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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

俄羅斯白俄聯手 抵禦外力干涉內政

俄羅斯和白俄羅斯聯盟國家最高國
務委員會當天舉行視頻會議，其間簽署
旨在落實聯盟國家一體化的法令，批准
涉及兩國28個行業的一體化計劃，明
確了2021-2023年落實建立俄白聯盟
國家條約的基本方向。內容包括協調宏
觀經濟戰略，引入統一的稅收原則，在
金融信貸和銀行、工農業領域執行共同
政策。未來，兩國也將建立統一的天然
氣、石油和電力市場。

普京表示，建立聯盟國家不僅意味
着經濟一體化，雙方還將在包括政治和
國防在內的所有領域加強協調。他強
調，俄白將共同抵制任何干涉主權國家
內政的企圖。兩國也商定，如果其他國
家對任何一方實施非法經濟制裁，兩國
將採取聯合行動。俄羅斯外長拉夫羅夫
表示， 「西方國家並不可靠，它們隨時
準備接過制裁接力棒，這已昭然若揭，
因此要依靠自己的力量，事實上我們也
會這樣做。」

歐美圍剿成「催化劑」
盧卡申科表示，這項法令的簽署標

誌着俄白兩國在建立聯盟國家的道路上
又邁出重要一步。早在1999年12月，
俄白就簽署了建立聯盟國家條約，規定
雙方在保持各自國家主權、獨立和國家
體制的同時，建立邦聯性質的國家。此
後，俄白在公民身份和軍事合作等方面
達成較為深入的合作，但在政治一體化
等其他領域進展遲緩。近年來，俄方積
極推動俄白一體化，不過白俄憂心其主
權受損遲遲不願鬆口。

直到今年9月，雙方就28項一體化
計劃達成共識，並於本月4日簽署法
令。輿論普遍認為，西方國家圍剿盧卡
申科政府成 「催化劑」 。2020年8月，
白俄大選引發大規模示威抗議，在西方
推波助瀾下，白俄陷入動盪，加上今年
5月客機迫降事件，美國和歐盟相繼對
白俄施加新制裁，導致該國經濟形勢雪
上加霜，政治上愈發孤立。在白俄內外
交困之際，俄羅斯堅定支持盧卡申科政
府，這對 「兄弟國家」 越走越近，為達
成協議奠定基礎。

此外，白俄羅斯長期在能源供應、
經濟發展等方面高度依賴俄羅斯。目
前，兩國已就能源價格達成協議，白俄

未來可憑較歐洲現貨
市場低7-10倍的價格
獲得天然氣，也是雙方此次能夠達
成協議的重要因素。

專家：待時機成熟或合併
已有猜測認為，隨着一體化進

程發展，未來俄白或形成 「小蘇
聯」 。中國社會科學院俄羅斯東歐
中亞研究所前所長吳恩遠表示，此
次簽署的法令不涉及兩國主權問
題，並不是 「合併國家」 ，應理解
為一項高水平的區域一體化協議。
不過他補充說，兩國一體化計劃的
水平較現在歐盟要更高，不排除時
機成熟時合併的可能。另有專家認
為，白俄羅斯不甘願讓渡主權，即
使可能合併，過程也將非常漫長。
10月，盧卡申科在接受CNN採訪時
被問及俄白一體化會否導致白俄
「慢慢被吞併」 時，他回答稱合併
「根本不在議程上」 ，是 「西方集

體想像力的產物」 。
此外，俄羅斯與烏克蘭的關

係持續緊張，烏克蘭國防
部3日稱，俄方近期軍
演後，俄烏邊境仍有9
萬名士兵留駐；克里
姆林宮發言人佩斯
科夫回應指， 「我
們的一些軍事裝備
或軍隊在俄羅斯聯
邦境內調動，這完全是自家事務。」 4
日，普京在民族團結日當天前往克里米
亞獻花，他表示，克里米亞永遠與俄羅
斯在一起，體現了俄羅斯民族的主權、
所有人民的自由和不屈不撓的意志。

美核潛艇事故 正副艦長被炒
美媒5日報道，

因 「康涅狄格」 號核
潛艇發生碰撞事故，
該潛艇艦長、副艦長
及水手長3人被解
職。不過，美軍方除

給出一個 「撞擊不知名海底山」 的原因
外沒有做出其他說明，特別是對外界高
度關切的核洩漏風險問題繼續裝聾作
啞。 「康涅狄格」 號究竟在南海闖下什
麼禍？中國及南海周邊國家有權追溯真
相。

美海軍的攻擊型核潛艇既是水下作
戰主力，也是偷窺別國海上力量與沿海

軍事設施的 「頭號水下間諜」 。一些軍
事專家推斷， 「康涅狄格」 號很有可能
在南海執行間諜任務。這在一個方面解
釋了美方為何在事故信息披露上前後不
一、遮遮掩掩、拖延緩慢──因為心裏
有鬼。

除此之外，還有一個更令國際社會
擔憂的原因，那就是此次事故可能帶來
核洩漏危險。在軍事專家看來，核潛艇
一旦發生事故，就有可能造成核污染，
而像美方說的與海山碰撞，甚至會更危
險。一些軍事專家擔憂， 「康涅狄格」
號核反應堆使用武器級高濃縮鈾作為燃
料，一旦洩漏，對南海的漁業資源和生

態環境將會造成災難性影響。
維護南海安全是地區國家共同責

任。對於 「康涅狄格」 號碰撞事故真
相，地區國家理應知情，並有監督和追
責的權利。事故發生後近一月，美方給
出的所謂調查報告語焉不詳，不專業、
不透明、疑點重重，那麼南海地區國家
有權對事故原因進行深入調查，以便盡
快採取措施維護海洋安全。美國不是
《聯合國海洋法公約》締約國，但其動
輒以國際法衛道士自居，言必稱遵守
《聯合國海洋法公約》，那就請提供事
發海域的具體信息，用實際行動來配合
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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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扳倒朴槿惠 韓前檢察長參選總統
【大公報訊】據韓聯社報道：韓

國大選將於明年3月登場，當地時
間5日，韓國前檢察總長尹錫悅
（圓圖）在最大在野黨 「國民力
量黨」 的黨內初選勝出，成為該
黨總統候選人。另據最新民調，
57%韓國民眾支持由在野黨候選人
任下屆總統，以實現政權輪替。

「國民力量黨」 初選以黨內投票及民調各
半的方式進行，投票率達63.89%創歷史新
高。尹錫悅獲得更多黨內支持，以47.85%得
票率勝出，擊敗民調領先的國會議員洪準杓。

尹錫悅表示，現政府會對他的出線
「感到恐懼」 ，承諾 「必定達成政
權輪替，終結充斥分裂、憤怒、
腐敗與剝奪的政治」 。

尹錫悅現年60歲，2016

年曾任 「親信干政門」 特別檢察組
組長，將朴槿惠、崔順實和三星
電子副會長李在鎔等人一併拘
捕。其後，他憑藉調查前總統李
明博受賄案時的出色表現，獲現
總統文在寅賞識，一路獲提拔至

檢察總長。但由於反對文在寅旨在
削弱檢方權力的檢察改革，尹錫悅與

時任法務部長官秋美愛矛盾激化，於今年3月
辭職。

至此韓國大選陣容揭曉，尹錫悅將迎戰執
政共同民主黨候選人李在明，加上國民之黨候
選人安哲秀和正義黨候選人沈相奵，形成 「四
強爭霸」 局面。據蓋洛普5日公布的民調，
57%的受訪者支持在野黨候選人當選總統。但
在野黨候選人支持率無一超過30%，如何吸引
中間選民將成為關鍵。

【大公報訊】綜合塔斯社、俄羅斯衛星通信社、
新華社報道：當地時間11月4日，俄羅斯總統普京和
白俄羅斯總統盧卡申科簽署一項法令，批准在28個
行業執行一體化政策，包括統一稅收信貸及
在工業農業等領域執行共同政策，並建立電
力、石油和天然氣統一市場。同時，兩國領
導人強調，將共同抵禦外部力量干預兩國內
政。雙方商定，若其他國家對其任何一方實
施非法經濟制裁，兩國將採取聯合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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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設置 「聯合經濟空
間」 ，包括統一貨幣和
信貸政策、整合支付系
統、同步海關和稅務政
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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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電力、石油和天然
氣的統一市場，未來白
俄可憑較歐洲現貨市場
低7-10倍的價格獲得天
然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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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企業可增加在白俄的
業務，建立新合資企業
並擴大出口；白俄將獲
得俄方的開發機構補貼
和資金。

軍
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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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

加強區域部隊群。如
果其他國家對莫斯科
或明斯克實施非法經
濟制裁，兩國將採取
聯合行動。

來源：塔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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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方將支持白俄宇
航員加入國際太空
站考察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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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令旨在落實聯盟國家一體化，共涵蓋28個領域，
上述要點僅為部分內容

▲美媒近日發布衛星照片，指責俄羅
斯在俄烏邊境囤兵。 網上圖片

簽法令推一體化政策 建油氣統一市場

其
他

為食品供應制定統一
規則，保障糧食安
全。統一協調運輸服
務市場，保障人員自
由流動。

其他共識

美國大選一年之後，弗吉尼亞和新
澤西州迎來了四年一度的州長選舉。這
兩場選舉被視為拜登執政一年的民意測
驗，更是美國明年中期選舉的 「前哨
戰」 。

民主黨丟掉弗州州長寶座，讓拜登
添堵。拜登的老對手特朗普在第一時間
向新當選的弗州州長揚金送去祝賀。這
一次，特朗普沒有對投票結果提出質
疑。儘管一段時間以來，他在不同場合
還像祥林嫂一樣，沒完沒了地指責2020
年的大選舞弊。

從對選票的統計可以看出，兩州民
主黨候選人的得票率與拜登支持率的下
滑速度大體相當。去年拜登在弗州以
10%的優勢戰勝共和黨，在新澤西以
16%的優勢勝出。但這一次民主黨在弗
州輸了2.5%，這意味着該州民主黨的票
源流失了12.5%，而新澤西的州長選
舉，民主黨人墨菲的得票率領先共和黨
1.8%，這意味着民主黨在該州失掉了

14%的選民支持。如此大比例的流失，
足以說明美國選民，特別是中間選民的
耐心也只有短短的10個月。

拜登上任之初的支持率高達56%，
而在短短的10個月內就跌至42%，下降
了14個百分點，成為美國50年以來在任
總統支持率下滑速度最快的總統。照此
流失速度，民主黨失掉參眾兩院的控制
權將是大概率的事情，拜登的執政或更
加寸步難行。不過也有媒體認為，這次
選舉給民主黨提前一年敲響警鐘也不完
全是件壞事，黨內深刻的反思或帶來一
些積極的行動。

拜登這一年的表現差強人意，不僅
兩黨矛盾難以彌合，而且民主黨內的各
派矛盾迅速激化。在去年大選期間，
以桑德斯、沃倫為代表的激進派出於大
選的需要，暫時擱下了與溫和派的分
歧，但大選塵埃落定之後，一些理念的
衝突很快浮出水面，桑德斯對媒體將他
稱為 「民主社會主義者」 並不反感，
足見激進派對建立社會安全網、增加
社會福利支出以及開足馬力開發綠色
經濟、清潔能源的抱負並不是嘴上說
說。

為了迎合黨內溫和派的勢力，拜登
在第二次出訪歐洲、出席兩場峰會之
前，將這份被標註為 「重建美國更好未
來」 法案攔腰砍掉一半，只剩下1.75萬
億美元，這其中包括5500億美元用於綠
色經濟和清潔能源等開支，準備與基建
法案一併打包表決。

拜登很努力，但國會民主黨同僚並
不給力。即使這份縮微版的 「重建美國
更好未來法案」 還是不能讓溫和派滿
意，尤其是來自西弗吉尼亞州的聯邦
參議員曼欽堅決不鬆口，搞得眾議院
也不敢輕易付諸表決。畢竟這個法案要
變成法律，必須得到參議院的首肯才
行。而眼下，民主黨在參議院的優勢
微乎其微。換句話說，必須民主黨全
體參議員投下贊成票，才能確保法案
的通過。

現有國會山內的民主黨與共和黨的
脆弱政治架構，想讓拜登左右逢源並不
是一件容易的事。滿足了煤炭大州西
弗吉尼亞的利益，黨內激進派就不高
興。激進派領軍人物、參院預算委員
會主席桑德斯曾經在西弗吉尼亞州的報
紙刊文，呼籲曼欽支持3.5萬億美元的

《重建美國更好未來法案》，但是曼欽
很不給面子地回應 「這裏輪不到你來指
手畫腳」 。明眼人都很清楚，曼欽捍衛
的不僅包括西弗吉尼亞州的煤炭利益，
而且也包括他本人的經濟利益。他自
己手裏持有煤炭基金的股份，僅去年
就有50萬美元的分紅。可以毫不誇張
地說，曼欽成了華盛頓分量最重的人
物，居然可以憑藉一己之力，撬動了美
國政治版圖乃至影響到世界氣候大會的
氣氛。少數服從多數是民主的基本原
則，但現在這項權力掌握在關鍵少數
人手中，也是西方民主制度的一大諷
刺。

弗吉尼亞的州長選舉被視為美國政
治走向的重要風向標，民主黨人一直把
這位共和黨候選人（也是政治素人）塑
造成 「小特朗普」 ，企圖用去年全國大
選的打法，即煽起對特朗普的恐懼，但
這個做法顯然是失敗的。畢竟把各州出
現的困難局面歸咎於特朗普，人們根本
不吃這一套。更何況，特朗普已經不
在台上，他們更需要一位解決現實問題
的 「身邊人」 ，而不是誇誇其談之流。
在教育問題上，民主黨人急於糾正 「種

族主義」 問題，在學校引進 「批判性種
族主義理論」 ，但對白人家庭來說，這
是無法接受的。批判性種族主義理論最
終把白人推向審判台，似乎美國今天的
一切問題源於種族不平等。這些白人的
後代在學校承受着不必要的壓力，背
負着沉重的十字架。於是他們請求學
校，家長應該參與學校教學內容的制
訂，多學習些科學知識，少一些無謂
的政治爭拗，但是民主黨候選人說了
致命的一句話： 「我不認為家長有權告
訴學校教什麼」 ，被對手揚金緊緊抓住
不放。

一些選民認為，選擇民主黨上台執
政是一大錯誤。拜登更不是像他吹噓的
那樣，是彌合國會山分歧的高手。一些
傾向於民主黨的媒體，對拜登的批評也
開始多了起來。最新民調顯示，一半以
上的民主黨選民認為，一定要選擇其他
候選人出戰大選，而不是老態龍鍾的拜
登。拜登為此非常着急，深感時間已經
不多，在一拖再拖之後，佩洛西準備今
天將法案付諸表決。在接下來投票過程
中，黨內會出現 「叛徒」 嗎？曼欽會改
變態度嗎？

美國州長選舉測出選民耐心
周
德
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