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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新华社消息 （记者孙丁
徐剑梅 王宏彬） 美国总统特朗普
8日说，白宫办公厅主任约翰·凯
利将于今年年底去职。

凯利现年 68 岁，去年 7 月被特
朗普任命为白宫办公厅主任。在此
之前，他担任美国国土安全部部长。

白宫办公厅主任同时也是美国
总统高级助理，负责安排总统日程、
管理白宫团队和事务等，由总统直
接任命，无须国会参议院批准。

特朗普政府近期人事变动频
繁。7 日，特朗普宣布将提名威廉·
巴尔和希瑟·诺尔特分别出任美国
司法部部长和美国常驻联合国代
表。

凯利成为又一名告别白宫的特
朗普“圈内人”。总统任内人事调
整是常事，但特朗普就任以来诸多
关键职位换人，相对更为频繁，引
人关注。以下是今年以来主动辞职
或被解职的美国高层官员：

白宫办公厅主任约翰·凯利，
12月8日确认年底去职。

凯利现年 68 岁，海军陆战队
退役四星上将。去年 7月，凯利调
任白宫办公室主任，接替赖因斯·
普里伯斯。

美国媒体爆料，普里伯斯受到
孤立，被“架空”。通常情况下，
白宫办公厅主任扮演“中间人”角

色，听取白宫绝大多数工作人员的
报告，而后上报总统。特朗普就任
后，大小幕僚直接向特朗普本人报
告，不再经由办公厅主任。媒体记
者甚至不清楚谁在向普里伯斯汇报
情况。

媒体报道，普里伯斯去职后，
特朗普之所以选定凯利，是因为看
重凯利的军人出身，希望他能改变
白宫管理混乱的局面。

凯利改善了白宫西翼行政办公
楼内的“风气”，却得罪了总统幕
僚以及总统本人。特朗普今年 11
月接受采访时说，凯利“到某一个
时刻会想离开 （白宫） ”。

司法部前部长杰夫·塞申斯，
11月7日辞职。

塞申斯是最早支持特朗普竞选
总统的共和党籍联邦参议员，一度
充当特朗普的顾问。特朗普当选后

“提拔”的第一人就是塞申斯。只
是，塞申斯去年 3月为避嫌，主动
宣布不介入“通俄”调查，而特别
检察官罗伯特·米勒主持的这项调
查让特朗普处境被动。

特朗普公开对塞申斯“撂挑
子”表达不满，称后悔当初提名塞
申斯出任司法部部长。今年 11 月
国会中期选举结束后，白宫和内阁
人事变动，塞申斯第一个“走人”。

塞申斯一页纸辞职书没有提及

特朗普姓名，只提及他出任部长期
间尽职尽责，辞职是“应总统要
求”。

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妮基·黑
莉，10月9日确定离职。

特朗普10月9日在白宫与美国
常驻联合国代表黑莉一同与媒体记
者见面，宣布黑莉今年年底离职。

黑 莉 46 岁 ， 是 印 度 裔 美 国
人，曾任南卡罗来纳州州长，2017
年 1月出任美常驻联合国代表，先
前没有参与国际政治的经验。

黑莉被视为特朗普“美国优
先”政策在联合国的代言人，多次
发布美国“退群”国际协定或条约
的消息，为特朗普政府针对伊朗和
朝鲜采取强硬政策辩护。

黑莉宣布离职的时机、原因以
及今后去向引发诸多猜测。

黑莉解释，离职并非出于个人
原因。她抢在记者发问前宣布，不
会参加 2020 年美国总统竞选，她
届时将支持特朗普竞选连任。

环境保护局前局长斯科特·普
鲁伊特，7月5日辞职。

作为气候变化怀疑论者，普鲁
伊特获特朗普赏识。这名在保守派
眼中“颇为给力”的内阁成员争议
连连，受到违规使用公款、利用职
权为亲属牟利等指认，接受联邦政
府和国会十多项调查，最终在批评

声中辞职。
就任美国环保局局长后，普鲁

伊特放松对能源行业和传统制造行
业监管，废除前任贝拉克·奥巴马
政府推出并遭不少能源企业反对的

《清洁电力计划》。特朗普宣布美国
退出国际社会应对气候变化的《巴
黎协定》，有普鲁伊特游说的影子。

前国务卿雷克斯·蒂勒森，3
月13日遭解职。

特朗普 3 月 13 日在社交媒体
“推特”宣布国务卿换人的决定。
前一天，蒂勒森在非洲访问，提前
结束行程，返回美国。

特朗普与蒂勒森失和是公开秘
密，双方矛盾涉及一系列焦点问
题，如伊朗核问题全面协议、朝核
处置、阿拉伯盟国之间的纠纷。另
外，特朗普与蒂勒森的理念和个性
相去甚远。美国媒体多次传出蒂勒
森打算辞职的消息。

美国《纽约时报》报道，特朗
普当初任命蒂勒森，原本属于“实
验”，先前没有过美国总统任命在
政治和军事领域毫无经验的人出任
国务卿的事例。鉴于特朗普本人同
样没有这类阅历，他希望蒂勒森能
把企业管理经验应用到外交领域。

蒂勒森在遭解职当天发表告别
演说，表示他“要回归私人生活，
做一名普通公民”。

白宫“管家”年底去职

特朗普“圈内人”今年少了谁？

据新华社华盛顿 12月 8日电
（记者孙丁 徐剑梅）美国总统特朗
普8日宣布，提名陆军参谋长马克·
米利担任下一任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
主席。

特朗普当天在社交媒体上宣布
了这一消息。他说，米利将接替现
任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约瑟
夫·邓福德，后者将退役，不过交
接日期尚待确定。

按照程序，米利的提名须得到
美国国会参议院投票批准。邓福德目
前的任期为2年，将于明年10月初结
束。

米利 1958 年出生于美国马萨
诸塞州，从2015年8月开始担任美
国陆军参谋长。

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是美
国总统和国防部长的首席军事顾
问，由美军高级将领担任。

特朗普提名新任
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人选

1212月月 88日日，，在美国费城在美国费城，，美总统特朗普与陆军参谋长马克美总统特朗普与陆军参谋长马克··米米
利利 （（左左）） 共同出席美国陆海军橄榄球对抗赛活动共同出席美国陆海军橄榄球对抗赛活动。。

新华社特稿(刘秀玲)日本政
府人士8日证实，日本从2019年
起五年内防卫预算总额预计会达
到 27 万亿日元 （约合 1.65 万亿
元人民币），比上一个五年增加
超过 2万亿日元 （1220亿元人民
币）。

日本 2014 至 2018 财政年度
“中期防卫力整备计划”即将到
期。更新版 2019 至 2023 财政年
度“中期防卫力整备计划”定于
12月中旬提交内阁表决。

新版“中期防卫力整备计

划”将推进对美军购项目，包括
购买两套陆基“宙斯盾”反导系
统、至少 20 架 F—35B垂直起降型
隐形战斗机，增购大约 40 架 F—
35A常规起降型战斗机。日本今后
五年还将投资太空和网络防卫领
域。

共同社解读，美国方面向日本
方面施压购买昂贵装备是日本防卫
费用持续增加的原因之一。另一方
面，日方期待，集中购买大量美国
装备能获得降价优惠，并且为今后
日美贸易谈判备好“底牌”。

日本今后五年防卫预算将剧增

新华社特稿（杜鹃） 乌克兰
总统彼得罗·波罗申科 8 日说，
将在本月 10 日签署一项法案，
废止乌克兰和俄罗斯 1997 年签
署的两国友好条约。

乌俄友好、合作和伙伴关系
条约原定 2019 年 4 月 1 日到期。
乌克兰议会 6日投票决定不予续

约。
乌 俄 友 好 条 约 1997 年 签

订，1999 年生效，规定两国关系
以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为基
础，承认苏联时期已划定的两国
边界，同意以和平方式化解一切
争 端 ， 明 确 两 国 关 系 具 有 战 略
性。

乌欲废止与俄友好条约

这是12月8日在韩国江陵附近拍摄的列车脱轨现场。
韩国东海岸江陵市开往首都首尔的一趟高速列车8日上午发车不久

脱轨，运营商说将近200名乘客无人重伤。这是韩国为举办平昌冬奥会
而建造的京江线高速铁路开通近一年来首次重大事故。

(新华社/法新)

韩国冬奥高铁脱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