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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朗普大鑊 最衰恐入獄
傳
第一夫人要離婚 卸任後失總統豁免權

◀特朗普7日離開
高爾夫球場時向其
支持者豎拇指
美聯社

【大公報訊】綜合法新
社、《紐約時報》、《每日
郵報》報道：美國多間傳媒
宣布拜登勝選，特朗普的私
人律師朱利亞尼9日表示，
總統特朗普不接受美國大選
結 果 ， 揚 言 將 在 10 州 發 起 訴
訟，但即使是特朗普的顧問
都直言勝算不大。敗選後的
特 朗 普 「禍 不 單 行 」 ， 大 有
樹倒猢猻散的態勢，白宮已
經開始掀起離職潮；英國媒
體 稱 「第 一 夫 人 」 梅 拉 尼 婭
可能提出離婚；而失去總統
保護罩的特朗普，最壞的下
場可能是鋃鐺入獄。

▼特朗普和夫人梅
拉尼婭前去參加總
統辯論
美聯社

◀特朗普5日出席白宮記者會
舉
台

特式特赦
行得通嗎？

美
▲國明尼蘇達州示威者 日高
現在就把特朗普、彭斯趕下
標語
法新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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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拜登團隊開始安排過渡工作之時，特朗普拒不
承認失敗，他的私人律師朱利亞尼接受霍士新聞訪問
時稱，現有充分證據顯示，至少在3或4個州，可能是
10個州的選票 「被盜」 ，意味着這些選票是 「錯誤的
選票」 。他還補充道，已有超過50名證人指證賓夕法
尼亞州費城選區的選舉不公問題。不過，自選舉日以
來，特朗普、朱利安尼等多次指控選舉舞弊，但未有
提出確鑿的證據支持。

15年婚姻是一筆交易
在白宮，西翼職位最高的黑人官員、總統副助理
史密斯6日給同事們發了一封電子郵件，告知自己將離
職。一位同事稱他早有此計劃，而其他人認為，隨着
明年總統就職典禮臨近，這只是一場緩慢的集體出走
的開始。
另一方面，英國小報《每日郵報》報道，特朗普
的前助理紐曼稱第一夫人梅拉尼婭 「正掐指計算他（
特朗普）離職時刻的到來，並可能會和他離婚」 。紐
曼稱梅拉尼婭雖然一直忍受來自特朗普的羞辱，但之
所以沒有在特朗普任內離婚，是因為這會招致特朗普
因極端羞辱而發起的報復。
梅拉尼婭的前助手兼朋友沃爾科夫亦表示， 「他
們整整15年的婚姻就是一筆 『交易』 ，這對夫妻在白
宮其實是分房睡。」 美國暢銷書作家Michael Wolff
在書中就曾寫道，2016年得知特朗普當選那一刻，梅
拉尼婭崩潰落淚，不是喜極而泣。
CNN還指出，梅拉尼婭和特朗普女婿庫什納均勸
特朗普 「現在是承認落敗的時候了」 。不過梅拉尼婭
其後在推特發表聲明稱： 「美國人民應該得到公正的
選舉。每張合法選票，而不是非法選票，都應計算在
內。」 而紐約時報則指，庫什納給特朗普的建議是檢
視所有法律途徑。

可下台讓彭斯特赦自己
關於特朗普卸任後的生活，若干盟友表示，特朗
普計劃2024年再戰白宮。特朗普同時也是房地產開發
商兼電視名人，他毫不掩飾自己嚮往入主白宮前的安
逸，他曾暗示有意建立 「特朗普電視台」 （Trump
TV）。
未來特朗普被官司纏身的可能性也不低。紐約檢
方已在調查特朗普向情色女星支付封口費一事，以及
他混亂複雜的商業交易和財務問題，另有強暴與性侵
指控有待他處理。而在拜登明年就任後，特朗普將失
去總統在位時的司法豁免權，最終有可能鋃鐺入獄。
有分析指他可能再度挑戰常規，在剩下的任期內嘗試
特赦自己。由於並無總統特赦自己的先例，這一做法
是否違憲，也成了媒體和專家們討論的熱門話題。
在1974年的一份備忘錄中，司法部律師稱，時任
總統尼克松不能特赦自己，但有一個不違憲的選項：
他可以動用美國憲法第25修正案，以無能力執政之名
暫時下台，讓副總統上位，繼而特赦他。尼克松當年
最終選擇辭職，他的繼任者杰拉爾德．福特特赦了尼
克松在任內已經犯下或可能犯下的聯邦罪。不過，布
朗大學的政治科學教授科瑞．布萊特施奈德認為，不
知道彭斯可以從特赦特朗普一事獲得什麼政治紅利，
他說： 「我不認為彭斯會想要在歷史上留下這一筆。」

•特朗普可特赦哪些人？
家人、特朗普集團相關人
員，還有親信。最有可能獲特
赦的前國家安全事務助理弗林
，他的案件目前還在上訴。克
林頓在2001年離任前曾特赦
胞弟羅傑，後者因為藏毒被阿
肯色州政府起訴。
•特朗普可特赦自己嗎？
美國總統能否特赦自己，
暫無先例可循，有法律專家認
為特赦自己可能違憲。1974
年 「水門案」 的處理辦法，可
能會給特朗普思路：尼克松當
年選擇辭職，由繼任者福特特
赦自己。如果真的走這一步，
未知副總統彭斯是否願意。
來源：路透社

特朗普選舉官司進展
賓夕法尼亞州

•要求費城停止點算選票：被
推翻
•要求費城允許監票員較近距
離觀察點算：獲准
•指控州務卿和67縣非法延
長郵寄選票選民提交身份證
明限期：進行中
•要求不計臨時選票：駁回，
但須區分情況
•要求最高法院否決點算3日
晚上8時後收到的選票：進
行中
•要求停止點算蒙哥馬利縣無
依規定放入保密信封的選票
：進行中

內華達州

•指克拉克縣選舉舞弊，機器
誤點選票：駁回

佐治亞州

•要求不點算查塔姆縣3日晚
上7時後收到的選票：證據
不足

密歇根州

•要求停止點算缺席投票，指
監票員不獲准近距離監票：
駁回
•要求中止確認底特律的選舉
結果：駁回

亞利桑那州

•指點票機無法識別箱頭筆填
寫的選票：投訴後被撤回
•9日計劃在至少10州掀訴訟
，逾50人作證
來源：ABC、《時代》

小布什賀拜登當選 不忘喊話特朗普
【大公報訊】據NBC報道：共和黨籍前美國總統
小布什8日向拜登勝選表示祝賀，指出特朗普有權提起
訴訟，但大選結果是明確的，暗示特朗普應該大方承
認敗選。
小布什11月8日發表聲明，指他剛與拜登通電話，
慶祝他勝出大選，還感謝拜登發表全國講話時傳遞的
愛國信息，亦稱自己同時致電哈里斯，恭祝對方成為
美國史上首位女副總統。小布什承認自己與拜登有政
治分歧，但知道對方是一個好人，已經贏得領導及統
一國家的機會。
聲明中，小布什亦讚揚總統特朗普及其支持者，
指特朗普能獲得超過7000萬張選票已是相當大的成就
，其支持者的聲音已被聽見。而對於特朗普要求重新
點票及提出訴訟，他稱特朗普有權這樣做，但相信 「
美國人對這場基本上是公平的選舉有信心，選舉公正
將得到維護，且結果是明確的」 。2000年，小布什和
民主黨候選人戈爾的大選結果爭議，最後由最高法院

一錘定音。
另一邊，特朗普的長期盟友、前新澤西州長克里
斯蒂在接受美國廣播公司採訪時，再次與特朗普割席
。他說， 「很早就應該對總統（特朗普）說： 『如果
你不認輸的依據是大選舞弊，那就證明給我們看。』
我們不能在沒有證據的情況下，盲目支持你。」
美
▼國前總統小布什向拜登道賀
美聯社

•總統特赦權限有哪些？
根據美國憲法，總統有權
實行特赦。特赦令通常針對那
些已經被起訴的人，就算尚未
有司法程序結果的也可以特赦
，總統無須給出特赦原因，特
赦也不受政府部門監管。但是
，總統僅有權特赦聯邦犯罪案
件。

路透社

特卸任後 不再享推特特權
【大公報訊】據路透社報道：美國社交媒體公
司推特證實，熱愛 「推特治國」 的現任美國總統特
朗普在明年1月20日卸任後，他在推特的待遇將和
其他普通用戶看齊，其推文內容將面臨更嚴格的審
查，不再享有特別待遇。
推特容許 「全球領導人」 發布違反規定的推文
，但會給這些推文加上警告標籤。特朗普過去的推
文內容不時出現爭議，令推特需要加上警告標籤，
但基於民眾有權知曉總統等公眾人物發言內容，推
特並未刪除這些推文。不過推特表示，此特別待遇
不適用於前國家領袖，聲明又指白宮、最高法院等

外國確診人數
（部分）
來源：約翰霍普金斯大學

美國部門有關的賬戶將不受影響。
《紐約時報》指出，特朗普僅在11月3日至5日
期間發出及轉發的29條推文中，就有11條被貼上標
籤，指他作出有關選舉程序的誤導主張，網民需在
二次點擊後才能看到特朗普所發出的推文內容。
根據另一間社交媒體公司臉書的政策，屆時特
朗普卸任將失去 「政治人物」 享有的特權，其帖子
也會由臉書的第三方事實查核夥伴檢視的命運。根
據臉書的網上政策，政治人物的定義為競選公職的
候選人、現任官員和獲任命的內閣官員，還有政黨
及其領袖，這些人物能獲豁免進行事實查核。

美 國

997.4萬 （23.8萬死）

西班牙

132.9萬 （3.9萬死）

印 度

855.4萬 （12.7萬死）

阿根廷

124.2萬 （3.4萬死）

巴 西

566.4萬 （16.2萬死）

英 國

119.6萬 （4.9萬死）

法 國

183.5萬 （4.0萬死）

俄羅斯

178.2萬 （3.1萬死）

哥倫比亞 114.4萬 （3.3萬死）
墨西哥

96.8萬

（9.5萬死）

全球確診破5000萬 丹麥驚現水貂傳染人
【大公報訊】綜合英國廣播公司、美聯社、路透
社報道：全球新冠肺炎疫情仍然嚴峻，累計確診人數8
日已突破5000萬，葡萄牙和匈牙利從9日開始實行新一
輪宵禁。丹麥近日爆出水貂感染新冠病毒再傳人事件，
英國收緊與有水貂爆出疫情的丹麥有關的入境限制。
全球新冠肺炎確診數近來的增幅非常驚人，從
3000萬例增加至4000萬例歷時32日，但從確診數
4000萬增加至5000萬僅歷時21日，新增1000萬確診
數的時間大幅縮短。其中，歐洲再次成疫情重災區，
累計已有超過1250萬宗病例和30萬人死亡。
葡萄牙則已進入緊急狀態，該國的疫情頭號重災
區實施宵禁。匈牙利也宣布實行迄今最嚴格的宵禁，
晚上八點至凌晨五點禁止出行，所有商店必須在晚上
七點前關門。意大利博爾扎諾省加入北部倫巴第、皮
埃蒙特和瓦萊達奧斯塔等省份的行列，被列入實施最
嚴格抗疫措施的 「紅區」 。
另外，丹麥當地衞生局發現變種新冠肺炎病毒，
更由水貂傳人，將全面撲殺當地1700萬隻水貂。目前
，該變種病毒已在丹麥感染了至少5隻水貂，且已發現

12宗傳染人體案例。
因應丹麥水貂養殖場廣泛爆疫，英國已停止把丹
麥列入其入境豁免名單中，又禁止過去14天曾前往丹
麥的貨車司機和非英國居民進入英國。根據8日凌晨4
時生效的新規定，從丹麥啟程的客機和船，還有它們
所運載的貨物，都不獲准停泊。

▲丹麥醫療人員正在進行新冠病毒檢測

法新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