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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华盛顿 8月 3日电（记者
刘阳 孙丁）继美国众议院之后，参议
院 1日投票通过一份国防授权法案草
案，为 2019 财年批准 7163 亿美元军
费。美国有分析人士担忧，军费高企
恐将使美国财政不堪重负。

参议院当天以87票支持、10票反
对通过这项法案的草案，接下来草案
将被移交到白宫由美国总统特朗普签
字生效。

该份国防预算案于4月13日由众
议院起草，仅用了 3 个半月时间便完
成全部立法程序，堪称“神速”。据称，
这是美国国会 20 年来最快一次通过
次年国防预算案。

按照参议院多数党领袖麦凯恩的
说法，15年来国防预算迎来单年最大
涨幅。由于国防开支能为美国各州带
来大量的军火订单和工作岗位，各州
议员对于大幅增长的国防预算心照不
宣地一致欢迎。

“这或许是今年最重要的一份立
法，也是我们连续 58年通过国防授权
草案。”俄克拉何马州联邦参议员英霍
夫在参议院通过预算案后说。美国国
防部长马蒂斯也在一份声明中说，预
算案快速通过得益于民主、共和两党
的共同支持。

这份预算案主要分为两部分，分
别是 6390 亿美元的“基础预算资金”
和 690 亿美元的“战争资金”。其中

“基础预算资金”用于发放美军工资、
购买武器装备以及研发投入等，“战争
资金”是美军海外作战的专用款项。

由于国会“慷慨解囊”，美军准备
在 2019财年全面提升服役人数、工资
水平和武器配备。根据新预算案，美
国各军种服役人数分别为陆军 48.75
万人、海军 33.54 万人、海军陆战队
18.61万人、空军32.91万人，各军种较
前一年总共增长 1.56万人。此外，预
算还批准为所有服役人员增长2.6%工
资，是美军9年来幅度最大一次加薪。

在硬件方面，预算批准美军采购
包括1艘“福特”级航空母舰、两艘“弗
吉尼亚”级攻击核潜艇、3艘“阿利·伯
克”级驱逐舰、3艘滨海战斗舰和其他
舰艇在内的 13 艘军舰，以及 77 架 F-
35战斗机和24架F-18战斗机。

在特朗普鼓励下，国会批准的预
算甚至在不少地方超出了国防部申请
额度。例如，国防部本来只申请了 1
艘滨海战斗舰，但国会批准3艘；国防
部本没有申请采购新航母，但国会依
然批钱要求尽快开始新航母的研发制
造。仅在军舰购买上，预算案超出国

防部申请额度22亿美元。
不过，国会的“过于大方”也遭受

不少批评，有分析人士认为在军费高
企和税改的双重影响下，美国政府负
债又将迎来新一轮暴涨。美国布鲁金
斯学会研究员丹·基勒撰文指出：“由
于美国财政支出不断增长，负债或使
美国政府在未来十年后无力支付包括
军费在内的许多花销。”

预算案的另一个特点是应美国社
会反性骚扰潮流，加大了对高层军官
实施性骚扰以及性侵的惩处力度。根
据预算案中的一个条款，如果高级军
官受控性侵、性骚扰，则应评估其是否
可以在退役后仍享有与其级别对应的
安全许可。

在美国精英出入政商“旋转门”体
制中，不少美军高级军官退役后会被
一些军工企业或者咨询公司高薪聘为
顾问，但其中一个前提条件是该退役
军官仍有资格接触国防部涉密信息。
而一旦安全许可被取消，退役军官则
会丧失浏览涉密信息的权利，失去利
用价值。

提出这一条款的加利福尼亚州联
邦众议员杰基·施派尔表示，希望通过
这一条款加大对军内性骚扰和性侵行
为的威慑。

新华社罗马8月3日电（记者 李洁）据意大利
安莎社 3日报道，意大利 110岁的男寿星洛伦佐 2
日去世。

据报道，洛伦佐出生于 1908 年，住在意大利
北部皮埃蒙特大区一个人口不足2000人的村庄，
曾先后做马夫和司机。

洛伦佐生前不愿意透露自己长寿的秘诀，但
他女儿对媒体说，父亲对待生活积极乐观，喜欢散
步，享受美食也是他的乐趣之一。

意大利有不少长寿老人村，尤以南部的撒丁
岛最为著名。2017年9月，被媒体称为“意大利爷
爷”的撒丁岛居民瓦莱里奥在 111 岁高龄去世。
今年 7月，被称为意大利最长寿女性的朱塞平娜
在佛罗伦萨附近的一个小镇去世，享年116岁。

新华社安卡拉8月3日电（记者 秦彦洋）土
耳其总统埃尔多安3日在首都安卡拉宣布了内阁
的“百天行动计划”，这是土耳其新内阁7月9日
就职以来的首个施政方案。

该计划包含金融、能源、外贸、基建、国
防、旅游业等领域的400个重要项目，涉及投资
460亿里拉（约合90亿美元）。

埃尔多安当天表示，土耳其今后将把中国、
墨西哥、俄罗斯、印度等列为出口优先市场。埃
尔多安还表示土耳其计划首次发行人民币计价债
券。

今年年初以来，土耳其里拉对美元汇率累计
跌幅约 25%，导致进口商品价格大幅上涨。日
前，土耳其央行将今年消费价格指数涨幅预期从
年初的8.4%上调至13.4%。

新华社符拉迪沃斯托克 8月 4日电（记者 吴
刚）据今日俄罗斯通讯社4日报道，俄罗斯一架米-
8直升机在西伯利亚地区坠毁，造成18人遇难。

报道援引克拉斯诺亚尔斯克边疆区紧急情况
部门消息说，一架米-8直升机当地时间 4日上午
在边疆区境内实施硬着陆时坠毁，机上18人全部
遇难，其中包括3名机组人员。

紧急部门消息说，米-8直升机坠毁在距克拉
斯诺亚尔斯克边疆区北部伊加尔卡居民点两公里
的地方。该直升机起飞后飞行两公里就发生坠机
事故，事故原因可能是机械故障或飞行员操作失
误。目前，救援人员正在现场进行搜救工作，俄罗
斯西伯利亚交通检察院已对事故介入调查。

新华社华盛顿 8月 3日电（记者
朱东阳）美国财政部 3日以协助朝鲜
研制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或从事非法
金融活动为由，对与俄罗斯相关的 1
名个人和3个实体实施制裁。

美财政部当天在一份声明中说，
被制裁者包括一家在俄罗斯境内注
册的商业银行，该行涉嫌在知情情况
下协助完成一项有利于朝鲜大规模
杀伤性武器研发的重要交易。另有1
名个人和2个实体涉嫌协助朝鲜从事
非法金融活动。

美财长姆努钦说，美国将继续利
用制裁手段切断朝鲜的非法收入渠
道，直至朝鲜完全实现可验证的无核

化。
根据相关规定，受制裁的个人和

实体在美国境内的资产将被冻结，美
国公民不得与其进行交易。

美国总统特朗普去年 8月 2日签
署一项针对俄罗斯、伊朗和朝鲜三国
的制裁法案。根据该法案，美国以俄
罗斯涉嫌干预美国 2016年总统选举
和乌克兰问题等为由，对俄相关个人
和实体追加制裁。今年以来，美国财
政部多次对俄罗斯发起制裁。

俄罗斯总统普京今年 6月 4日签
署法律文件，反制美国等国针对俄罗
斯的制裁措施。根据这项法律，俄罗
斯政府可以出台各种相应反制措施。

美天价国防预算或致财政不堪重负

“聚焦中国”再登爱丁堡艺穗节
8月 3日，在英国苏格兰爱丁堡，爱丁堡节庆协会总监朱莉娅·阿穆尔在

“聚焦中国”活动启动仪式上致辞。作为 2018年爱丁堡艺穗节的亮点项目之
一，集中展示中国优秀表演艺术的“聚焦中国”活动 3日在英国苏格兰首府爱
丁堡启动。这是“聚焦中国”继去年登陆爱丁堡艺穗节并大获成功之后的再次
亮相。 新华社记者 韩岩 摄

新华社耶路撒冷 8月 4日电（记
者陈文仙 杜震） 以色列军方 4 日证
实，一艘从欧洲驶往加沙地带的国际
救援船于3日午夜在地中海海域被以
色列海军拦截。

以色列军方发表声明说，以海军
“根据国际法”对这艘试图冲破以色
列“合法海上封锁”的船只实施拦
截，船上人员均被明确告知违反“合
法海上封锁”。

根据声明，船只已被转移至以色
列南部港口阿什杜德，相关援助物资
可经由此地转至加沙地带，船上人员
有待接受问讯，整个拦截过程“未发
生异常事件”。

国 际 民 间 组 织 “ 自 由 船 队 联
盟”人道主义救援船队此前通过

“推特”说，该船队一艘悬挂瑞典国
旗的船只 3 日晚间“失联”后“遭
到攻击”。

这是以军一周之内第二次拦截驶
往加沙地带的国际救援船。7 月 29
日，一艘悬挂挪威国旗的“自由船队
联盟”救援船驶往加沙地带途中被以
色列海军拦截。

以军声称，在面临“恐怖主义行
为和武器走私”威胁的情况下，实施

“合法海上封锁”是确保以色列平民
安全的重要措施。

国 际 舆 论 普 遍 批 评 以 色 列 对
加沙地带实施的全面封锁导致加
沙 地 带 人 道 主 义 危 机 持 续 加 剧 。
近年来，屡有人道主义活动人士
试图乘船从地中海海域冲破以色
列封锁，向加沙地带运送援助物
资。

近日，欧洲多地遭遇持续高温天气。据气象
部门预测，未来几日的气温将有可能刷新欧洲高
温纪录。8月 3日，在英国伦敦特拉法加广场，人
们在喷泉池里玩耍降温。新华社 蒂姆·爱尔兰 摄

以再次拦截

驶向加沙的国际救援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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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内阁发布“百天行动计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