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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众院向参院呈交弹劾条款文件，并任命 7名起诉“管理人”

特朗普弹劾案可能下周正式开审
据新华社华盛顿 1 月 15 日电 美国国会

众议院 15日通过决议， 任命并授权 7名民主
党联邦众议员作为负责总统特朗普弹劾即起
诉的 “管理人”， 并将弹劾条款文件呈交参议
院。参议院多数党领袖、共和党人麦康奈尔宣
布了一些弹劾审理初步安排。联邦最高法院首
席大法官罗伯茨定于 16日在参议院宣誓主持
弹劾审判。麦康奈尔 14日说，参议院可能从 21

日正式开始审理。

众院投票批准递交

决议以 228票赞成、193票反对获得通过，

同意正式将弹劾总统特朗普的两项 “指控”提
交参议院。众议院议长、民主党人佩洛西随后
在弹劾条款文件上签字。众议院情报委员会主
席希夫等 7名“管理人”之后进入参议院，将文
件交给参议院多数党领袖、 共和党人麦康奈
尔。在参议院弹劾案审理中，“管理人”角色类
似于法庭审理中的检方。

特朗普当天在社交媒体上再次指责弹劾
是 “民主党人的骗局”。 白宫新闻秘书斯蒂芬
妮·格里沙姆发表声明称，特朗普“期待被完全
证明无罪”。

由民主党人掌控的众议院去年 12月投票
通过两项弹劾条款，指控特朗普滥用职权和妨
碍国会。特朗普由此成为美国历史上第三位遭
众议院弹劾的总统。

参院审理分三阶段

在共和党人占多数的参议院， 麦康奈尔
“放话”，会帮特朗普“脱罪”。

弹劾案进入参议院后，今后数日至数周预
期经历三个阶段的程序。

1月 16日：美国东部时间中午 12时，由众
议院委任、扮演“检察官”角色的“管理人”将前
往参议院，宣读众议院“委任状”和两项弹劾条
款全文。众议院弹劾调查认定，特朗普滥用职权
向乌克兰施压， 以达到调查民主党下届总统竞

选人、前副总统拜登的目的；以及特朗普阻碍国会
调查。

当天下午 2时，参议院预计接收弹劾条款，联
邦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罗伯茨将由任职时间最长
的共和党联邦参议员格拉斯利陪同，进入参议院，

继而主持充当“陪审员”的参议员宣誓仪式。

自 1月 21 日起：众议院“管理人”向参议院
陈述调查结论， 总统律师团队预计做出回应，参
议员们作为“陪审员”旁听。麦康奈尔说，参议院
一周只休一天，6天将全程参与审理。

参议员们将有机会向双方提问。麦康奈尔先
前表态，一旦弹劾案正式提交参议院，他会支持
一项设置审理规则的决议， 但就是否传召证人，

他还没有作决定。麦康奈尔暂时没有拿出决议草
案，但说与 1999年民主党籍前总统比尔·克林顿
弹劾案决议类似。

克林顿弹劾案中，那份决议关联设定控辩双
方以书面形式提交“庭辩文件”的期限；允许双方
代表获得 24小时当庭辩论时间； 为参议员们留
出 16小时提问时间。 麦康奈尔提及的克林顿弹

劾案决议当时没有涉及是否允许传召证人。不
过，一项由表决通过的后续决议允许 3名证人以
预先录制宣誓证词的方式“出庭”。

1月底至 2月初： 民主党人将在审理期间推
动证人出庭作证。 如果麦康奈尔的决议获得通
过，参议员们预期将在审理启动后某一时间再次
表决是否允许证人出庭。共和党人可能也会寻求
传召己方的证人。不过，白宫明确说，传召证人没
有必要。

参议院由 100名参议员组成， 包括 53名共
和党人、45 名民主党人和 2 名无党派成员。2 名
独立参议员表决中通常支持民主党一方。民主党
人要想成功传召证人，需要争取 4名共和党参议
员支持。

参议院审理程序可能持续至 2月。 届时，艾
奥瓦州和新罕布什尔州将启动今年总统选举的
首轮党内提名竞选， 因而让寻求民主党提名的 4

名参议员无法两头兼顾。

美国逼欧盟选边：不罚伊朗就加关税
有评论称，这是特朗普用黑帮式战术“摆布”他国外交政策

新华社特稿 欧洲联盟官员 15 日向美国
《华盛顿邮报》披露，美国政府私下以加征汽车
关税相要挟，迫使英国、法国和德国宣布启动
伊朗核问题全面协议争端解决机制。

一些欧盟官员认为， 美方举措实属 “勒
索”。也有人辩称，三国早有意诉诸争端解决机
制，美方没必要作威胁。

美方举动让三国“震惊”

多名要求不公开身份的欧盟官员告诉《华
盛顿邮报》，英法德 14日正式启动伊核协议框
架下的争端解决机制前一周，美方官员未经外
交渠道，直接向英法德三国政府发出威胁。

美方提出，如果三国不发声明谴责伊朗、启
动争端解决机制， 美国将对进口自欧盟的汽车
加征 25%关税。一些欧盟官员称，美方这一举
动让三国“震惊”。欧洲盟友私下抱怨，三国数周

以来一直有意启动争端解决机制，原本打算 14

日发布声明，美方威胁只会让问题复杂化，差点
使三国因不想被视作美国“傀儡”而打退堂鼓。

按照三国说法，启动机制的“首要目标是
保留伊核协议，由衷希望找到前行途径”。三国
同时试图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对伊朗采取的“极
限施压”政策保持距离，说反对美国 2018年 5

月单方面退出伊核协议。

一些伊核协议支持者认为，即便有意挽救
伊核协议，欧洲人的决定也是个错误。国际危
机研究组织的伊朗核问题专家阿里·瓦埃兹
说，这将削弱欧洲在美伊居中调停的能力。

“强硬战术”显现“新高度”

对于美国再提汽车关税威胁，欧盟方面也
有微词。一名欧盟官员说，美方举措等同于“勒
索”，美国对传统盟友施加“强硬战术”显现“新

高度”，凸显跨大西洋关系动荡不安。

欧洲外交关系协会研究室主任杰里米·夏皮
罗说：“关税威胁是黑帮式战术，这不是盟友关系
的典型维系方式。”

实际上，美国多次挥舞汽车关税大棒，把它
当做美欧贸易谈判的筹码。按照《华盛顿邮报》说
法，特朗普此番动用汽车关税以“摆布”欧洲国家
的外交政策，尚属首次。

英国《泰晤士报》报道，特朗普上任以来对欧
洲盟友多番施压，先是威胁退出北大西洋公约组
织，向盟友索要这一军事同盟的“份子钱”；随后
又以损害美国国家安全为名，威胁对欧盟汽车加
征进口关税。不过，美方对征税的决定一延再延。

另外，美国曾用关税干预邻国墨西哥的外交
政策。 特朗普去年夏天威胁对墨西哥加征 5%关
税，逼迫墨政府采取措施遏制非法移民潮。数日
后，墨西哥派部队与美国联合巡逻两国边境。

普京提议以全民公投方式修宪，政府全体辞职，新总理获提名

俄政坛三大动向传递哪些政治信息
■本报记者 张全 李雪

1月 15日，俄罗斯总统普京进行了一番
令人眼花缭乱的操作。他首次在年初向联邦
会议发表国情咨文，提到社会经济等方面的
“艰巨任务”，并提议对修改宪法举行全民公
决；随后，他又接受总理梅德韦杰夫领导的
政府全体辞职；接着，他迅速提名新总理。

一连串重要政治动向， 传递出什么信
号？分析人士认为，梅德韦杰夫“转岗”，公开
解释是与宪法修改有关，但结合国情咨文中
的治国理念，更直接的原因可能在于普京迫
切需要以新鲜力量推动俄经济发展。而国情
咨文中的修宪提议， 则暗示普京开始为
“2024后”投棋布子，通过增加政治系统内部
相互支撑、辅佐、监督、牵制，确保继续在俄
罗斯政治生活中发挥影响力。

破例提前发表国情咨文

15日，普京向俄联邦会议发表年度国情
咨文。相比前两年直至 2月、3月才发布国情
咨文，今年普京干脆把发布时间挪到 1月中
旬。

普京指出， 首次在年初发表国情咨文，

是因为“我们必须刻不容缓地解决国家当前
在社会、经济和技术领域面临的艰巨任务”。

在 70分钟的讲话中， 普京把艰巨任务分成
几部分，最突出的两点集中在内政领域———

一是提议以全民公投方式对俄罗斯宪
法进行“根本性改变”，包括限制将来总统职
权、扩大议会上下两院权限、强化俄联邦国
务委员会地位，等等。

二是用了很大篇幅谈到要有力提振俄
罗斯经济，增强俄罗斯的科技基础研发能力
和创新能力。普京指出，到 2021 年，俄国内
生产总值增速应超过世界平均水平。

普京公布国情咨文数小时后，梅德韦杰
夫宣布俄罗斯政府辞职。他解释辞职理由时
表示，普京已经作出一系列改变指示，那些
变化方案一旦付诸实施，将“改变我们权力
的平衡”，涉及行政、立法和司法体系。政府
应该向总统提供为实现变化而做出必要决
定的机会。

普京同意辞职请求，感谢梅德韦杰夫所
做的工作，任命其出任即将设立的俄联邦安
全会议副主席，并请俄政府充分履行职责直
至新政府成立。

随后，普京向议会下院（杜马）提名俄罗
斯联邦税务总局局长米哈伊尔·米舒斯京担
任新一任政府总理。

欲以新鲜力量提振经济

西方媒体纷纷用“政坛震动”形容突如
其来的变化。

美联社报道， 这是俄罗斯大约 20年来
第三次以出乎外界预期的方式实现领导层

变化。1999年， 时任总统叶利钦突然宣布辞
职， 由当时名不见经传的普京出任代总统；

2007年，即将结束第二个总统任期的普京力
挺相对低调的梅德韦杰夫出任下届总统。

解读这一次的变化，首要问题是梅德韦
杰夫为何辞职？

对此， 中方专家和俄方专家都认为，结
合普京国情咨文中的治国理念，“小梅哥转
岗”更直接的原因可能在于普京迫切需要减
轻政治经济压力，以新鲜力量推动俄经济走
出困境。

华东师范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主任、教
授冯绍雷认为，乌克兰危机以来，俄罗斯经
济低迷，其中不仅有制裁因素，也有俄罗斯
经济自身的深层问题。在此背景下，俄民意
受到较大挫折，近一年尤其明显。

“这一现状与普京倡导的在有限时间内
将俄经济提升到一定高度、重回世界最强国
家行列相矛盾。 普京意识到必须有所作为，

因此起用新人，更改思路，提振人心，全面部
署，为俄经济走出困境提供有力推动。这是
最直接的原因。”冯绍雷说。

“另一方面，梅德韦杰夫说辞职与修宪
有关，这种说法肯定也是有道理的。”冯绍雷
说，“我不觉得像西方媒体说的，这是在暗箱
操作， 而是普京在为之后的布局做深入考
虑。”

在冯绍雷看来，从国情咨文解读，普京
想在未来几年推动并形成一个工作框架，服
务于宪政体制的逐步转变， 尤其加强议会、

政党对行政系统的监督和辅佐。这就需要各

方面的配合，需要一批非常重要的人士作为他
的杠杆。对梅德韦杰夫的新任命恰恰是普京构
建未来工作框架的一个方面。

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副院长、教授冯
玉军指出， 人事变动与国情咨文中提议修宪、

实现权力重新布局有一定的联系，但不是首要
原因。“普京面对复杂经济形势，需要减轻政治
压力。政府解散能够减轻压力。”

俄罗斯舆论认为，俄政府辞职是为了让更
多懂经济的人进入内阁，是对民众要求政府改
善民生的回应，也是为了配合普京提出的修改
宪法建议。

“小梅”转岗并非“靠边”

另一个问题是，梅德韦杰夫接下来的仕途
会如何？

莫斯科卡内基中心主任德米特里·特列宁
表示，梅德韦杰夫没有“靠边站”，普京在过渡
阶段仍然需要他。但也有不同意见认为，“小梅
哥”处在普京阴影下，缺乏引导国家发展的实
力，可能淡出权力核心。

冯绍雷认为，“普梅”关系众说纷纭，但目
前看来仍处于正常状态。此次“转岗”属于工作
调动， 而且安全会议是俄罗斯非常重要的机
构，从叶利钦时代至今，始终在加强国家治理
方面发挥重要作用，不但涉及国家安全事务的
议程，还包括重要干部的任命，是对总统的重
要辅佐。

“而且，尽管梅德韦杰夫与普京在施政方
式上各有侧重，但仍旧是普京难得的伙伴和帮

手，忠诚度更是毋庸置疑。”冯绍雷说，“与叶利
钦相比，普京用人原则不太一样，他尽可能维
持对原有干部的信任和使用。人员留用程度高
得多， 更何况梅德韦杰夫是普京多年的同学、

同事、伙伴、忠诚追随者，而且俄罗斯的政治框
架需要丰富完善，填补空白，需要有人辅佐普
京实现政治理想。”

普京着眼长远政治布局

除了关注梅德韦杰夫的辞职，外界把更多
注意力聚焦普京为俄罗斯政治权力过渡做出
的安排上。这位经历 4 个总统任期、民意支持
率超过 60%的领导人将于 2024年卸任总统。

《纽约时报》等不少媒体把国情咨文中的
信息“转化为”以下猜测：第一，普京是不是要
延长任期？第二，普京通过提议赋予议会和国
务委员会更多权力，弱化部分总统职权，是否
想领导上院/下院/国务委员会， 甚至重新担任
总理？

冯玉军认为，从国情咨文中看，普京着眼
于长远的政治改组，以应对“2024后”问题。他
提议修宪，是为了削减总统权力，使权力更分
散，通过保持平衡、相互掣肘，实现某种程度的
集体领导， 防止出现一个大权在握的新总统。

这样一来，既能保证普京任期届满后“平安着
陆”， 又有利于他对俄未来政治生活持续发挥
影响力。

冯绍雷认为，“2024后”议题是个相当复杂
的问题，普京有很多选项，所以不排除各种猜
测成为现实。但普京最基本的思路是，在稳定
的前提下推进政治更替过程， 既保持总统制，

又适当增加议会权力比重，更有效地与总统制
配合监督。 这对西方发达国家尚且是难题，对
国情复杂的俄罗斯更不容易。“解决 ‘2024后’

问题一定要提前运筹和部署。虽然俄罗斯跨越
2024的前程不会平坦，但是，当下的调整和部
署，还是使人们对未来寄予期待。”

还有一种观点认为，如果修宪后，俄罗斯
变成“总统—总理—议会”三驾马车格局，分权
职位中将诞生更多潜在接班人人选，便于普京
遴选。冯绍雷认为，这种说法有一定道理，值得
注意的是， 无论是州长选举还是其他场合，普
京已经把注意力投射到政府系统之外， 对议
会、政党都予以高度关注。“普京对未来人选的
偏好是：低调务实、有魄力、政治敏锐、具备强
大个性。 这一人选的可靠程度和业绩， 需要 2

至 3年时间检验和认可。这也是普京谨慎地提
前三四年就开始政治布局的原因，以便留出调
整余地。”

冯绍雷说， 俄罗斯未来的发展还是会在
两个取向———西方模式构建还是本土模式构
建之间不断争辩， 所以推进宪政改革会面临
较长的过渡阶段。 况且眼下俄罗斯内部和外
部环境都非常艰险，所以政治转型、国家建构
过程一定比其他国家复杂得多。 这也是为什
么普京这么早就着手， 设置未来政治更替的
议程安排。

1月 15日，梅德韦杰夫（右三）在莫斯科听俄总统普京发表国情咨文。 新华社发

值得期待的“圈外人”

■本报记者 张全
李雪

外界对俄罗斯
新总理提名人米舒
斯京投来好奇的目
光。他能否帮助俄罗
斯走出目前的经济
困境，实现普京国情
咨文中的目标？

工科技术官僚
外媒称， 即使是在相对低调的俄罗斯政坛，

米哈伊尔·米舒斯京也显得有些名不见经传，甚
至没登上外界对新总理潜在人选的猜测名单。

现年 53岁的米舒斯京具有工科背景， 职业
生涯早期就在政府部门从事与税收有关的工作。

1998 年， 他获任联邦税务局副局长；1999 年 3

月，他开始主管税务和征税，在这一领域施展拳
脚。此后，他先后执掌联邦不动产地籍管理局、经
济特区管理署和俄罗斯联合金融集团。2010年以
来，他一直担任联邦税务局局长一职。

米舒斯京在税收领域政绩出色。路透社报道
称，他改善税收程序，使俄罗斯过去十年的税收收
入增加一倍多，因而广受赞誉。市场参与者认为，

由于他的工科背景， 成功将俄罗斯税收工作带入
数字时代，使个人和企业缴纳税款更加方便。

此外，和普京一样，米舒斯京也喜欢冰球，是
俄罗斯 CSKA冰球俱乐部监管委员会成员。

分析指出，提名一位经济财税领域出身的技
术官僚出任总理，一定程度上是回应民众提振经
济的呼声。政府必须专注重要的国内议程，米舒
斯京被提名为俄新一届政府总理，是为了在内阁
中安置有能力的领导层。

面临诸多挑战
也有观察人士认为，米舒斯京可能不会发挥

独立作用。 卡内基莫斯科中心客座学者塔季扬
娜·斯坦诺瓦娅认为， 米舒斯京技术官僚色彩浓
厚，“他没有任何政治经验，也不属于普京的核心
圈子”。《卫报》认为，米舒斯京不太可能成为普京
的接任者。

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副院长、教授冯玉
军认为，米舒斯京最近反复提到政务公开和电子
政务， 对民众来说是一张值得期待的新面孔。但
想改善俄罗斯发展状况，可能十分艰难。俄罗斯
今天的经济困局既有周期性因素，也有结构性和
制度性因素。如果问题不根除，恐难走出低速增
长。而有些问题同样也是俄罗斯为“2024后”布局
过程中，将会面临的最大问题，如何打破既得利
益集团格局，推动国家社会民生发展，将是一大
挑战。

伊核协议：美伊关系真正的危险点
■本报记者 廖勤

14日，英法德三国宣布启动伊核协议框架
下的争端解决机制，引发舆论强烈反响。

伊朗外长扎里夫 14日回应称， 这是一个
“战略性错误”。伊朗副外长阿拉格希说，触发
争端解决机制是对伊核协议的又一个打击。

中国外交部表示遗憾，认为此举无助于解
决问题，也不利于缓和当前的紧张局势。俄罗
斯持反对态度，认为三国此举将导致围绕伊核
问题的紧张局势升级。

据半岛电视台报道， 启动争端解决机制
后， 在伊核协议联委会框架内至少有 35天协
商时间。若协商未果，再提交到安理会，后者必
须在 30 天内表决是否要继续对伊朗解除制
裁。若要通过这项决议，安理会 15个成员国需
有 9 票赞成， 且五个常任理事国均不投反对
票。如果决议未通过，联合国将对伊朗重启之
前所有决议中的制裁，除非安理会另有决定。

分析人士认为，伊核协议的命运仍取决于
相关方接下来的行动。

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所长刘中民
指出，现在，除美国以外，其他缔约方都有心保
住协议， 伊核协议仍会在形式上存续下去。但
是美伊作为协议两大关键方， 一个已退约，一
个在突破，协议已是命悬一线。而启动争端解
决机制会进一步加剧伊核协议“死亡”的风险。

“伊核协议危机看似是各方围绕核协议的博
弈， 但本质上是美伊围绕中东地缘政治的对
抗，是双方基于意识形态、制度矛盾、历史积怨
的冲突，背后有着错综复杂的矛盾。”

中国前驻伊朗大使华黎明认为，伊核协议
存废的关键在美伊。美伊关系若能缓解，欧洲方
面的忧虑自然也迎刃而解， 否则协议只能名存
实亡。现在，美伊关系真正的危险点已不再是苏
莱曼尼事件，而是伊核协议。如果引爆这个危险
点，后果会很严重，所以联委会未来一个多月的
协商很关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