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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返《巴黎協定》世衞 撤穆斯林入境禁令

拜登就任即簽令
推翻「特式」政策

當選第 46 任美國總統的拜登將於明年 1 月 20 日正式就
職，屆時他將面對一個與 4 年前卸任副總統時，內外形勢
皆已截然不同的美國。拜登據報計劃在上任第一天即簽署
一系列行政命令，推翻特朗普的政策及外交決定，包括重
新加入對抗氣候變化的《巴黎協定》及世界衞生組織，以
及撤銷針對穆斯林國家的入境禁令。由於民主黨未必能夠
獲得參議院控制權，據報拜登團隊已有共識，未來或不得
不更大程度倚賴行政命令作為施政手段。
登的過渡團隊數月前已獲准在部分政府部門籌備權力移交，
，並按
拜登的過渡團隊數月前已獲准在部分政府部門籌備權力移交
照拜登的競選承諾，
照拜登的競選承諾
，訂出大致施政方向
訂出大致施政方向。
。不過觀乎目前的國會改
選結果，民主黨全取參眾兩院的機會不高
選結果，
民主黨全取參眾兩院的機會不高，
，重要的政策出台前又需先經
國會審批，
國會審批
，共和黨在參議院的些微優勢或成為拜登的最大施政障礙
共和黨在參議院的些微優勢或成為拜登的最大施政障礙。
。

長遠藍圖仍需國會共識
在環境及能源範疇方面，
在環境及能源範疇方面
，特朗普除了退出
特朗普除了退出《
《巴黎協定
巴黎協定》，
》，亦多次透過
亦多次透過
行政命令放寬環境規管，拜登要推翻有關政策相對簡單
行政命令放寬環境規管，
拜登要推翻有關政策相對簡單，
，但若要實施更
長遠計劃來應對氣候變化，
長遠計劃來應對氣候變化
，民主黨無法控制參院便難以成事
民主黨無法控制參院便難以成事。
。拜登任職
副總統時，
副總統時
，時任總統奧巴馬正正因為受制於國會
時任總統奧巴馬正正因為受制於國會，
，而選擇靠行政權力推
行環保政策，
行環保政策
，結果很容易被特朗普推翻
結果很容易被特朗普推翻。
。
《華盛頓郵報
華盛頓郵報》
》引述知情人士報道
引述知情人士報道，
，相較拜登最初的計劃
相較拜登最初的計劃，
，團隊已有
共識，
共識
，他上任後或需倚賴更多行政手段
他上任後或需倚賴更多行政手段；
；長期與拜登團隊接觸的拜登盟
友形容，
友形容
，如果參議院成為新政府絆腳石
如果參議院成為新政府絆腳石，
，他預計拜登政府會更靈活地使
用行政權力。
用行政權力
。拜登本人亦曾承諾
拜登本人亦曾承諾，
，會透過簽署行政命令來讓美國重新加
入《巴黎協定
巴黎協定》。
》。
共和黨控制參議院的另一影響，
共和黨控制參議院的另一影響
，是拜登無法順利任命內閣成員
是拜登無法順利任命內閣成員，
，知情
人士透露，
人士透露
，考慮到時間緊迫及參院審批需時
考慮到時間緊迫及參院審批需時，
，其中一個選項是先以署任
方式任命內閣成員，
方式任命內閣成員
，特朗普任內亦經常使用此方式
特朗普任內亦經常使用此方式。
。拜登的多年盟友
拜登的多年盟友、
、
參議員孔斯認為，
參議員孔斯認為
，對比特朗普與眾議院議長佩洛西長期不來往的風格
對比特朗普與眾議院議長佩洛西長期不來往的風格，
，
拜登相信會主動與兩黨領袖接觸。
拜登相信會主動與兩黨領袖接觸
。

施政難題：巨額赤字
此外美國經濟受新冠疫情重創，
此外美國經濟受新冠疫情重創
，令拜登未來在上任之初
令拜登未來在上任之初，
，便會面臨與
奧巴馬就職時相似的經濟問題，加上華府巨額赤字
奧巴馬就職時相似的經濟問題，
加上華府巨額赤字，
，是拜登施政的另一
難題。
難題
。智庫
智庫「
「兩黨政策中心
兩黨政策中心」
」的經濟政策主任阿卡巴斯解釋
的經濟政策主任阿卡巴斯解釋，
，若國會在
特朗普卸任前仍未能通過新一輪紓困方案，
特朗普卸任前仍未能通過新一輪紓困方案
，責任便會落在拜登身上
責任便會落在拜登身上；
；下
一項任務則會是改動稅制，
一項任務則會是改動稅制
，基本是歷任總統上任初期都會推行的工作
基本是歷任總統上任初期都會推行的工作。
。

料增富人稅 或阻商業活動

■拜登大批支持者上街慶祝
拜登大批支持者上街慶祝，
，白宮外水洩不通
白宮外水洩不通。
。 彭博社

拜登首要政策目標
抗疫
拜登上任後最優先工作自然是控制
疫情，包括擴大聯邦政府抗疫領導
角色、重返世衞，拜登亦承諾透過
公私營合作增加檢測工具等物資供
應，同時大手筆為商界及民眾提供
經濟援助。

準第一夫人續執教鞭
料首位兼任受薪工作
美國民主黨候選人拜登的
妻子吉爾將成為第一夫人，她
曾表示即使如此，仍會繼續在
北弗吉尼亞州社區學院當全職
英文教師，或成為首位在白宮
外擔任受薪工作，以及擁有博
士學位的第一夫人。

經濟
拜登將推動重新調高企業及富人稅，
增加庫房收入，以實現在環境、醫保
等範疇上的計劃，另外亦有意規定政
府機構購買「美國製造」的服務及商
品，以刺激製造業。

移民
拜登會恢復「童年抵美者暫緩遣返」
(DACA)計劃，亦會尋求在國會通過法
案，讓境內約1,100萬無證移民取得公
民身份。上任首 100 日會暫停遣返移
民，針對穆斯林國家的入境禁令亦會
撤銷。

環境
拜登將重新加入《巴黎協定》，恢復
奧巴馬時代環境政策，另外計劃斥資 2
萬億美元(約 15.5 萬億港元)逐步淘汰
化石能源；在立法層面上，拜登會在
司法部內成立新部門，對污染製造者
加強執法。

外交及國防
除了重返世衞及伊朗核協議，拜登亦
承諾上任「首日」便會與各國領袖通
電話，重建美國信譽；相對特朗普，
拜登更重視與北約及日韓澳印等亞太
區盟友關係。

冀做
「非一般的事」
吉爾在其 twitter 賬號檔案
中，稱自己為「終生教育
家」，她亦選擇在特拉華州曾
任職的課室內，遙距為今屆民
■ 在得知當選後，吉爾用手遮蔽副總統的
主黨全國代表大會發表演說。
「副」字，慶賀丈夫當選總統。
網上圖片
吉爾表示，若她成為第一夫
人，將倡議社區學院免學費、資助癌症研究和支援軍人家屬。吉爾對第一夫人的
使命非常期待，她接受傳媒訪問時，被問到是否希望國民看到她做出「非一般的
事情」，她答道「我希望可以」，盼能作出更大貢獻。
吉爾積極為拜登助選，在拜登當選後，她在 twitter 發布一張與丈夫的合照，留
言稱「他會成為我們所有人的總統。」
■綜合報道

外界相信拜登將一改特朗普政策，
外界相信拜登將一改特朗普政策
，調高企業及富人稅
調高企業及富人稅，
，亦即對普羅大
眾的影響不會太大，不過美國企業研究院的駐院導師波默洛警告
眾的影響不會太大，
不過美國企業研究院的駐院導師波默洛警告，
，調高
富人稅短期內雖可為政府帶來新資金，
富人稅短期內雖可為政府帶來新資金
，但最終只會令商業活動減少，
但最終只會令商業活動減少，繼
而影響經濟紓困方案的成效。
而影響經濟紓困方案的成效
。
■綜合報道
綜合報道

拜登人生高低起伏
2020 年
當選第46任美國總統

■拜登

1942 年
生於美國賓夕法尼亞州

1966 年
與首任妻子尼利亞結婚，育有兩子
一女

2015 年
長子博．拜登腦癌復發逝世，終
年46歲

2012 年

連任副總統

內閣主要職位熱門人選
國務卿

1972 年

蘇珊賴斯：奧巴馬時期國家安全顧問、駐聯合國大使，現任
美利堅大學國際服務學院客席研究員

以 29 歲之齡當選聯邦參議員，一
個月後妻兒發生車禍，妻子與僅 1
歲的女兒喪生，兩子重傷

2008 年

1977 年

1988 年

國防部長
弗盧努瓦：前任國防部政策副部長，現任顧問公司 WestExec Advisors行政總裁、智庫「新美國安全中心」共同創辦人

再次參選總統失敗
獲初選對手奧巴馬選為副手，成
功當選，出任副總統

財政部長
布雷維德：現任聯儲局理事，前財政部副部長

司法部長

貿易
拜登與特朗普同樣曾稱中國違反國際
貿易規則，不過他不認同增加關稅，
反而支持與盟友共同「抗華」；另外
會為美國製造業及科研企業提供資
金，以增加本土企業競爭力。
路透社/美聯社

瓊斯：現任亞拉巴馬州參議員

商務部長
惠特曼：現任串流平台 Quibi 行政總裁，eBay 及惠普前行政
總裁；曾代表共和黨競選加州州長
綜合報道

與現任妻子吉爾再婚，育有一女

首次參選總統失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