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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外传真

意大利政府 2019 年财政预
算案所含高赤字目标与欧洲联盟
现行规则“背道而驰”。按照路
透社的说法，意大利因而面临与
欧盟“史无前例的冲突”。

欧元区各国财政部长11月5
日集体喊话，要求意大利方面修改
预算案。只是意方认定高赤字实
属必要，似乎与欧盟“杠上了”！

意 大 利 10 月 向 欧 盟 递 交
2019年财政预算案，显示结构性
赤字将继续增加，涨幅相当于国
内生产总值（GDP）的0.8%。根据
欧盟规则，意大利理应寻求减少
赤字，跌幅应达到GDP的0.6%。

欧盟委员会有权监管欧盟各
国的财政预算案，如果发现违规
情形，可予以处罚。欧盟委员会
因而拒绝接受这份预算案，要求
意大利不迟于11月13日重新递
交预算案。

欧元区财长 5 日开会商议，
随后在声明中“喊话”：“我们同
意欧盟委员会的评估……稳健
的公共财政非常重要”，希望意
大利重新制订“符合欧盟预算规
则”的预算案。

意大利暂时没有作出回应。
意大利政府先前多次声称，不考
虑修改预算案，因为高赤字是刺

激经济的必要手段。
欧盟委员会定于 21 日对意

大利等欧盟多国递交的预算案发
布意见。如果意大利拒绝修改预
算案，欧盟委员会可能施加纪律
处分，让意大利承受罚款、无法
获取欧盟各项资金等后果。

欧盟委员会分管经济和金融
事务的委员皮埃尔·莫斯科维奇
说：“一个成员不遵守规则对其
他人同样造成影响。”

媒体记者询问欧盟是否能够
与意大利谈判并达成协议，莫斯科
维奇回答：“我们不是在谈判……
规定就是规定。” 据新华社

美方：G20再说

特朗普5日从美国马里兰州
安德鲁斯空军基地出发，为一天
后的国会中期选举做最后的拉票
努力。

他在停机坪告诉记者：“我
不确定我们会在巴黎会晤。可能
不会见。”

特朗普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
约翰·博尔顿10月22日至23日
访问俄罗斯，与俄方就美俄首脑
巴黎会晤达成初步共识。俄总统
外交政策顾问尤里·乌沙科夫
10月23日说，法国定于11月11
日纪念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100
周年，普京和特朗普打算参加，
在活动期间会晤。特朗普同一天
在白宫告诉记者，他“可能”与
普京会晤，双方正在讨论。

路透社报道，博尔顿访俄期

间说，特朗普与普京将在巴黎简
短会晤，更像是一次“碰头”，
两人将商讨普京是否会接受特朗
普邀请访美。

尽管巴黎会晤可能有变，特
朗 普 说 他 将 在 二 十 国 集 团
（G20） 领导人峰会期间与普京
会晤，“之后我们可能还会见
面，可能会大量会晤”，“与俄罗
斯、中国和所有国家和睦相处将
是好事”。

G20 峰会定于 11 月 30 日至
12月1日在阿根廷举行。

俄方：走着聊

就特朗普的说法，俄方5日
晚些时候作澄清，说普京和特朗
普“肯定”会在巴黎见面，但可
能只在“移动中”交谈。

俄总统新闻秘书德米特里·

佩斯科夫告诉俄罗斯媒体记者，
受一战结束百年纪念活动日程安
排影响，普京和特朗普无法举行

“实质性”会谈，但“将能碰面，决
定是否举行完全正式的会晤”。

俄总统外交政策顾问乌沙科
夫11月2日说，普京和特朗普将
在巴黎简短会晤，两人“长时
间、深入”讨论将会在G20峰会
期间。

普京和特朗普先前几次在多
边场合会面，今年7月16日在芬
兰首都赫尔辛基首次正式会晤。
按照美联社的说法，赫尔辛基会
晤是“公关噩梦”，因为特朗普
在会晤后的联合记者会上拒绝就
所谓俄方干预美国 2016 年总统
选举与普京对质；就美方情报部
门与俄方给出的不同说法，特朗
普似乎选择站在普京一边。

据新华社

特朗普“双十一”会晤普京

走着聊还是走着瞧

德国情报部门主管汉
斯－格奥尔格·马森数月前
受到立场亲极右翼的指认，
执政联盟内部围绕如何处置
他争吵不休，好不容易商定
让他尽快离任，打算给他安
排一个维持原有薪酬水平的
公务员职位。然而，马森与
欧洲多国情报主管开会时再
度“大嘴”，批评德国执政
联盟“天真、左翼”。他11
月 5 日被解除情报主管职
务，不再另有任用，只得提
前退休。

德国内政部长霍斯特·
泽霍费尔5日宣布，解除马
森所任国内情报局局长职
务。泽霍费尔告诉媒体记
者，马森的最新言论致使他
无法再维持与政府高层的

“互信关系”，“我已经请示
总统，让国内情报局局长提
前退休”。

马森现年 55 岁，2012
年以来出任国内情报局局

长。他最近与欧洲多国情报
部门主管举行会议，谈及自
己 遭 国 内 政 治 势 力 “ 迫
害”，批评德国外交和安全
政策“天真、左翼”。

他在发言中还暗示自己
不甘于只当政治中立的公务
员，“我能想象自己做其他
事，例如进军政坛或商界”。

发言虽是在闭门会议场
合，但讲稿上传至德国情报
部门内部网站。《图片报》、

《南德意志报》 等多家媒体
很快获悉讲稿内容。

德国执政联盟大为光
火，着手处置马森；极右翼
的德国选择党则向马森抛出
橄榄枝，“如果他想加入我
们，非常欢迎”。

马森先前由于对外国移
民遇袭事件态度不当，受到
他带有极右翼色彩的指认。
执政联盟内部围绕如何处置
马森几经争吵，可谓一波三
折。 据新华社

惹祸上身！
德情报主管被迫提前退休

德国西部城市明斯特尔
地区法庭11月6日开始审理
一名现年 94 岁的前纳粹集
中营警卫所涉“充当谋杀帮
凶”案件。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70
多年，德国加紧追究仍在世
的前纳粹分子法律责任，哪
怕他们已是风烛残年，无法
服刑。检方说，德国对受害
者和家属负有“道义”责任。

据检方诉状，被告家住
德国西部博尔肯地区，1942
年6月至1944年9月在当时
遭纳粹德国吞并的但泽自由
市、现波兰城市格但斯克附
近德国“施图特霍夫集中
营”充任纳粹党卫军警卫，
为纳粹处决多达上百名集中
营所囚人员充当帮凶。

被告当时年龄为 18 岁
至 20 岁，不足刑事犯罪法
定成年标准 21 岁，这起诉
讼因而由少年法庭受理。

检方没有公开被告姓
名。德国《世界报》报道称
呼他“约翰·R”，过去是
园林景观建筑师，曾就职于
北莱茵－威斯特伐利亚州政

府机关。
鉴于被告年龄，法庭每

天庭审最多两个小时。检方
说 ， 被 告 “ 精 神 状 况 正
常”，适合出庭。一旦定
罪，被告最多可能获判 15
年监禁，但他的身体状况可
能不适合服刑。

检察官安德烈亚斯·戈
伦德尔说，既然德国对谋杀
罪没有追诉时效限制，检察
机关有义务追究作恶者的法
律责任，同时需要考虑“道
义因素”。

被告 2017 年被捕，坚
称对集中营内屠杀恶行不知
情。检方驳斥这种说法，认
定警卫是集中营运行体系关
键部分，“对屠杀手段心知
肚明”。

历史学家彼得·舍特勒
尔说，坚持让垂垂老矣的前
纳粹分子接受司法审理背后
有一个“重要的人道主义和
法律理由”：“假如我们放过
这一案件，等于为放过其他
案件提供一个新借口。法治
不应允许例外存在。”

据新华社

绝不放过！
94岁前纳粹警卫受审

围绕预算案 意大利与欧盟“杠上了”

法国媒体11月6日报道，执
法人员当天逮捕6人，缘由是涉
嫌密谋袭击总统埃马纽埃尔·马
克龙。

法新社等媒体的报道称，这
6 名嫌犯为 5 名男性 1 名女性，
年龄介于22岁至62岁。

多家媒体以一名不愿公开姓
名的官员为消息源报道，嫌疑人
谋划对马克龙发起“暴力行动”，
只是尚未形成“周密”计划。

反恐人员分别在东南部伊塞
尔省、东北部莫塞勒省和西北部

伊勒-维莱讷省抓捕上述嫌疑
人。执法部门没有披露他们之间
的关联以及他们如何相互联系。

法国商业调频电视台在报道
中说落网嫌疑人属于极右翼，但
这一说法没有得到执法部门证
实。

马克龙4日在一档访谈节目
中说，应警惕欧洲极右翼运动兴
起构成的威胁。执法人员抓捕嫌
疑人当天，马克龙在东部城市凡
尔登参加活动，纪念第一次世界
大战结束100周年。

巴黎检方称这起意图针对马
克龙的事件仍在进一步调查之
中，调查重点将是事件的威胁程
度真正有多大，以及事件的真实
性质。法国内政部长卡斯塔内5
日警告称，法国仍需对极端组织
网络带来的威胁“保持警惕”。

马克龙并非第一次成为袭击
图谋的对象。2017年7月，法国
检方起诉一名 23 岁极右翼人
员，指控他谋划在法国国庆日阅
兵式上刺杀马克龙。

据新华社

6人密谋袭击马克龙被逮捕

特朗普与普京特朗普与普京（（右右））

“可能”不见还是“肯
定”见？美国与俄罗斯就两
国总统原定11月 11日在巴
黎的会晤给出不同说法。

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
普 5 日说，他访问巴黎时
“可能不会”与俄罗斯总统弗
拉基米尔·普京会晤。

俄总统发言人当天晚些
时候说，普京和特朗普“肯
定”会在巴黎见面，有望边
走边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