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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 1月 10 日电（记者 秦天
弘）《经济参考报》1月 10日刊发题为

《美政府“停摆”僵局难解 负面影响逐
渐显现》的报道。文章称，美国联邦政
府关门已经进入第 19天。当地时间 8
日晚，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国会民主党
领袖先后就边境安全、联邦政府“停
摆”等发表讲话，双方并未释放妥协信
号。这意味着，美国联邦政府“停摆”
状态仍将持续。此次“停摆”影响美国
国土安全部、国务院、农业部、内政部、
交通部等内阁级部门及几十个下属机
构，约 80 万联邦政府雇员受到波及。
分析认为，政府关门的状态对美国经
济的负面影响将会逐渐显现和扩大。

■“造墙费”谈判僵持不下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当

地时间8日晚，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
椭圆形办公室发表全国电视讲话指
出，美国南部边境的人道主义和安全
危机正在加剧。特朗普表示，移民问
题是“一场心灵的危机，一场灵魂的危
机”。他还指出，美国再也不能容忍非
法进入的移民。

特朗普说，他的政府要求斥资 57
亿美元在南部边境修建实体屏障，这
对美国国家安全“至关重要”。美国政
府关门是为了让民主党同意为边境安
全提供资金，民主党人应当批准保护
边境安全的预算，从而让政府恢复运
转；按照民主党人士的要求，同意以钢
材修筑墙而非混凝土。

美国参院多数党共和党领袖麦康
奈尔回应称，特朗普的边境墙提议符
合现实，呼吁民主党人立刻恢复谈判，
以重开政府。

美国国会众议院议长佩洛西则表
示，特朗普应该停止继续激化危机，并
应该配合让政府重新开门。

这是特朗普 2017年 1月就任以来
首次在椭圆形办公室发表讲话。在美
墨边境修建隔离墙以遏制非法入境行
为、打击人口贩卖和毒品走私等是特
朗普竞选时的重要承诺，也被美国舆

论视为他稳固票仓、寻求连任的重要
政治筹码，所以特朗普力争到底。

但在民主党看来，边境墙在加强
边境安全上低效、昂贵且没有必要，是
特朗普煽动保守派选民的“政治噱
头”，因此毫不妥协，一直拒绝将特朗
普要求的约57亿美元“造墙费”纳入拨
款法案中。

由于总统特朗普与国会民主党人
在美墨边境墙预算问题上始终不能妥
协，美国联邦政府被迫于 2018年 12月
22日关门。分析人士认为，白宫和国
会民主党在边境墙问题上的根本性分
歧是导致协商解决“停摆”僵局屡屡无
果的重要原因，短期内尚看不出双方
相互让步的可能。

■ 紧急状态是否可行
白宫高级官员近日透露，由于谈

判持续僵持，美国总统特朗普现在已
经倾向于宣布国家进入紧急状态，以
使他绕过国会利用已拨放的军费修建
边境墙。不过，特朗普在8日晚的讲话
中并未提及此事。

根据美国 1976年通过的《全国紧
急状态法》，总统被授予宣布国家进入
紧急状态的权力，以应对紧急情况，但
要向国会解释这一决定具体基于哪些
条款。国家紧急状态下，法律允许美
国国防部将军事建设资金转向“必要”
项目，以支持美国武装力量的部署。
国防部此举无需国会批准，而动用联
邦资金通常都要国会同意。

美国专家指出，从法律角度上讲，
特朗普有权力宣布美国进入国家紧急
状态，但也势必招致法律挑战。美国
智库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国防预
算专家托德哈里森表示，边境安全本
质上是执法问题，如果执意要求军事
资源介入，将很有可能被起诉。

民主党方面对此强烈反对，他们
认为南部边境上并没有出现特朗普所
谓的国家安全危机，因此他不能宣布
美国进入国家紧急状态。此外，也有
共和党人对此持怀疑态度，比如得克

萨斯州共和党籍联邦参议员约翰科宁
日前表示，由此产生的法律争端或持
续数周乃至数年，为本就复杂的情况
增加变数。

■ 负面影响逐渐显现
从2018年12月22日凌晨起至今，

部分美国联邦政府停摆已达 19天，创
造了美国历史上政府停摆时间第二长
记录。专家表示，随着时间延长，停摆
对于美国经济的后续影响将加剧。

美国白宫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凯
文哈塞特认为，政府停摆每持续两周，
美国经济产出将下滑约0.1%。摩根大
通预计，美国政府关门期间，美国年化
经济增长率每周将减少0.2个百分点。

由于政府停摆，美国农业部、商务部
人口普查局和经济分析局都表示在政府
资金到位前不会更新数据。经济指标包
括零售销售报告（消费占美国经济的
70%）、GDP和耐用品销售数据在关门期
间将停止发布；而工厂订单、建筑支出和
新屋销售的数据报告也已经错过发布时
间。由于信息被延迟披露，投资者不安
情绪被放大，加剧了资本市场动荡。

由于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一些文
案工作受到影响，企业上市也被迫推
迟。根据美国 Market Watch 的数据，
尽管有 167家公司已经公开宣布上市
意向，但预计未来几周将不会出现
IPO。此外，因为负责处理退税的联邦
雇员多数在家里休假，超过 1400亿美
元的退税资金面临被冻结或推迟退发
的风险，纳税人可能无法收到退税。

此次受到波及的80万联邦政府雇
员中，有执法、安检、消防等岗位的约
42万人被迫无薪工作，其他人则被“强
制休假”。由于收入无法保障，越来越
多联邦政府雇员和合同工明确表示无
力支付房租、偿还信用卡账单和贷款
等，其中不少人已提交失业救济申
请。美国政府雇员联合会芝加哥地区
执法人员工会代表帕特里克卡诺表
示，很多人的信用卡已经透支，“停摆”
加大了他们的生存压力。

新华社北京1月10日电（记者 张
旌）英国议会下院 9日重新启动辩论，
讨论英国政府与欧洲联盟达成的“脱
欧”协议。执政党保守党和反对党工
党议员联合提起一项修正案，要求首
相特雷莎·梅在协议遭否决3个议会工
作日内交出替代方案。

■ 联合提议
英国议会下院当地时间9日上午9

时重启“脱欧”辩论。辩论预期持续5天，
议会下院15日将投票表决“脱欧”协议。

表决原定去年 12 月 11 日举行。
这以前，议会下院计划举行为期 5天、
每天8小时辩论。随着特雷莎·梅在投
票日前一天宣布推迟表决，辩论持续3
天后暂停。

9日辩论一开始，保守党议员、前总
检察长多米尼克·格里夫提出一项修正
案，内容是一旦“脱欧”协议在议会下院
遭否决，特雷莎·梅必须在3个议会工作
日内、即 21日以前交出“B计划”、即替
代方案，由议会下院重新表决。

修正案获得保守党和工党多名议
员联合签名。

保守党议员、议会下院健康委员
会主席萨拉·沃拉斯顿参与签名。她
说，这项修正案旨在防止英国在3月29
日“脱欧日”出现“无协议脱欧”状况。
议会下院先前提出，如果协议未获通
过，政府应在 21个议会工作日内阐明
下一步动向。

沃拉斯顿说：“如果首相的计划下
周二遭否决，议员们不能等到2月12日
举行下次表决。现在情况非常紧急。”

■ 盟友反对
保守党的政治盟友、北爱尔兰民主

统一党9日警告，如果不删除“脱欧”协
议中的“担保方案”，这一政党将投票反
对协议。保守党在议会下院单独掌握
的议席不到半数，依赖与北爱尔兰民主
统一党的联盟勉强维持微弱多数。

“担保方案”是“脱欧”协议获得议
会下院通过的最大障碍之一。“脱欧”
谈判中，英方没有能提出避免北爱尔

兰地区与欧盟成员国爱尔兰之间重新
设置实体海关和边防检查设施的具体
方案，欧盟因而提出“担保方案”，即英
国正式“脱欧”后，北爱尔兰暂时留在
欧洲单一市场和关税同盟，遵循欧盟
规则，直至英方提出“更好”方案。

北爱尔兰民主统一党发言人萨
米·威尔逊说，英国政府提议给北爱尔
兰议会权力，可在“担保方案”启动时
否决欧盟新规，这纯属“摆设”。按他
的说法，只有删除“担保方案”相关条
款，这一政党才能改变态度。

英国媒体报道，特雷莎·梅 8日在
内阁会议上承认，“脱欧”协议可能在下
周表决时遭到否决。她告诉内阁大臣，
届时她将迅速向议会下院作出回应。

特雷莎·梅 9日在议会辩论时说，
她仍在与欧盟沟通，要求对方作出进
一步保证，即确保不出现硬边界的“担
保方案”只是暂时，而并非如外界担忧
那样，将致使英国“永远”留在欧洲关
税同盟，“脱欧”有名无实。

新华社北京1月10日电（记者海洋）联合国
秘书长安东尼奥·古特雷斯提请联合国安全理事
会批准，向也门红海港口城市荷台达派遣至多
75名观察员，监督也门停火和军队重新部署。

路透社 8日报道，这批观察员任期 6个月。
古特雷斯去年12月31日向安理会作此建议，认
为75人观察团是“灵活存在”，可监督交战双方
停火情况，评估地面局势。

联合国主持的新一轮也门和谈去年 12月
13日在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结束。也门政府
和胡塞武装谈判代表就停火、战俘交换、荷台达
控制权等议题达成协议。联合国安理会去年
12月21日一致通过决议，支持协议并敦促也门
政府和胡塞武装落实协议；授权古特雷斯组建
并派遣一支观察员先遣队，促成并监督双方立
即落实协议。

先遣队由荷兰退役将军帕特里克·卡马特
率领，去年 12月 22日抵达也门，委任期 30天。
因此，安理会15个成员需要在本月20日前就古
特雷斯的建议作出决定。

古特雷斯去年末还建议，调动“合适资源和
资产”，确保联合国观察员安全，“包括装甲车、
通信设备、飞机和适当医疗支持”。

此外，联合国也门问题特使马丁·格里菲思
和联合国分管人道主义事务的副秘书长马克·洛
科克定于当地时间9日向安理会通报也门局势。

也门萨巴通讯社报道，格里菲思 8日在沙
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会晤也门总统阿卜杜拉
布·曼苏尔·哈迪。格里菲思 5日至 7日在也门
逗留，与胡塞武装讨论荷台达停火等事宜。

按照法新社的说法，联合国方面认为，也门
停火协议去年 12月 18日正式生效以来双方基
本维持停火。

新华社喀布尔1月10日电（记者 代贺）阿
富汗地方官员10日向新华社记者证实，阿北部
塔哈尔省境内的多个检查站当天遭塔利班武装
袭击，交火造成至少18人死亡。

塔哈尔省地区行政官员穆罕默德·奥马尔
说，袭击发生在当地时间10日凌晨2时左右，遭
遇袭击的这些检查站在该省的哈贾加尔地区，
至少有 8名驻守检查站的警察在交火中身亡，
另有 6名警察受伤。此外，塔利班武装方面有
至少10人身亡、20人受伤。

奥马尔同时表示，塔利班武装没有占据这
些检查站，检查站已在当天中午恢复正常运转。

目前，塔利班方面尚未就上述袭击发表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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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在美墨边境城市——墨西哥的蒂华
纳，大量中美洲移民聚集于此，其中包括许多妇
女和儿童，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希望能够通过合
法途径进入美国。1月9日，在墨西哥边境城市
蒂华纳，来自中美洲的移民在临时住所里与工
作人员（右）交涉。 新华社记者 辛悦卫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