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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方：條約是冷戰產物 釣島屬中國固有領土

稱︽美日安保︾
適用
拜登謀干預釣島

■ 菅義偉將與拜登共同推動
加強美日同盟。
加強美日同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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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里森邀請拜
登到訪澳洲。
登到訪澳洲
。

作，他在亞洲時間昨日早上再分別與日本、韓
國和澳洲領導人通電話，當中在與日本首相菅
義偉通話時，拜登據報明確表示釣魚島是

美國總統當選人拜登前日宣布首位重要白宮幕僚人
選，由長期擔任其助手的克萊因出任白宮幕僚長。克
萊因在政壇經驗豐富，曾於 2014 年獲前總統奧巴馬
任命為白宮應對伊波拉疫情協調官，因此被稱為「伊
波拉沙皇」，預料他將在拜登的抗擊新冠疫情工作
上，擔當重要角色。
59 歲的克萊因畢業於哈佛大學法學院，目前是拜
登競選團隊高級顧問，他早於 1989 年便已跟民主黨
合作，在拜登擔任參議員期間，克萊因成為他的首席
法律顧問及政策顧問。在拜登出任副總統期間，克萊
因在2009年至2011年擔任拜登的幕僚長。

《美日安保條約》第五條
的適用對象。中國外交
部發言人汪文斌昨
日在例行記者會
上稱，釣魚島及
其附屬島嶼是中
國固有領土，《美
日安保條約》是冷戰產

曾監督逾 6 萬億救市方案

物，不應損及第三方

克萊因熟悉法律和經濟事務，他曾任最高法院大法
官懷特的助理及參議院司法委員會首席顧問。在
2008 年金融海嘯後，奧巴馬政府推出總值 7,870 億美
元(約 6.1 萬億港元)的振興經濟方案，正是由時任副總
統幕僚長的克萊因負責監督。
■綜合報道

利益，更不應危害地
區 和 平 穩
定。

■拜登近日與多國領
袖通電話。
袖通電話
。 法新社

拜登與 昨菅 日義

偉通電話 15 分
鐘，拜登辦公室表示，兩人共
同承諾解決氣候變化、強化全球各地民主，以
及加強美日同盟關係，「作為繁榮及安全的印
太地區的基石」。

圖染指印太 讚文在寅抗疫
菅義偉其後向記者稱，他祝賀拜登及其競選
拍檔哈里斯勝出大選，將與拜登共同推動加強
美日同盟。菅義偉指出，他向拜登表示，日本
周邊環境趨於嚴峻，美日同盟對日本周邊地區
及國際社會的和平與繁榮是不可或缺的，「美
日同盟有必要加強，為實現自由和開放印太地
區的願景，希望美日加強合作。」 菅義偉還
稱，對於釣魚島是《美日安保條約》第五條的
適用對象一事，拜登表示認同，菅義偉同時期
望美國協助解決朝鮮綁架日本人的問題。被問
到何時訪問美國，菅義偉稱今後會找適當時機
安排，他和拜登都期待早日會面。
拜登其後與韓國總統文在寅通電話約 14 分
鐘，拜登辦公室稱，拜登表示期望加強美韓同
盟關係，形容這是「印太地區安全與繁榮的關
鍵」，同時讚揚文在寅在抗疫上取得的成績，
兩人並討論到在推動全球經濟復甦上通力合

作。文在寅在通話中表示，韓方將與美方緊密
溝通，從而發展面向未來的韓美同盟關係，實
現朝鮮半島無核化與永久和平，拜登對此表
示，將與韓方緊密合作解決朝核問題。雙方還
商定在拜登明年 1 月 20 日正式就任總統後，盡
快舉行會晤。
韓國媒體認為，拜登在當選後 4 天便與文在
寅通電話，是對韓國展現積極友好態度，上任
後有望加快處理韓方關注的議題。然而拜登與
菅義偉通話比文在寅早 30 分鐘，在日韓關係繃
緊之際引發韓媒湍測，青瓦台人士解釋，在韓
國時間早上 9 時通話，是韓方提出的建議，過
程中未詢問拜登與別國首腦通話時間，不必多
加揣測。

接受明年訪澳邀請
拜登與澳洲總理莫里森通電話時表示，他將
與莫里森密切合作，應對多項共同挑戰，包括
控制疫情、防範未來全球衞生威脅、解決氣候
變化、為全球經濟復甦奠下基礎，以及確保亞
太地區維持繁榮安全。莫里森表示，他與拜登
未有討論到在 2050 年達至「淨零排放」的目
標，但拜登強調需全力研發「減排技術」。莫
里森在通話中，邀請拜登在明年美澳共同防衛
條約簽署 70 周年時到訪澳洲，拜登已接受邀
請。
■綜合報道

招攬前官員入過渡團隊 化解特朗普「賴死招」
部、國家環境保護局和司法部等任職的
前官員。即使過渡團隊未能進入各政府
部門展開工作，具備行政經驗的成員亦
可早作準備，確保交接順利。

國務院扣起外國賀電
按正常程序，國務院負責收取各國領
袖向候任總統發出的祝賀訊息，再讓候

任總統閱覽，國務院亦會協助候任總統
與外國領袖聯絡。但國務院目前拒絕合
作，不讓拜登閱覽外國領袖的訊息，拜
登亦要由一名國務院前高官組成的團
隊，協助他與各國領袖通電話，並提供
翻譯服務。
此外，拜登自當選以來，仍未收取情
報部門每日提交的國家安全簡報。

共和黨參議員抱不平
俄克拉何馬州共和黨參議員蘭克福德
認為，拜登作為總統當選人，有權收取
情報簡報，有助他準備和開展總統工
作。蘭克福德表示，若拜登今天仍未收
到簡報，他將介入處理。
■綜合報道

特營謀阻關鍵州確認結果 委任「特粉」選舉人
美國總統特朗普的競選團隊正在多個關
鍵州份發起訴訟，企圖推翻拜登勝選的結
果，但未能提出選舉舞弊的證據。特朗普
的法律團隊正討論一項新策略，試圖要求
法院頒令各關鍵州份延遲確認選舉結果，
讓由共和黨控制的州議會委任支持特朗普
的選舉人，左右選舉人團的投票決定。不
過特朗普多名顧問均質疑此舉的成效，認
為只是為了取悅特朗普。

■文在寅在通話中表示
文在寅在通話中表示，
，韓方將
與美方緊密溝通。
與美方緊密溝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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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波拉沙皇」
任拜登白宮幕僚長

美國總統當選人拜登馬不停蹄開展過渡工

兩 陣 營 各 出 奇 謀

美國總統特朗普拒絕承認敗選，更阻
止白宮及各政府部門與總統當選人拜登
的過渡團隊合作，令權力交接過程受
阻。然而拜登憑藉從政多年的人脈和經
驗，招攬多名前官員及專家協助推動過
渡工作，將特朗普不合作態度造成的影
響減至最低。
在拜登過渡團隊中，有多名曾在國防

■責任編輯：曾綺珺

據《華爾街日報》引述白宮一名官員
表示，儘管部分顧問繼續告訴特朗普，
他仍有機會翻盤，但特朗普已明白到司
法戰不可能獲勝，但他仍不肯認輸，揚
言繼續作戰。一名共和黨官員承認，特
朗普的競選團隊目前對司法戰未有一致
策略，只能根據各州的法例和點票程
序，採取不同策略。有顧問亦指不清楚
誰人正領導司法戰，上周五獲委派監督

司法戰的顧問博斯，尚未正式參與已確
診新冠肺炎，只能透過電話參與競選團
隊高層會議。

拜登顧問：他們無證據
關於在各州採取的法律戰，特朗普團
隊發言人墨塔表示，「目前聚焦確保點
算所有合法選票，以及不點算所有非法
選票」，指出訴諸法律不只為今次大

選，也為確保未來所有選舉的公正性。
共和黨全國委員會發言人梅里特則稱，
「全國有數以百計選舉違規的報告應予
審核」。
對於特朗普團隊嘗試拖延部分州份確
認選舉結果，拜登團隊法律顧問雷穆斯
表示，「他們根本沒有證據。若要成功
透過訴訟，阻止確認選舉結果，必須證
明選舉過程出現問題。」
■綜合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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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戰籌款誤導「特粉」
資金另有用途

美國總統特朗普在大選落敗後，發動司法戰尋求推
翻選舉結果，競選團隊已向支持者發出郵件和短訊，
要求他們捐款資助訴訟費用。但路透社發現，在團隊
宣傳募款的網站，以較細小字體列明，較少額的捐款
將優先用作其他用途，包括存入特朗普剛成立的領袖
政治行動委員會，而聯邦選舉法並無規定這類組織的
資金用途。
據網頁指出，8,000 美元(約 6.2 萬港元)或以上的捐
款，會直接存入司法戰賬戶，至於 8,000 美元以下的
捐款，60%會交給特朗普新成立名為「拯救美國」的
領袖政治行動委員會，其餘 40%給共和黨全國委員
會。
聯邦選舉法沒有規定領袖政治行動委員會的
資金運用，除了可資助其他選舉的候選人外，
也可作個人開支，包括旅遊和酒店住宿費用。
有輿論批評特朗普與共和黨有誤導支持者之
嫌。曾在特朗普 2016 年過渡團隊工作的斯科
特則表示做法沒有問題，支持者會認同。
■路透社/美聯社

得票差0.3個百分點
佐治亞人手重點

■ 佐治亞州職員點票
佐治亞州職員點票。
。 法新社
美國總統特朗普至今拒絕承認在大選中落
敗，關鍵州份之一的佐治亞因兩名候選人得
票差距太微小，宣布用人手重新點票。州務
卿拉芬斯珀格表示，重點程序將於周末展
開，預計於下周五完成，但他依然相信目前
點票結果準確。在非官方統計中，民主黨候
選人拜登領先特朗普約 1.4 萬票，相等於 0.3
個百分點。
與佐治亞州同樣擁有 16 張選舉人票的密歇
根州，特朗普競選團隊採取法律行動，挑戰點
票結果。在非官方統計中，特朗普落後拜登約
14.8萬張選票，約2.6個百分點。 ■綜合報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