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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朗普提名美联储理事国会遇阻
美国共和党籍总统唐纳德 特朗
普提名的联邦储备委员会理事人选
17日在国会参议院一次关键程序性
表决中受阻，未能进入最终批准阶段。
获得提名的朱迪 谢尔顿对美联
储现行政策持批评态度。这一提名遭
遇不少美联储相关人员、诺贝尔奖得
主等经济学家反对。

美国仇恨犯罪
创十年新高

票数不够
参议院 17日就提名举行“终止辩
论”表决。共和、民主两党分别在参议
院掌握 53个和 47个议席，提名原本
有望进入批准阶段。
只是，现年 87岁的参议院临时议
长、资深共和党人查克 格拉斯利因感
染新冠病毒而居家办公，27年来首度
缺席投票。另一名共和党人里克 斯
阶段的赞成票。
科特仍在隔离中，也没有参与投票。
争议选择
苏珊 柯林斯、米特 罗姆尼“反水”，投
下 反 对 票 …… 结 果 ，反 对 票 达 到 50
谢尔顿现年 66岁，保守派经济评
票，围绕谢尔顿提名的辩论无法停止。 论员，曾任特朗普 2016年竞选团队经
路透社等多家媒体分析，共和党
济顾问，先前在欧洲复兴开发银行任
方面可以寻求再次表决，
成功与否取决
美国事务总监。她支持美国恢复
于时机选择。另一名公开反对谢尔顿
1971年遭废除的金本位制，即重新以
的共和党人拉马尔 亚历山大本周不在
黄金来衡量美元的价值，以保持汇率
华盛顿，
有望下周回归。亚利桑那州联
稳定。这一观点被多数经济学者视为
邦参议员候选人、民主党人马克 凯利 “不现实”
“ 过时”，且可能压缩美联储
则在等待本月 30日确认补缺选举结
调整利率政策空间。
果，
如果胜选，
有望 12月初入职国会。
谢尔顿同时公开质疑美联储的政
按照美联社说法，加上亚历山大
治独立性。在支持者看来，让“想法打
和凯利的反对票，除非麦康奈尔推动
破常规”
的谢尔顿入职美联储有望颠覆
本周内再次表决，否则即便格拉斯利
美联储现行“集体思考”决策机制。反
和斯科特结束 14天隔离期回归，共和
对者认为，
谢尔顿缺乏对金融系统的了
党似乎也无法凑足进入最终提名批准
解，
让她出任美联储理事
“欠考虑”
。

秘鲁新总统
任命内阁成员
新华社利马 1
1月 1
8日电（记
者 张国英）秘鲁新总统萨加斯蒂
18日任命内阁成员，并于当天在
总统府主持了他们的就职仪式。
新内阁成员包括部长会议主
席（总理）比奥莱塔 贝穆德斯、外
交部长伊丽莎白 阿斯泰特、经济
和财政部长瓦尔多 门多萨、国防
部长努里娅 埃斯帕尔奇以及外
贸和旅游部长克劳迪娅 科尔内
霍等。
贝穆德斯毕业于秘鲁国立圣
马尔科斯大学法律与政治科学
系，并在秘鲁天主教大学获得宪
法学硕士学位，她是一位律师和
公共政策方面专家。
在 18名部长中，仅有能源和
矿业部长待定。
11月 9日，秘鲁国会以涉嫌
腐败为由，投票通过对时任总统
比斯卡拉的弹劾案，并解除其总
统职务，由时任国会主席梅里诺
接任。随后，秘鲁全国各地爆发
大规模抗议示威活动，导致刚刚
上台不到一周的梅里诺 15日宣
布辞职。秘鲁宪法规定，当总统
不能履行职责时，应由副总统接
任。由于秘鲁副总统职位自去年
10月起一直空缺，总统职务由国
会主席接任。国会议员萨加斯蒂
16日当选国会主席，按宪法程序
17日宣誓就任总统。

一些参议院民主党人还指出，谢
尔顿在民主、
共和两党轮流执政期间所
持观点反复。前总统贝拉克 奥巴马任
内，
她反对超低利率；
特朗普上台后，
她
转而支持近零利率，呼吁美联储减息。
参议院民主党领袖查克 舒默说，谢尔
顿已自我表现为“经济风向标，指向她
认为党派之风吹向的任何方向”
。
70名美联储前官员和职员以及
包括 7名诺贝尔奖得主的 100多名美
国经济学家今年早些时候先后发表公
开信，反对谢尔顿出任美联储理事。
不过，参议院民主党领袖查克 舒默
17日晚些时候称，相信谢尔顿提名最
终能获批准。
美联储依法设立 7名理事，目前
在任理事 5人，其中仅 1人未由特朗普
提名。
据新华社报道

美国对伊朗高官和实体实施新一轮制裁
新华社华盛顿 1
1月 1
8日电（记者
刘品然）美国政府 18日宣布对多名伊
朗官员和多个实体实施制裁，并威胁
在未来数周继续对伊施压。
美国财政部当天在一份声明中宣
布制裁伊朗情报和安全部长马哈茂
德 阿拉维和两名伊斯兰革命卫队高
级军官。一同被制裁的还有一家慈善
机构及其领导层与 50家涉及能源、矿
产和金融多个行业的附属实体。
美国财政部长姆努钦在声明中
称，伊朗最高领袖通过该慈善机构来
奖赏其盟友，美国将继续制裁伊朗重
要官员及其收入来源。根据声明，受
制裁方在美国境内或受美方控制的资
产将被查封，美国公民不得与其进行
交易，外国金融机构或个人与受制裁

方进行交易或向其提供支持也将面临
制裁风险。
国务卿蓬佩奥当天在一份国务院
声明中还威胁称，美方将在未来数周
内对伊朗实施新的制裁。
伊朗外长扎里夫上月曾在社交媒
体上表示，美国应“放弃制裁的嗜好”，
美国对伊朗实施经济战只会降低其影
响力。
2015年7月，
伊朗与美国、
英国、
法
国、俄罗斯、中国和德国达成伊朗核问
题全面协议。根据协议，
伊朗承诺限制
其核计划，国际社会解除对伊制裁。
2018年 5月，美国单方面退出伊核协
议，
随后重启并新增一系列对伊制裁措
施。作为回应，
伊朗自2019年5月起分
阶段中止履行伊核协议部分条款。

俄议会上院同意向纳卡地区派遣维和力量
新华社莫斯科 1
1月 1
8日电（记者
吴刚）俄罗斯联邦委员会（议会上院）
18日同意向纳戈尔诺-卡拉巴赫（纳
卡）地区派遣俄罗斯维和力量。
俄联邦委员会网站当天发表公报
说，联邦委员会当天召开会议，与会者
一致同意 11月 10日开始的向纳卡地
区派遣俄罗斯维和力量，以保证停火
协议得到遵守、避免平民伤亡和民用
设施受损。
俄联邦委员会主席马特维延科表
示，在纳卡地区部署俄罗斯维和力量
不仅为该地区带来和平，也为难民重
返家园提供保障。俄维和力量在制止
纳卡地区军事冲突和避免流血方面起

到了关键作用。
本月 9日，俄罗斯、阿塞拜疆和亚
美尼亚三国领导人签署声明，宣布纳
卡地区从莫斯科时间 10日零时（北京
时间 5时）起完全停火。根据声明，阿
塞拜疆与亚美尼亚将交换战俘、其他
关押人员和遇难者遗体。
纳卡地区位于阿塞拜疆西南部，
居民多为亚美尼亚族人。苏联解体
后，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因纳卡地区
归属问题爆发战争。1994年，双方就
全面停火达成协议，但两国一直因纳
卡问题处于敌对状态，武装冲突时有
发生。今年 9月 27日，阿塞拜疆和亚
美尼亚爆发新一轮冲突。

新华社消息 美国联邦调查局
（FBI
）11月 16日 公 布 报 告 ，全 美
2019年仇恨犯罪案件数量为 2008
年以来最高水平，因仇恨触发的凶
杀案数量为上世纪 90年代初有记
录以来最多。美国民权团体认为，
FBI年度仇恨犯罪报告根据全国执
法机构自愿提供的数据编纂，因而
报告呈现的数据可能比实际低。

【
“独狼”
式袭击】
非洲裔美国人仍是头号攻击目标

FBI报告显示，2019年记录在
案的仇恨犯罪事件共 7314起，接近
2008年 7783起的最高纪录；仇恨凶
杀案共计 51起，是 2018年的两倍
多。
按照 FBI的定义，仇恨犯罪指
犯罪动机“完全或部分”源自个人对
种族、宗教、残障、性别、性取向等方
面的偏见。报告称，去年仇恨犯罪
的罪犯 53%是白人，24%是非洲裔
美国人。
报告称，基于宗教偏见的仇恨
犯罪去年同比增加将近 7%，针对犹
太人或犹太教机构的仇恨犯罪去年
有 953起；针对非洲裔美国人的仇
恨犯罪为 1930起，比前一年 1943
起略微减少，仍是最大一类仇恨犯
罪。
加州州立大学圣贝纳迪诺分校
仇恨与极端主义研究中心分析报告
数据后称，非洲裔美国人依然是犯
罪分子的头号攻击目标，
“白人至上
主义者发起的大规模国内‘独狼’式
恐怖袭击变得越来越致命”
。

【司法部
“抓狂”
】
自愿上报或致数据
“低估”

民权团体“反诽谤联盟”呼吁国
会和全美执法机构改善仇恨犯罪数
据的收集和上报工作。批评者认
为，仇恨犯罪数据可能不全，部分原
因在于数据采集以各地警方“自愿
上报”为基础。
按照 FBI的说法，全美去年约
1.
5万家执法机构参与仇恨犯罪数
据 收 集 项 目 ，仅 有 2172家 上 报 数
据，上报机构数量虽比前一年有所
增加，参与这个项目的机构却比前
一年减少。大量执法机构似乎没准
备上报任何有关仇恨犯罪的数据，
一直令司法部
“抓狂”。
反诽谤联盟主席乔纳森 格林
布拉特在一份声明中说：
“（执法机
构）不能充分参与 FBI仇恨犯罪数
据收集项目，仇恨犯罪所产生影响
的严重性无法得到全面评估。”他认
为，那些生活在“边缘社区”、最容易
遭受仇恨犯罪的群体往往因举报困
难而放弃追究，美国必须为他们“扫
清障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