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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總統特朗普至今一直拒絕
「選舉舞弊」說法，向來堅定支
持特朗普的司法部長巴爾，前
日指示聯邦檢察官，若有任何
指控」，應着手調查。這
發司法部選舉罪行部門
主任辭職抗議。共和
黨人則繼續維護特朗
普，參議院多數黨
領袖麥康奈爾
稱 ， 特 朗 普
「100% 有 權 」
動用法律手

違部門政策 傳選前受施壓

100%

有 權」提 告

按照司法部政策，在證實選舉結果受舞弊影響前，不會進行公開調
查，包括向任何選民問話；巴爾在備忘錄中則解釋，在部分情況下，
調查必須在選舉結果獲確認前完成。
據報特朗普在大選日前數周，已多次施壓巴爾介入，以支持共和黨
陣營的「選舉舞弊」說法，不過美聯社引述司法部官員報道，巴爾並
非在特朗普或任何議員要求下發出備忘錄。
司法部負責調查選舉罪行的首席檢察官皮爾格，則在收到備忘錄後
隨即辭去領導選舉罪行部門的職務，不過會留任檢察官，他向同事暗
示，辭職決定與巴爾的備忘錄有關。

拜登律師：助長虛構言論
目前共和黨內只有少數參議員承認拜登勝出，其餘議員大多支持特
朗普繼續在各地入稟，又或避談選舉結果。麥康奈爾前日在參院發言
時表示，特朗普「100%有權調查選舉違規行為，並考慮使用不同法
律手段」，批評民主黨人如果深信沒出現任何違規行為，則沒有理由
對調查感到恐懼；此外又向媒體開火，稱憲法沒有給予「財雄勢大的
媒體」任何宣布選舉結果的角色。
拜登競選團隊的律師鮑爾發表聲明回應，特朗普團隊的選舉舞弊指
控，已一次又一次在法院被駁回，巴爾此舉只會進一步散播「可疑、
猜測性、虛構或牽強」的言論。參院少數黨領袖舒默亦批評，多數共
和黨人仍選擇對「特朗普的幻想保持沉默或表達同情」。
■美聯社/路透社/法新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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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宮發言人無理指控舞弊 「親特」霍士中斷直播

■麥肯納尼出席記者會。

美國白宮發言人麥肯納尼前日在記者會
上，無理指控民主黨人涉及大選舞弊，立場
一向支持總統特朗普的霍士電視台此時中斷
直播，強調麥肯納尼的說法沒有理據。
麥肯納尼在記者會表示，民主黨為了「歡
迎」選舉舞弊和非法投票，故試圖趕走監票
員。霍士新聞主播卡武托此時中斷直播，稱
麥肯納尼的指控非常嚴重，如同指責另一方
操縱選舉和作弊，除非她提出理據，否則霍
士不能繼續播放其言論。卡武托之前已多次
彭博社 質疑特朗普的言論，例如形容特朗普聲稱抗

御用律師行職員辭職
憂淪攻擊選舉制幫兇

美國總統特朗普無理指控大選舞弊，不惜為此發動司法
戰，在代表特朗普陣營的律師行內，不少律師其實質疑應
否為特朗普護航。部分律師已為此辭職，認為律師行若協
助特朗普，將淪為與他一同攻擊選舉制度的幫兇，最終只
會自毀事務所聲譽，得不償失。
眾達(Jones Day)律師事務所的規模在美國數一數二，
曾代表不少具爭議的當事人，長期以來擔任特朗普法律
顧問。據聯邦政府記錄顯示，自 2015 年起，該律師行
已從特朗普競選團隊、與特朗普有連繫的政治團體及共
和黨全國委員會，收取 2,000 萬美元(約 1.55 億港元)費
用，而眾達與另一律師行 Porter Wright，已在賓夕法尼
亞州提出至少 4 宗涉及大選的訴訟。然而眾達的做法惹
來抨擊，在其三藩市辦公室附近街道上，有人便塗上
「眾達，不要碰我們的選票」的抗議字句。眾達其中兩
名律師表示，由於眾達協助特朗普發起訴訟，令他們不
但受到朋友指責，在社交平台上也遭到抨擊。
在 Porter Wrig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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夥人反映不滿，表
明不應為特朗普效
力。 ■綜合報道

瘧疾藥物羥氯喹可治療新冠肺炎的說法「危
險和致命」。
霍士多名記者和主播近日均強調，目前未
有證據顯示大選出現明顯舞弊，卻因此被特
朗普支持者在網上聲討，部分人更收到恐
嚇。
霍士新聞老闆、傳媒大亨梅鐸在數周前曾
私下向友人表示，預料特朗普敗選，早令兩
人關係漸漸疏遠，加上霍士是首個在大選日
宣布亞利桑那州「染藍」的傳媒，進一步引
起特朗普不滿。
■綜合報道

特朗普謀設政治行動委員會
疑鋪路再選總統
據白宮官員透露，總統特朗普計劃成立「領袖
政治行動委員會」，為共和黨籌募政治資金，藉
此鞏固他在共和黨內的影響力，有媒體亦揣測特
朗普此舉，是為自己於 2024 年再競選總統鋪路。
官員表示，一般的政治行動委員會，每年只可
接受同一位捐款人捐助最多 5,000 美元(約 3.88 萬港
元)，但特朗普及共和黨全國委員會成立的「領袖
政治行動委員會」，則沒有這些限制，可接受更
巨額捐款。
特朗普目前在多個關鍵州份提出訴訟，試圖推
翻選舉結果，特朗普競選陣營發言人墨塔稱，
「不論勝負，總統特朗普都一直打算成立政治行
動委員會，以繼續支持未來的共和黨參選人，並
且參與他關注的議題，如對抗選舉舞弊等。」
據美國新聞網站 Axios 引述知情人士報道，特朗
普 已 告 訴 顧 問 ， 他 正 考 慮 於 2024 年 再 次 競 逐 總
統，分析認為這是他意識到在今屆大選敗給對手
拜登的明顯跡象。
■綜合報道

巴爾

錄，授權檢察官如果有「清晰、明顯可信的選舉違規指控」，且指控
一旦證明屬實，會在個別州份影響選舉結果，檢察官便應展開調查；
至於明顯不影響選舉結果的指控，則應待選舉結果確認後再作初步調
查。
巴爾同時提醒檢察官，「虛構或牽強的指控」並非展開調查的理
據，不過他在備忘錄中，並沒有提到司法部發現任何會影響選舉結果
的違規行為。

高官劈炮

普及其共和黨盟友多次在無證據下，指控大選出現「舞
特朗弊」，巴爾前日與麥康奈爾會面後，向各聯邦檢察官發布備忘

司法部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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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朗普秋後算賬炒防長
FBI中情局一哥勢危

美國總統特朗普前日表示，已解除
防長埃斯珀的職務，將由國家反恐中
心總監米勒出任代理防長。特朗普與
埃斯珀在多項議題上存在分歧，尤其
埃斯珀今年 6 月反對出兵鎮壓在白宮
外的種族平權示威，更令特朗普不
滿。特朗普據報亦準備向聯邦調查局
(FBI)局長克里斯托弗．雷和中情局局
長哈斯佩爾開刀，報復兩人未有在大
選中向民主黨窮追猛打。
特朗普在 twitter 宣布辭退埃斯珀，
稱感謝埃斯珀的服務。埃斯珀在被解
僱後向國防部同僚致函，讚揚軍方保
持政治中立。

氣，並要求下屬在政策等各項範疇對
他效忠，而白宮抗疫專家福奇在防疫
政策上屢與他針鋒相對，特朗普早前
在造勢集會上，也公開表示可能辭退
福奇，估計福奇同樣將被革職。特朗
普亦可能向與他在抗疫政策上意見相
左的疾病控制與預防中心(CDC)主任
雷德菲爾德開刀。
這波清算異己的浪潮，更估計在未
來數周內延燒至較低級的白宮職員，
總統人事室主任麥肯蒂據報已警告，
將開除有意「謀後路」的員工。
■路透社/法新社

被批國安玩火製混亂
特朗普在餘下任期內可能陸續辭退
與他意見不合的官員，反映權力有序
移交難以展開，眾議院議長佩洛西表
示，特朗普試圖在卸任前於美國和全
球引發混亂。民主黨籍的眾議院軍事
委員會主席史密斯亦批評特朗普的決
定「幼稚、魯莽」。退役上將斯塔夫
里迪斯指出，特朗普儼如在國家安全
事務上「玩火」，倘若真的解僱 FBI
和中情局局長，「我們將在未來 90 日
內進入未知的危險領域」。

■被炒的埃斯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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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向福奇疾控主任開刀
普林斯頓大學政治系教授佛萊默形
容，特朗普性格衝動且無法控制脾

■代理防長米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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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批評華府
氣候報告負責人撤職
美國政府的氣候變化報告負責人庫波伯格日前被撤職，調派至曾任職的能源
部，重新出任該部門的科學家。有專家指出，今次人事調動估計是為安排立場
與總統特朗普接近、同樣質疑氣候變化的特拉華大學氣象學家里蓋茲接棒。
美國每隔數年發表一次「國家氣候評估」，至今已發表 4 次，目的是促進對
氣候變化的認知，以及協調13個聯邦政府部門在這議題上的合作，而「美國全
球變化研究計劃」(USGCRP)總監庫波伯格在發表第 4 份評估時，曾指出倘若
華府不採取行動，美國國民將面臨海洋水位上升和旱災等災難性後果，令特朗
普大為不滿。外界原本認為庫波伯格有望完成第 5 份評估，詎料被撤職，庫波
伯格本人亦始料不及。
雖然第 5 份「國家氣候評估」的主要撰寫工作，將在總統當選人拜登任期內
進行，若里蓋茲現時接任 USGCRP 總監，即使只有數個月任期，但他有權篩
選負責撰寫評估的科學家人選，從而影響最終報告的內容。
■綜合報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