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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分析

谁将接任情报总监

■本报记者 张全

美国总统特朗普 8日宣布，国家反恐中
心主任约瑟夫·马奎尔将成为代理国家情报
总监。“马奎尔在为正式继任‘试镜’吗？”美国
有线电视新闻网（CNN）如是问。

代理总监“转正”存疑
马奎尔出生于 1952 年，2010 年从美国

海军退役，结束 36年军旅生涯。他长期担任
海豹突击队队员，曾出任海军特种作战司令
部司令，2018年 12月出任国家反恐中心主
任。特朗普称赞马奎尔军中表现“卓越”。

CNN称，虽然特朗普称赞马奎尔“优秀”

“富有才华”，但目前还不清楚他在重大安全
问题上的立场。在去年参院对国家反恐中心
主任的提名确认听证会上，他几乎没有提及
在伊朗、朝鲜、俄罗斯等问题上的安全主张。

不过，马奎尔曾表示，“我毫不怀疑伊朗是当
今支持恐怖主义的头号国家。”

有评论称，尽管马奎尔多年来一直与情
报专业人士密切合作，但并不被视作“情报界
建制派”的一员。CNN认为，马奎尔与前几任
情报官员相比，正陷入困境，尤其是由于他的
代理职务。 特朗普为马奎尔的政治前途打开
大门，但他的未来仍不确定。“政客”网站称，

马奎尔的一个不利因素是， 与一名特朗普的
批评者有密切联系。 他最好的朋友是著名退
役海军上将麦克雷文， 麦克雷文领导了击毙
“基地”组织创始人本·拉丹的行动。但去年，

麦克雷文谴责特朗普对媒体的持续攻击，称
总统的声明是“对美国民主的最大威胁”。

潜在提名人选还有谁
路透社报道，可能获得国家情报总监提

名的人选有共和党籍众议员迈克·麦考尔和
德文·努斯以及美国驻荷兰大使皮特·胡克
斯特拉。麦考尔是众议院国土安全委员会前
主席； 努斯是众议院情报委员会前主席；胡
克斯特拉曾任 9届众议员。

美国《国会山报》称，胡克斯特拉正成为
特朗普下一任国家情报总监的热门人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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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石筱菁，女，

汉族，1973年 7月出
生，中共党员，闵行
区启智学校校长、党
支部书记。躬耕特殊
教育 14 年， 以慈爱
之心呵护特殊学生
成长，用言传身教帮
助孩子学习技能、融
入社会。她重视特殊
教育中的因材施教，推动建立全程跟踪的学生
成长档案。她爱岗敬业、甘于奉献，给予特殊孩
子生命的尊严与生活的希望，用自己的坚守维
护了社会弱势群体接受公平教育的权利。曾获
全国特教园丁奖、全国“十一五”教育科研先进
工作者、上海市五一劳动奖章等。

37.徐卫国，男，

汉族，1975年 5月出
生，中共党员，交通运
输部东海救助局救助
船长。 每年出海 280

天以上，在台风肆虐、

寒潮频袭等恶劣天气
中，成功执行了“桑吉
轮” 等近 100起急难
险重救助任务， 共救
起遇险人员 1000余名， 挽救船舶资产数亿元。

勇于创新，善于总结，创建“徐卫国海上救助创
新工作室”，将专业救助经验转化为可学习可复
制的成果。曾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章、上海市五一
劳动奖章、“救捞功臣”、金锚奖等。

38.何小玲，女，汉
族，1970年 7月出生，

中共党员， 党的十九
大代表， 隧道股份上
海隧道地基公司副总
工程师， 上海地铁维
保应急救援队技术负
责人。2007年至今，她
在深夜的地铁隧道中
累积行走超过 48 万
公里，用脚步丈量上海“地下城”，带领团队负责
554座车站、887公里隧道的维护，创下了维护隧
道里程数最长、 维护车站数最多的世界纪录，被
誉为“护隧先锋”。曾获全国五一巾帼标兵，上海
市三八红旗手标兵、上海市五一劳动奖章等。

39.胡炳麟，男，

汉族，1967年 9月出
生，民进会员，上海
中医药大学附属岳
阳中西医结合医院
推拿科副主任医师，

第 16 批中国援摩洛
哥医疗队穆罕默迪
亚医疗分队队长。不
远万里、 不辞艰辛、

不忘初心、无私奉献，仁心仁术解救摩洛哥病

患疾苦， 赢得当地政府和人民的高度赞誉，为
探索援外医疗新模式做出积极贡献。助力国家
“一带一路”倡议，让中医针灸推拿在非洲土地
焕发神奇风采。所带领团队荣获全国援外医疗
工作先进集体称号。

40.陈一帆，男，

汉族 ，1978 年 10 月
出生，中共党员，上海
海关口岸监管处监管
三科科长。 在首届进
博会中承担会展品进
境监管工作， 面对布
展时间紧、 通关时效
急、 物资进口方式多
等难题， 他编写海关
通关指引等三十余个规范性文件， 召集专业培
训十余场，参与完善进博会展览品监管系统，有
效提高了物资的通关效率和监管效能， 确保国
家赋予进博会的优惠政策全部落到实处。 曾获
海关总署二等功、上海海关三等功等。

41.张中，男，汉
族 ，1968 年 6 月出
生，中共党员，上海国
际进口交易服务有限
公司总经理， 上海东
浩兰生国际物流有限
公司党委书记、 董事
长。 带领团队建设进
博会 “6 天+365 天”

一站式交易服务平
台， 为全球企业进入中国市场提供全方位专业
服务。 他不顾带状疱疹的病痛， 每天工作到深
夜，被同事们称作“进博会上的钢铁侠”。他提出
的“线上和线下、短期和长期、展和销相结合”模
式，实现企业社会效益经济效益双赢。曾获上海
市合作交流与对口支援先进个人等。

42.周灵，男，汉
族，1975 年 11 月出
生，中共党员，杨浦区
商务委副主任， 上海
市第二批援黔干部。

挂任担任遵义市道真
自治县委副书记期
间， 他以群众脱贫致
富为第一责任， 探索
出“产销对接、以销促
产”的工作思路，带动当地蔬菜产业实现从小到
大、从散到聚、从弱到强的跨越式发展，发展蔬
菜种植 14万亩，万亩蔬菜产业带 7条，销售商
品蔬菜 7000余吨，增加农民收入 2000余万元，

惠及贫困群众 8000余人。曾获上海市五一劳动
奖章，上海市人民满意公务员等。

43.首届中国国
际进口博览会志愿
者 “小叶子 ”。首届
中国国际进口博览
会于 2018 年 11 月
在上海成功举办 ，

共青团上海市委遴选出的 5527 名“小叶子
”志愿者，在内外宾接待、综合服务、媒体服
务、展商服务、行政服务等岗位上，先后上
岗 5 万余人次， 接待内外宾 86 万人次，信
息咨询 485 万人次，提供了 23 万余次语言
服务，进行了 120 万次交通引导。“小叶子”

们以实际行动赢得了社会各方面的赞誉 ，

为举办成功、精彩、圆满的进博会提供了有
力保障。

44.张斯恒，男，

汉族 ，1962 年 5 月
出生 , 中共党员 ,上
海 市 廊 下 中 学 校
长。 他自愿投身乡
村教育 ， 一干 35

年。在他的引领下，

廊下中学以文化立
校， 特色剪纸艺术
走向国际 ， “爱廊
园”品牌广为人知，“大爱”的情怀根植于每
一位师生的心中。 他自掏腰包奖励优秀教
师、资助贫困学生，学生们都亲切称他为“张
爸”。 走上管理岗位后， 仍然坚守在教学一
线，讲好每一节示范课。曾获全国未成年人
思想道德建设先进工作者、上海市五一劳动
奖章等。

45.陈冠琴，女，

汉族 ，1927 年 8 月
出生，中共党员，上
海应用技术大学离
休干部。 以一片仁
爱之心数十年如一
日坚持捐资助学 ，

上世纪90 年代帮助
希 望 小 学 学 生 ，

2008 年汇出 1.2 万
元资助河南贫困高中生，解囊 5000 元帮助
因车祸失去双亲的大学新生， 汶川地震发
生后交纳 4000 元特殊党费、 筹集善款 2 万
余元。2011 年到 2016 年间，以耄耋之年持续
资助 10 余名贫困大学生直到完成学业。曾
获上海市教卫系统“四好党员”、上海市社会
主义精神文明好人好事等。

46. 嘉兴路街道
垃圾分类青年志愿
者团队。嘉兴路街道
2015 年起推行垃圾
分类和绿色账户，机
关事业单位、“两新”

组织、区域化党建团建单位和居民区的优秀青
年就组成了志愿者团队，引领了垃圾分类新时
尚。他们设计海报、宣传册，开展垃圾分类礼品
兑换、“瓶子菜园”、“变废为宝” 等创意环保主
题活动，自发编写《生活垃圾分类手册》，不定
期召开讨论会，充分利用辖区单位、“两代表一
委员”、社区志愿者等资源宣传，让居民做到了
“愿分、会分”，使嘉兴路街道成为垃圾分类的
“排头兵先行者”。

47.刘宏，男，汉
族，1962年 5月出生，

中共党员，上海外高桥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党
委书记、董事长。扎根
外高桥 20年，始终将
国家战略放在首位，

积极配合保税区政策
和功能创新， 推动自
贸区全面 “先行先
试”。促使一批科创中心在外高桥落地，加快园区
转型升级，服务上海科创中心建设。推动长三角
区域联动，充分发挥龙头带动作用。曾获上海市
五一劳动奖章、“上海现代服务业优秀企业家”等。

4 8. 汪雨申 ，

男 ，汉族 ， 1978 年
1 月出生 ，中共党
员 ， 上海交通大
学人文学院党委
副书记 。 自 2001

年 留 校 任 教 起 ，

紧紧围绕 “育人 ”

这 个 中 心 任 务 ，

从 理 想 信 念 、 创

新创业 、 社会实践等多方面挖掘学生潜
质 ， 培养高素质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
人 。 他指导的学生社团连续获评上海交通
大学五星社团 ， 组织排演的大型原创话剧
《钱学森 》自公演以来观众人数累计超过 6

万人次 ， 获得中国校园戏剧节最高荣誉 。

曾获全国 “最美高校辅导员 ” 、上海市育才
奖等 。

49. 施晨， 女，汉
族 ，1976 年 10 月 出
生，中共党员，上海市
商务委员会外贸发展
处副处长。 担任首届
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
上海交易团办公室副
主任， 负责上海交易
团采购商组织、 新闻
宣传、成交统计、配套
现场活动统筹等工作，勇挑重担、积极作为，以
实际行动践行共产党员的初心使命。在她的努
力下，上海交易团在首届进博会上到会采购商
数量和意向成交规模均位居全国首位，展现了
“排头兵先行者”风采。曾于 2017、2018 年荣立
三等功。

光荣与力量
———2019感动上海年度人物评选活动选票

姓名： 联系电话：

【其他人选】

参与方式
1.请您从以上 49个候选人中，选出

您心目中的 10 位感动上海年度人物，

将这 10 个候选人的序号填写在选票
中。您也可以推荐其他人选，并将推荐
人选的姓名、 单位等信息填写在选票
中。请将填好的选票沿虚线剪下，寄给
我们。

2.您也可以登录东方网“2019感动
上海年度人物评选”专题，填写网络选
票。

3.您也可以关注“上海发布”“感动
上海”“东方日记本”微信公众号参与微
信投票。

4. 我们将抽取 100位幸运参与者，

赠送精美礼品。

投票细则
1. 推荐人选总数不超过

10个 （从 49个候选人中选择
的人选和自主推荐人选相加
不超过 10 个），多选、重复选
无效。

2.选票复印有效。

3.请将选票寄往上海市淮
海中路 1555号 2 幢 2 楼上海
东方宣教中心， 邮编 200031

（请注明 “2019感动上海年度
人物评选”，并留下您的姓名和联系电话，便于抽取幸运
参与者）。

4.截止日期：2019年 8月 20日，以信封邮戳为准。

5.网络投票细则，请登录东方网或“上海发布”“感动上
海”“东方日记本”等微信公众号专题了解。

请扫描二维码
为“感动上海”

候选人投票

美情报界高层地震：一二把手明双双离职
鉴于特朗普与美情报机构的种种分歧，外界担心后者是否正受到政治干预

■本报记者 张全

自美国总统特朗普上任以来，外界对华盛
顿充满戏剧性的人事变动早已见怪不怪。本周，

美国情报部门将上演“换人”新剧目。15日，美
国国家情报总监科茨、副总监戈登将双双离职。

尽管特朗普已经提名现任国家反恐中心
主任马奎尔出任代理国家情报总监，但正式的
继任者仍然悬而未决。美国媒体忧心忡忡。“如
今， 特朗普正用铁锤般的破坏力治理国家，情
报机构大换血可能是他迄今为止最危险的举
动。”《华盛顿邮报》称。专家分析认为，特朗普
与情报界之间的恩怨，反映了非建制派总统与
“深层国家”之间的根本矛盾。

情报界元老为何退场

比起有着 80 年历史的美国中央情报局
（CIA）， 成立才十多年的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办
公室（ODNI）名气并非“如雷贯耳”。但实际上，

美国国家情报总监（DNI）的级别比 CIA局长更
高， 是包括 CIA在内美国 17家情报机构的顶
头上司，也是当之无愧的美国情报界头号人物。

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设立于 2001年
美国“9·11”恐袭之后，主要功能是统筹协调跨
部门情报共享，避免“9·11”那样的悲剧再次发
生。国家情报总监负责监督和指导国家情报计
划（NIP）的实施。同时，国家情报总监充当美国
总统、国家安全委员会和国土安全委员会的主
要顾问， 负责与国家安全有关的情报事务，还
负责为总统提供“每日简报”。公开资料显示，

2015—2017年，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每年
批转的情报预算约为 500亿美元。耗费如此财
力，统帅各路精兵，难怪有人把国家情报总监
称为“深藏幕后的神经中枢”。

但最近，这个“中枢”遇到点麻烦。

7月 28日，国家情报总监科茨向特朗普提
交辞呈，定于 8月 15日离职。路透社说，上任 2

年多来， 这位 76 岁的政坛老将在俄罗斯、伊
朗、 朝鲜等诸多政策议题上与总统意见相左，

在压力下挂印而去。例如，科茨对俄罗斯态度
强硬；在朝鲜问题上，科茨曾向国会表示，朝鲜
放弃核武器的可能性不大；对于特朗普去年退
出伊核协议，科茨持质疑态度。

在科茨辞职的同一天，特朗普在推特上宣
布换人决定， 提名共和党籍众议员拉特克利夫
出任国家情报总监。消息一出，立即引来反对之

声。不少国会议员质疑现年 53岁的拉特克利夫
与科茨相比“缺乏经验”———他是众议院情报和
司法委员会最年轻的成员。有评论认为，拉特克
利夫是特朗普的忠实拥护者。面对种种非议，拉
特克利夫本月 2日宣布退出提名。

本月 8 日，离职事件再现波折。当天早些
时候，国家情报副总监戈登请辞，将于 8月 15

日离任。这意味着作为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办公
室二把手的戈登无法出任代理国家情报总监，

填补科茨走人后带来的权力真空。

美国媒体分析，戈登疑为“被离职”，其请辞
同样与得罪总统有关。 特朗普之子曾在推特上
发文说， 戈登过去曾与奥巴马时代的情报官员
布伦南共事， 而布伦南一直是其父的强硬批评
者。据了解总统看法的官员说，特朗普不愿让戈
登留任， 认为戈登属于他向来不大信任的官僚
团体。“随着有 30多年情报经验的元老级人物
戈登退场，许多经验、智慧和制度记忆也被带出
情报办公室的大门。”美国“政客”网站称。

特朗普与情报界“互掐”

特朗普与美国情报机构曾围绕伊朗、朝
鲜、 俄罗斯干预美国大选等问题明争暗斗。随
着科茨、戈登离职这一最新动荡，国家安全官

员担心，情报机构是否正受到政治干预。

CNN历数了特朗普与情报界的几次 “互
掐”。2016年 12月， 赢得大选的特朗普质疑中
情局， 称后者不应该只讲俄罗斯干扰美国大
选，也应该讲讲其他国家、其他个人。2017年 1

月，特朗普还没就任，与中情局的矛盾却已白
热化。当时，特朗普与高级顾问一起研究重组
中情局， 裁减其位于弗吉尼亚总部的人员。许
多人认为，此举是对中情局一口咬定俄罗斯干
预大选的报复。

美国媒体述评，特朗普上任伊始就与美国
情报界关系不合， 最引人瞩目的是他反驳情报
界有关俄罗斯为了帮他而企图影响美国选举的
“共识”。 他还声称情报界和联邦政府其他部门
有些人暗中合谋，破坏他的施政。

去年 11月， 特朗普和情报界元老的分歧
扩大。他批评说，美国早就应该抓获本·拉丹，

而不是到 2011年才把他击毙， 矛头直指曾任
美国特种作战司令部司令的麦克雷文。 今年 1

月，特朗普发 5 条推文怒怼情报界。缘由是后
者就伊朗、中东、朝鲜半岛局势等多个领域所
作评估与他的看法相左。CNN称， 从未有哪位
美国总统如此频繁和公开地与情报界“交战”。

特朗普的批评者指责他正侵蚀美国情报界，并
将国家安全置于危险之中。

内部政策分歧暴露无遗

在外界看来，美国内部巨大的政策分歧再
次暴露无遗。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美国研究所美国
政治研究室主任张文宗指出，首先，“通俄”调查
是由美国情报部门主导的， 再加上美国国内党
争激烈，情报界的民主党籍官员借题发挥。在此
背景下特朗普对情报界心生芥蒂、 产生深度怀
疑在所难免。无论是炒掉美国联邦调查局（FBI）

前局长科米，还是此次科茨等人的去职，都表明
特朗普意识到情报界事关内政外交决策， 需要
任用对自己绝对忠诚的骨干。对于“不服管”的
人，特朗普会直接让他（她）出局。

其次，以非建制派身份“登堂入室”的特朗
普，本就与“深层国家”存在根本矛盾。美国“深
层国家” 的核心是负责国家安全的政府机
构———国务院、国防部、国土安全部和司法部是
其主要组成部分，特别是 CIA、FBI、国家安全局
（NSA）等情报机构。特朗普与“深层国家”存在
理念冲突，产生了民粹主义对抗国际主义、家庭
管理对抗精英执政等分歧。 这种对立从特朗普
上任之初对情报界的猛烈攻击就可见一斑。

“上任之初，特朗普与体制是不相容的，包
括与情报界。但历经 2 年多执政，特朗普还是
发挥了主导能力，军队和情报界现在都服务于
他、听命于他。总的来讲根本矛盾存在，但磨合
两年关系还算基本顺畅。”张文宗说。

中国社科院美国研究所研究员袁征认为，

特朗普任内人事变动频繁， 与其用人标准有
关。特朗普希望绝对掌权，不能容忍异见。他只
需要两种人：与他意见不同但听话的人，以及
与他观点相似的人。但情报机构讲求务实性和
高度专业化。因此“特朗普本位”与“情报部门
的求实传统”之间产生碰撞。

展望未来，袁征认为，如果特朗普提名的
新人选能听特朗普话，那么情报机构的地位和
作用可能上升，双方可能进入良性互动。张文
宗认为，如果情报界出于政治考虑和总统的压
力，提供假情报或政治色彩浓重的情报，可能
误导美国战略走向。美国当年因所谓“大规模
杀伤性武器”卷入伊拉克战争，就是情报界对
美国重大外交决策产生负面影响的案例。

在专家看来，未来的国家情报总监面临一
系列挑战，包括美俄关系、美伊关系、朝鲜半岛
核问题以及涉阿富汗、伊拉克和叙利亚事务等。

2017年 8月 4日，在华盛顿，时任美国国
家情报总监科茨在发布会上讲话。 新华社发

7月 25日， 美国国家反恐中心主任马奎尔在国
会作证。他将担任代理国家情报总监。视觉中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