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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朗普万亿基建计划长啥样
新华社北京 2 月 13 日电（记者 王
逸君）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定于当
地时间 12 日发布 1.5 万亿美元基础设施
建设计划的大致内容，目标是今后 10
年改造年久失修的公路、铁路、机场、桥
梁等基础设施。根据这项计划，联邦政
府只出资 2000 亿美元，财源以其他领域
“节流”为主，其余 1.3 万亿美元主要依
赖地方政府和私人企业投资。
美国国内意见分化。这项计划要
在国会过关，
难度不小。
两大方面
多名政府官员告诉美联社记者，这
项计划主要包括两方面：一是为新基建
项目注入资金，加速现有基础设施的修
缮速度；二是简化工程审批流程，缩短
等待时间。
联邦政府 2000 亿美元出资中，1000
亿美元将划拨至各州、地方政府，用于
支 持 交 通 、抗 洪 防 涝 、污 染 治 理 等 项
目。不过，在每个基建项目中，联邦出
资在总费用中占比不超过 20%。
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现阶段一些主
要交通项目的工程款中一半资金来自
政府；在一些高速公路建设项目中，联
邦资金在总费用中占比高达 80%。
另外 1000 亿美元中，大约 500 亿美
元将用于交通、宽带网络、水利、垃圾处
理、发电站等乡村工程建设；200 亿美元
用于“革新工程”，即不是单纯修缮现有
设施，比如建造高速铁路隧道；其余 300
亿美元用于支持私营领域的基建项目

获得更多贷款。
值得一提的是，特朗普的基建计划
包括劳动力培训内容，即扩大学徒制适
用范围，改变现有由联邦政府资助的高
校半工半读项目。另外，这项计划要求
接受联邦资金的各州必须接纳来自其
他州、持有相关技工证书的工人参与项
目建设。
意见分裂
“基础设施显然是我们经济运行的
一个关键组成部分。许多美国人的成
功有赖于我们历史上曾经享有的基础
设施质量，”一名白宫高级官员说，
“但
是，现在的基础设施体系从根本上坏掉
了。”这名官员说，美国基础设施投资不
足，审批流程过长，
“以至于一些关键基
建项目的钱都到位了，完工却需要十年
时间”
。
对特朗普的基建计划，美国社会呈
现意见分裂。
美国全国制造商协会总裁杰伊·蒂
蒙斯持肯定态度。他说，随着交通延
误、断电、停水、断网等事故发生，
“现代
制造企业的能力受到质疑，就业也面临
挑战”。如果这一计划付诸行动，制造
企业承诺“美国一定会抓住此次机遇”。
而在国会众议院民主党领袖南希·
佩洛西看来，特朗普的计划无异于把投
资基建的“负担转移给城市和各州”。
在一些环境保护团体看来，这项计
划不乏漏洞。
美国自然资源保护协会工作人员

谢莉·波蒂查认为这项计划是“灾难”。
她说，特朗普的计划根本没有涉及“可
以把美国带入 21 世纪”的新项目，更糟
糕的是计划还缩减了基建项目的环保
审核环节。
前景堪忧
特朗普上月末发表首次国情咨文
时呼吁国会跨越党派分歧，支持他的基
础设施投资计划。路透社推测，这项计
划在国会面临重重阻碍。比如，民主党
人坚持认为，如此庞大的基建计划必然
需要新的财政收入支撑，而这意味着联
邦政府需要提高汽油税。
美国汽油税自1993年以来一直保持
在每加仑 18.4 美分（约合每升 4.8 美分）。
不过，由于通货膨胀和车辆燃油效率提
升，
以提高汽油税方式获得的税收与基建
修缮费用需求相比，
可谓杯水车薪。
历来强调财政预算平衡的共和党
传统“财政鹰派”可能对这项计划提出
质疑，比如，面临着赤字窘境的美国该
从哪里
“割肉”
，进而为基建项目拨款。
根据国会 9 日凌晨通过的临时拨
款法案，今后两年美国政府的开支将暴
增近 3000 亿美元。同时，共和党主导的
减税法案去年底生效。美国税收联合
委员会的数据显示，税改将使联邦政府
税收在今后 10 年内减少 1.45 万亿美元。
就上周通过的临时拨款法案，跨党
派研究机构“争取制定负责的联邦预算
委员会”预计，这项法案在今后 10 多年
内会让美国财政赤字增加 4200 亿美元。

涉普京言论成问题 荷兰外长承认撒谎
新华社北京 2 月 13 日电（记者 杜
鹃）荷兰外交大臣哈尔伯·泽尔斯特拉
即将启程访问俄罗斯，却在临行前不得
不承认一段尴尬往事：他两年前宣称曾
“亲耳听到”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
京描述所谓的“大俄罗斯”设想，但实际
上只是“道听途说”
。
因马来西亚航空公司 MH17 航班
坠机事件，荷兰与俄罗斯关系趋冷，尚
不清楚泽尔斯特拉撒谎事件会对双边
关系造成何种影响。但荷兰首相马克·
吕特 12 日力挺外交大臣，称他不必为
此辞职。截至 12 日，俄罗斯政府方面
尚未就泽尔斯特拉的言论作出回应。
“二手”消息
荷兰《人民报》报道，作为自由民主
人民党成员，泽尔斯特拉曾在 2016 年 5
月出席一场竞选演讲中宣称，他 2006 年
供职于壳牌石油公司，曾赴普京的乡间
宅邸出席活动。

“我处于房间的末尾部位，清晰地
听 见 普 京 谈 及 所 谓 的‘ 大 俄 罗 斯 ’设
想，”泽尔斯特拉当时说，
“ 他说那包括
俄罗斯、白俄罗斯、乌克兰、巴尔干半岛
国家，如果有哈萨克斯坦则更好。”
泽尔斯特拉接受《人民报》采访时
承认自己撒了谎。他随后在一份声明
中说，自己从未出席 2006 年那场活动，
有关普京谈及“大俄罗斯”设想的说法
也是“二手消息”。
“但他确实那么说了，
有人听见了，这个人告诉了我。”
泽尔斯特拉辩解，称自己“亲耳听
见”普京那么说，是为了“保护消息源”，
但他承认这种做法
“不明智”
。泽尔斯特
拉还说，
自己几周前已告知首相此事。
力保外长
泽尔斯特拉去年 10 月起出任外交
大臣一职。这一人事任命决定曾因泽
尔斯特拉缺乏外交经验而引发争议。
有反对党议员要求议会讨论泽尔

斯特拉的言论。但首相吕特 12 日告诉
媒体记者，尽管外交大臣“犯了大错”，
但依然是政府内的可靠成员，不必因此
辞职。
吕特还说，他没发现荷俄关系因泽
尔斯特拉的言论而进一步恶化。
目前，荷俄关系处于低潮期，尚不
清楚泽尔斯特拉撒谎一事是否会令这
种关系愈发恶化。
泽尔斯特拉定于 13 日启程赴莫斯
科，14 日将与俄罗斯外交部长谢尔盖·
拉夫罗夫会面。法新社报道，双方可能
谈及空难相关事宜。
俄罗斯卫星通讯社报道，去年 11
月，荷兰内政大臣卡伊莎·奥隆格伦宣
称俄方散布“假新闻”，以干涉荷兰内
政。俄方一向否认这类指认。上月，普
京在首都莫斯科面见本国多家报社及
通讯社主编时说，
“俄罗斯想都没想过”
插手别国内政的做法。

美推迟章莹颖案嫌犯审判日期
新华社芝加哥 2 月 12 日电（记者
汪平 徐静）美国联邦法官科林·布鲁斯
12 日宣布，将涉嫌绑架中国访问学者章
莹颖并致其死亡的犯罪嫌疑人克里斯
滕森的审判日期推迟到 2019 年 4 月。
根据此前的安排，对克里斯滕森的
审判日期应在本月 27 日。但上月 19
日，美国司法部长塞申斯批准对克里斯
滕森以死刑罪起诉，此后控辩双方均向
法院申请延迟审判日期。
布鲁斯表示，在最近向法院提出的

动议中，检方提议将审判日期延迟到
2019 年 6 月，辩方则建议延期到 2019 年
10 月。布鲁斯说，法院方面根据此前的
案例和双方的要求综合考虑，将审判日
期定在了 2019 年 4 月 2 日，但由于挑选
陪审员需要一定时间，预计实际的审判
日期将在 4 月 9 日左右。
为章莹颖家属提供法律援助的王
志东律师对新华社记者说，法官此次确
定的审判日期与美国其他以死刑罪起
诉案件比大致相当，符合美国司法的惯

常做法。他解释，法官这样做是为了给
辩方足够时间准备，避免辩方以审判日
期过早为由一再提出延期要求。法官
同时也考虑章莹颖家属要求参加审判
的愿望，希望避免审判日期一再变更和
拖延，从而给其家属从中国到美国的旅
行安排带来不便。章莹颖家属通过王
志东表示尊重法官的决定，因为他们事
先跟律师谈论过审判延期的可能性。
但他们对审判日期一延再延之后又大
幅推迟近 14 个月表示失望和遗憾。

2 月 1 日，在马来西亚雪兰莪州沙阿兰的
梳邦滨吉兰，萧斐弘与狮头产品合影。萧斐
弘祖籍中国广东，因喜爱中华文化，从小练习
舞狮。并于 1986 年开创了万胜行龙狮艺术
制作坊。萧斐弘更广为人知的是他“马来西
亚狮王”的称号。他带领的狮队屡屡在国际
舞狮比赛中获奖。
新华社 张纹综 摄

特朗普大儿媳

遭遇含“白色粉末”信件
新华社纽约 2 月 12 日电（记者 杨士龙）
纽约市警方 12 日证实，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大
儿媳瓦妮萨·特朗普当天在纽约家中打开一
个装有“白色粉末”的信封后被送往医院。警
方说，
“白色粉末”
应该
“没有危险”。
纽约市警察局副局长办公室警官李·琼
斯 12 日下午在接受新华社记者电话采访时
说，瓦妮萨·特朗普收到的信封中的“白色粉
末”应该“没有危险”，警方已将“白色粉末”送
到一个实验室做进一步检测。但为谨慎起
见，
瓦妮萨·特朗普被送到当地医院接受检查。
瓦妮萨·特朗普是特朗普长子小特朗普
之妻。她在纽约家中打开这封寄给她丈夫的
信，
此后拨打 911 报警。

俄东部军区

举行大规模防空演习
新华社符拉迪沃斯托克 2 月 13 日电（记
者 吴刚）俄罗斯东部军区 13 日开始在所辖
范围内举行大规模防空演习，3000 多名军人
和多种防空导弹系统参与演习。
俄东部军区 13 日发布新闻公告说，俄东
部军区所辖防空部队当天起陆续进入位于俄
远东地区和后贝加尔地区的 10 个靶场进行
防空演习，此次演习有 3000 多名军人参加，
参演装备包括道尔-M、山毛榉-M2 等多款
俄军现役先进的防空导弹系统。
演习期间，参演部队和装备将按预定计
划进入指定位置并根据地形条件构筑火力
点，
完成发现、跟踪、识别和实弹打靶的任务。

德车祸致 4 人亡
新华社柏林 2 月 12 日电 德国西南部城
市海德堡附近高速公路 12 日发生一起严重
车祸，
造成 4 人死亡。
事故发生在德国 A5 高速公路克罗瑙和
瓦尔多夫交界处。警方公布初步调查结果显
示，当天下午，在高速公路上行驶的一辆卡车
紧急停车，在其后方行驶的两辆汽车被迫停
车，但紧随其后而来的一辆载重卡车因无法
及时刹车，
将两辆汽车撞入前方卡车的底部。
事发后，当地立即出动消防和医疗人员
进行救援。事故造成 10 公里的堵车，该高速
公路前往法兰克福方向的路段被全部关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