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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动向

白宫易主
以色列急忙批准定居点建设

美国新任总统唐纳德·特朗普上
任不满两天，以色列批准在东耶路撒
冷三个定居点新建500多套房屋。

为避免遭到美国前总统贝拉克·
奥巴马政府批评，以色列总理本雅明·
内塔尼亚胡去年12月紧急叫停了这一
建设计划。以色列右翼势力指望特朗
普在这一问题上与奥巴马政府“分道
扬镳”，支持定居点建设。

特朗普就任美国总统后，“游戏规
则变了，”耶路撒冷副市长梅厄·图尔
格曼说，“我们不再像奥巴马时期那样
束手束脚，现在我们可以建设了。”

法新社报道，以色列一部分内阁
部长22日还将讨论一项将耶路撒冷附
近的马阿勒阿杜明犹太人定居点并入
以国土的议案，但内塔尼亚胡认为特
朗普团队先前曾暗示不应马上采取单
边行动，因此正寻求推迟提交表决。

法新社认为，将这一定居点并入
以色列国土将向全世界敲响警钟。许
多人警告，此举将使建立一个领土连
续的巴勒斯坦国难以实现。
本组稿件据新华社、新华网、国际台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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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逃归案人员王国强、
李华波依法公开宣判

新华社北京1月23日电 1月23
日，辽宁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开
开庭审理了辽宁省凤城市市委原书
记王国强受贿、巨额财产来源不明
一案。同日，江西上饶市中级人民
法院公开开庭审理了江西省鄱阳县
财政局经济建设股原股长李华波贪
污一案。

2012年4月，王国强作案后潜逃
美国，2014年12月22日主动回国向办
案机关投案，具有自首情节，依法可
以减轻处罚。其认罪、悔罪，且赃款已
全部追缴，可以从轻处罚。综合王国
强的犯罪事实、性质、情节以及对社
会的危害程度，法院依法判处王国强
有期徒刑8年，并处罚金人民币90万
元，没收受贿所得赃款和巨额财产来
源不明的非法所得。

2011年1月，李华波作案后潜逃新
加坡。通过中新两国司法执法合作于
2015年5月9日被遣返回国。李华波到
案后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认罪、悔
罪，具有自首情节，依法可以从轻处
罚。综合李华波的犯罪事实、性质、情
节以及对社会的危害程度，法院依法
判处李华波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
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继续追
缴犯罪所得剩余赃款。

中央追逃办负责人表示，外逃人
员主动回国投案自首的将依法予以从
宽处理，对外逃不归、逃避处罚的将一
追到底并依法从严惩处。

全国政协原副主席苏荣
受贿、滥用职权、巨额财
产来源不明案一审宣判

新华社济南1月23日电 2017年1
月23日，山东省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
对第十二届全国政协原副主席苏荣受
贿、滥用职权、巨额财产来源不明案一
审公开宣判，对被告人苏荣以受贿罪
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
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以滥用职权罪
判处有期徒刑七年；以巨额财产来源
不明罪判处有期徒刑七年，决定执行
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
收个人全部财产。苏荣当庭表示服从
法院判决，不上诉。

经审理查明：2002年至2014年，被
告人苏荣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
在企业经营、职务晋升调整等事项上
谋取利益，本人直接或通过他人收受
相关单位和个人财物共计折合人民币
1.16亿余元；滥用职权，致使公共财
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苏
荣对共计折合人民币8027万余元的财
产不能说明来源。

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被告
人苏荣已构成受贿罪、滥用职权罪、巨
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均应依法惩处并
数罪并罚。鉴于苏荣到案后如实供述
自己的罪行，主动交代办案机关尚未
掌握的部分受贿犯罪事实；认罪悔罪，
赃款赃物已全部追缴，具有法定、酌定
从轻处罚情节，依法可对其从轻处罚。
法庭遂作出上述判决。

走程序走程序？？

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
普和副总统迈克·彭斯22日
在白宫东厅主持正式仪式，
20多名白宫高级官员宣誓
就职。

宣誓就职的白宫官员
包括前共和党全国委员会
主席、白宫办公厅主任赖因
斯·普里伯斯，总统首席战
略专家和高级顾问斯蒂芬·
班农，出任白宫高级顾问的
特朗普女婿贾里德·库什纳
等人。作为白宫职员，他们
的任命无需美国国会参议
院确认通过。

这20多人无需参院确认
很顺利很顺利

此前，美国司法部已发
表正式法律意见书称，特朗
普任命女婿贾里德·库什纳
（Jared Kushner）为 白 宫 高
级顾问并不违反《反裙带关
系法》。

据《纽约时报》报道，美国
司法部法律顾问办公室在刊
登于司法部网站上的一封信
件中解释称，美国总统因享有
特殊的雇佣权，在任命白宫职
位时可免受《反裙带关系法》
牵制。美国国会1967年通过的

《反裙带关系法》禁止联邦政
府官员提名或雇佣亲属。

女婿避开反裙带关系法
有信心有信心

据《华盛顿邮报》报
道，在当天举行的白宫高
级官员宣誓就职仪式上，
特朗普发表讲话，称计划
近期与加拿大和墨西哥领
导人商谈，重新谈判北美
自由贸易协定（NAFTA）。
此外，他还预测自己将执
政8年。

而对于自己的女婿贾
里德·库什纳出任白宫高
级顾问，特朗普此前在发
布任命的时候就曾说，这
一职位将是政府中“一个
关键的角色”。

特朗普预测将执政8年
不确定不确定

此前，特朗普宣布
白宫幕僚团队构成时，
受到美国民众热议。因
为普里伯斯深谙华府
政治圈运作，被视为

“建制派”人士；班农则
与极端右翼势力有着
诸多牵扯，给人以“反
建制派”的印象。

不少人猜测，这意
味着幕僚工作将出现

“两个权力中心”，可能
带来一些不确定性。

出现“两个权力中心”

这是关键的一张牌
这个高富帅，缘何让老丈人特朗普举贤不避亲？

曾是知名纽约房地产开发商和媒体运营人，生
于1981年，2003年毕业于哈佛大学社会学
系，2006年收购《纽约观察家》周报，2007年
获得纽约大学法学博士和MBA学位。今年1
月22日，他正式成为白宫高级顾问。

库什纳

《纽约时报》在去年11月的一篇文
章中介绍，被岳父特朗普称为“优秀资
产”的库什纳，作为顾问最大的缺点是
缺乏政治经验和政策知识，不熟悉华
盛顿的运作。但在候任总统特朗普看
来，这也是库什纳最大的优势：全心全
意投入，没有其他目的。

“其他人都有自己的选民阵营，但贾
里德（·库什纳）只是在那里保护总统的
利益，”特朗普的老朋友、就职委员会主
任小托马斯·巴拉克告诉《纽约时报》。

此外，《纽约时报》曾报道，特朗普
的两名高级官员称，特朗普级别最高
的两名顾问——白宫办公厅主任普里
伯斯和首席策略师斯蒂芬·班农——
经常征求库什纳的意见。“他们认为他
的点头几乎是向特朗普提出建议的先
决条件。”报道称。

“优秀资产”
他的点头非常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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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婿大人
20多名白宫高级官员就职
特朗普女婿走进权力核心

作为房地产开发商和媒体运营
人，库什纳无疑是成功的，但是作为商
业上的成功人士，他能否在白宫有一
番建树？在美国历史上，“女婿治国”有
过成功先例。1913年，竞选期间担任威
尔逊的竞选经理、为他当选总统立下
汗马功劳的威廉·麦卡杜出任财政部
长。一年后，麦卡杜与威尔逊的小女儿
结婚。直到1918年离任财政部长，麦卡
杜始终与威尔逊密切合作，创建了最
早的美联储体系。

如今，库什纳也将进入白宫任职。
库什纳家族在过去十年中收购了大约
70亿美元的资产，而这些资金大多来
自于海外。库什纳聘请了华盛顿知名
律师事务所为他提供建议，以便他将
来在白宫担任总统顾问期间不会违反
美国相关法律规定。而律师认为有关
反裙带关系的法律不适用于白宫的人
事安排，因此在库什纳身上并不适用。

此外，库什纳的代理律师戈雷利
克也表示，为回避利益冲突，库什纳将
辞去商业职务并出让其“可观资产”。

“库什纳跟特朗普一样都是纽约
地区的房地产大户，两人都开始将自
己抽离商业决策，以准备应付可能发
生的道德审查。但其家族的房产规模
庞大，还牵涉在美国投资的外国公民，
因此这也许是说起来容易。”BBC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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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婿治国”
美国历史有过先例

美国总统特朗普美国总统特朗普
的人事任免决定一直的人事任免决定一直
备受关注备受关注，，先是有先是有““史史
上最壕上最壕（（意指意指‘‘土豪土豪’）’）
内阁内阁””闪耀上线闪耀上线，，又是又是
对多位美国驻外大使对多位美国驻外大使
下达了下达了““逐客令逐客令”。”。这这
一次一次，，他更是让自己他更是让自己
的女婿贾里德的女婿贾里德··库什库什
纳成为白宫高级顾纳成为白宫高级顾
问问，，并说这一职位将并说这一职位将
是政府中是政府中““一个关键一个关键
的角色的角色”。”。

““犹太人犹太人、、富二富二
代代、、高颜值高颜值、、哈佛毕哈佛毕
业业”，”，这是媒体对库什这是媒体对库什
纳的看法纳的看法。。如今他更如今他更
进一步进一步，，昂首挺胸地昂首挺胸地
迈入美国权力核心迈入美国权力核心。。

奥巴马那句奥巴马那句““不不
要把白宫当成家族企要把白宫当成家族企
业业””的警告犹在耳畔的警告犹在耳畔，，
能让特朗普能让特朗普““举贤不举贤不
避亲避亲””的这位小伙子的这位小伙子，，
除了倚赖老丈人的信除了倚赖老丈人的信
任任，，究竟有什么本事究竟有什么本事？？

今年36岁的库什纳是个名副其实的“高富
帅”，此前，特朗普在任命声明中将他描述成一个

“广受尊敬的商人和房地产开发商”。他在商业上
的成功之路和特朗普十分相似，从起跑线就“站
在了巨人的肩膀上”。

贾里德·库什纳是一位含着金汤匙出生的典
型美国“富二代”，其家族在新泽西州也堪称豪
门，从小养尊处优。有英国媒体爆料称，他能上哈
佛大学是因为父亲查尔斯的财力和人脉关系。

可惜，这种富家公子的生活好景不长。2005
年，年仅24岁的他因父亲被判入狱而不得不提前

接管家族企业，当检察官的梦想也因此中断。
父亲服刑期间，还在攻读硕士的库什纳几乎

每周都会专程飞去探望父亲。
他对家族的忠诚和担当此刻逐渐显现出来，

也成了日后得到特朗普赏识的重要原因。
库什纳一直在背后使劲儿，助力老丈人竞选。

在《纽约时报》看来，不断变化的特朗普团队中，库
什纳是唯一没有“跳槽”的人物，库什纳被认为是
特朗普最亲密的顾问之一。特朗普也表示，这位女
婿在他竞选时和政权过渡中一直都是“可信任的
顾问”，为制定和执行其胜选策略没少出主意。

2009年，贾里德·库什纳与相恋三年的伊万
卡·特朗普举行了婚礼，成就了美国房产界的一
段金童玉女式的佳话。伊万卡为爱皈依犹太教，
终于得到库什纳家庭的认可。而库什纳也没有辜
负爱妻的诚意，对特朗普家族投桃报李。

一方面，他背弃其家族长期支持的民主党，
成为代表共和党参选总统的特朗普的智囊。在特
朗普竞选美国总统的过程中，伊万卡·特朗普在
台前帮父亲“圈粉”（意指吸引粉丝），而贾里德·
库什纳则在幕后扮演竞选团队的“隐形军师”。

其实，美国政界对于特朗普任命女婿为总统
高级顾问的决策并不惊讶，美国官员纷纷表示早
就猜到了。

特朗普与库什纳在家庭背景上极为相似。翁
婿二人都是不折不扣的“富二代”，而且两人都在
年轻时从父辈们手里继承了庞大的房地产集团。

具有犹太背景的库什纳还有可能成为特朗
普处理国际关系的一张手牌。

中国社科院美国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刁大明
认为，库什纳会在美国与以色列关系和中东政

策方面影响特朗普的决策。这一说法也得到了
以色列《国土报》的印证，该报称，去年3月，特
朗普在参加一个亲以色列的游说会议之前，正
是库什纳帮助他准备的发言稿。在共和党初选
期间，库什纳也曾试图安排特朗普访问自己的

“祖国”。
他的犹太背景平衡了特朗普的团队。特朗普

发表“反犹言论”后引发猛烈抨击，库什纳亲自在
《纽约观察家报》上撰文驳斥针对特朗普的反犹
指控，甚至惹恼了自己的犹太家庭。

标签1：忠诚

标签2：军师 女儿在台前帮父亲圈粉
女婿幕后做起隐形军师

标签3：好牌 其背景可平衡总统团队
或影响美国的中东政策

特朗普团队不断变化
他是唯一没有跳槽的

误射美国？
英政府瞒报导弹试射故障

英国《星期日泰晤士报》22日援引
知情人士的话报道，2016年6月，英国

“复仇”号核潜艇在美国佛罗里达州附
近海域进行“三叉戟”D5导弹试射，不
料遭遇“灾难性的失败”。

一名英国海军消息人士称，当时
导弹试射失败的具体情形仍属机密。
但是知情人士普遍相信，这枚没有搭
载核弹头的导弹偏离轨道，没有按照
计划射向9000公里以外的非洲西海
岸，而是朝着美国本土方向“打过去”。

“过去四年来，我们首次测试本国
的核威慑能力，却以灾难性的失败告
终，这令英国政府以及军方高层极为
恐慌，”这名消息人士称。

“最终，唐宁街（意指英国首相府）
决定隐瞒这起试射失败事件。如果公
之于众，本国核威慑能力的可信度将
遭受何等沉重打击！”

据了解，英国核威慑力量以“三叉
戟”D5导弹为基础，这种导弹由美国
洛克希德-马丁公司生产，最大射程
为1.2万公里，可携带8个核弹头。

英国当局没有公开这次试射的具
体日期。但据消息人士推测，此事很可
能发生于2016年6月23日英国“脱欧”
公投前后，因为就在公投前三天，民航
部门接到一份关于避开大西洋上空某
些“危险空域”的通知。

英国媒体指出，尽管试射失败发
生于英国前首相戴维·卡梅伦任内，但
是2016年7月13日就职的首相特雷莎·
梅也参与隐瞒此事。 据新华社

特朗普（左）向出任白宫高级顾问的女婿贾里德·库什纳表示祝贺 新华社发

特朗普的女儿（左）女
婿（右）在其竞选过程
中出力不小，未来仍
将扮演重要角色

特朗普之女伊万卡也出
现在22日的就职仪式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