12月28日，奥巴马在美国西部兴建了两个保护
区，一个在犹他州，一个在内华达州。反对者认为新的保护
区会损害经济。而且对于特朗普来说，没有足够的理由去撤
销奥巴马设立的保护区。而且历史上也没有过总统宣布撤销
保护区的历史。

目前特朗普的团队还没有回应，但是犹他州和内华达
州的议员们都已经开始表达对奥巴马的不满。犹他州议员杰
森·查菲兹表示，他会试图让特朗普废除奥巴马的提案。

警告美国“孤立主义”的兴起
奥巴马可能会在芝加哥进行他的告别演说，CNN预测

他演说的主题可能是警告美国“孤立主义”的兴起。
特朗普的就职演说：据特朗普就职委员会委员说：“特朗

普的主题将会是再度团结美国，把美国人民团聚到一起。”
                                                    （消息摘自：环球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