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由于白宫与国会
在美墨边境隔离墙修
建问题上存在分歧 ，
各方未能就政府拨款
法案达成一致 ， 约四
分之一的联邦政府机
构从去年12月22日凌
晨开始陷入停顿 ， 迄
今已进入第三周 。 新
一届国会日前开幕后，
特朗普政府与国会民
主党进行了多回合磋
商。 双方谈判进展如
何？ “停摆 ” 至今产
生了几重影响 ？ 僵局
又何时能被打破？

新华社电 据新西兰媒体6日
报道， 随着该国的烟草税从今年
元旦起又一次大幅上调， 当地出
售的香烟均价已近40新西兰元
（1新元约合4.6元人民币） 一盒。
不少烟民因不堪经济重负而加入
到戒烟者行列中。

为了达到在2025年通过政策
杠杆把全国烟民比例降至5%以
下的目标 ， 新西兰政府从 2012
年 开 始 ， 每 年 将 烟 草 税 至 少
上调 10% 。 2018年 ， 当地香烟
的平均售价近30新元一盒， 这使
新西兰成为香烟价格最昂贵的国

家之一。
烟价高让越来越多的新西兰

烟民想戒烟， 也使得当地帮助烟
民戒烟的公益机构 “戒烟热线”
接到的咨询量大增。 该组织通过
电话、 互联网等为戒烟者提供咨
询辅导 ， 目标是每年帮助超过
8000名新西兰烟民戒烟。

“戒烟热线” 发言人卡尔文·
科克伦说， 今年1月1日至3日的3
天里， 他们接到的戒烟咨询量比
去年同期增加了30%； 1月1日当
天， “戒烟热线” 就接到215个
咨询请求， 同比增长了50%。

美联邦政府“停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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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腊遭遇寒流
希腊消防部门1月6日表示， 寒流带来的恶劣天气在希腊已造成3

人死亡。 新年伊始， 寒流给希腊全国大部地区带来大风、 降温和雨雪
天气， 中部和北部地区气温降至零度以下并出现强降雪天气， 造成部
分地区道路封闭、 大面积航班延误及轮渡停运。 图为希腊塞萨洛尼
基， 一名女子从飘雪的街头走过。 新华社发

新华社电 日本7日起正式实
施一项新的征税制度， 开始向符
合条件的出境者征收 1000日元
（约合人民币63元） 的国际观光
旅客税。

据日媒报道， 这种旅客税将
以增加到出境机票、 船票等费用
中的形式实现征收。 新税在征收
时不限出境者国籍 （征税对象涵
盖日本人及外国旅客）， 但不包
括 2岁以下的婴童及在入境后
24小 时 内 离 境 的 过 境 旅 客 等
人群。

2018年4月 ， 日本国会通过
《国际观光旅客税法 》， 决定从
2019年1月7日起正式向出境旅客

征收固定税金。 这是日本自1992
年开征地价税以来， 再度引入新
税制度。

据统计， 2018年访日外国游
客超过3000万人次， 而出境游的
日本人约达1900万人次。 日本政
府预计， 2019财年征收旅客税将
为日本带来约500亿日元 （约合
31.6亿元人民币） 的税收。

为进一步吸引外国游客， 实
现2020年访日游客增至4000万人
次的目标， 日本政府计划将新增
相关税收主要用于改善旅游环境
设施、 加强海外宣传、 加大地方
旅游资源投入、 提升游客满意度
等方面。

日本开征国际观光旅客税

谈 判 进展如何

特朗普与民主党领导层两轮
对话未果后， 由副总统彭斯带头
的白宫工作小组与国会民主党谈
判代表于5日、 6日继续磋商， 但
仍未能就修建边境墙拨款、 结束
政府 “停摆” 等问题取得实质性
突破。 特朗普6日早些时候表示，
并不指望这一磋商取得什么成
果， “一些严肃对话” 将在下周
展开。

参与磋商的白宫办公厅代理
主任马尔瓦尼6日接受美国媒体
采访时指责民主党故意拖延。 美
国媒体则援引民主党消息人士的
话说， 白宫没有提供预算需求细
节并且拒绝让受影响的联邦政府
机构重新 “开门”。 分析人士认
为， 相互攻讦意味着双方仍未能
就边境墙这一核心分歧达成妥
协， 因而没有 “一条心” 去解决
“停摆” 僵局。

在美墨边境修建隔离墙是特
朗普竞选总统时的核心承诺之
一， 也被视为他谋求连任的重要
政治筹码。 他认为边境墙对遏制
非法入境行为、 打击人口贩卖和
毒品走私等至关重要； 但民主党
指责边境墙低效、 多余且昂贵，
是特朗普的 “政治噱头”， 呼吁
用无人机、 传感器等科技手段加
强边境安全。

特朗普6日下午在社交媒体
上说， 正筹划在边境上使用钢铁
栅栏， 而不是水泥墙。 他当天还
表示， 将致电美国几大钢铁企业
负责人， 要求他们拿出钢铁栅栏
的设计方案和样本， 并强调将在
美国制造这些栅栏作为美墨边境
隔离物。

““停停 摆摆”” 影响几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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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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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示或担忧无力支付房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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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停摆” 也导致政府服务严
重 “打折”。 财政部下属国内收
入署在 “停摆” 期间 “低功率”
运转， 意味着去年底积累的大量
退税申请将被延迟处理； 农业部
负责的一些妇幼营养援助项目眼
见资金见底， 数百万人的营养计
划存在变数； 商务部下属经济分
析局暂停发布贸易、 新屋销售等
重要经济数据……

此外， 全美众多国家公园也
“闭门谢客”。 即便有些公园维持
开放， 也无法提供游客服务， 公
共卫生和游客安全问题严峻， 有
人担忧国家公园环境将在 “停
摆” 期间遭受重创。 史密森学会
旗下的博物馆和动物园日前也停
止对外开放， 让不少慕名者扫兴
而归。 位于华盛顿的国家动物园
还因资金、 人力不足关闭了大熊
猫馆的网络实时直播， 失望的粉
丝到社交媒体上吐槽 “停摆”。

宏观经济方面， 穆迪分析公
司日前评估说， “停摆” 目前对

美国经济和信用市场造成的影响
有限， 但如果 “停摆” 持续， 可
能对金融市场造成严重影响。 穆
迪分析公司首席经济学家马克·
赞迪日前表示， 持续 “停摆” 将
降低美国经济增速。 另有分析指
出， 长期 “停摆” 将打击企业和
消费者信心。

僵 局 何时打破

这是自特朗普上台以来， 美
国联邦政府第三次陷入 “停摆”
境地， 时至6日已持续16天， 已
经并列成为美国联邦政府历史上
持续时间第三长的 “停摆”。 目
前， 白宫与民主党尚无相互让步
迹象， 外界很难判断 “停摆” 何
时结束。

特朗普6日下午表示 ， 如果
找不到解决僵局的办法 ， “停
摆” 将持续很长时间。 此前他还
曾威胁， 不惜让政府关门 “数月
甚至数年”。

不过， 双方都清楚尽快结束
“停摆” 的必要性， 也在各自盘
算 “备选” 方案。

众议院议长、 民主党人佩洛
西5日发表声明说， 众议院民主
党人将于下周通过一个单独拨款
法案以帮助 “停摆 ” 部门全面
恢复运转 。 而参议院多数党领
袖、 共和党人麦康奈尔此前曾表
示， 参议院不会审议没有特朗普
支持的拨款案。

让局面更加复杂的是， 参议
院共和党人也并非一条心。 日前
已有共和党参议员公开呼吁通过
不包含 “造墙费” 的拨款案。 参
议院民主党领袖查克·舒默6日顺
势施压， 称民主党人和越来越多
的共和党人达成共识， 要分开解
决 “停摆” 和边境安全拨款。

特朗普近期还威胁动用总统
权限， 以宣布国家紧急状态方式
绕过国会， 直接建墙。 民主党参
议员迪克·德宾说， 特朗普如果
这样做， 可能面临法律挑战。

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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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国务卿蓬佩奥8日将开
启对埃及、 沙特阿拉伯等中东8
国的访问。 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
务助理博尔顿眼下正出访以色列
和土耳其。 新年伊始， 美国高官
密集访问中东， 凸显这一地区在
美国外交棋局中的分量。

当前中东局势持续动荡， 叙
利亚问题、 也门危机、 卡塔尔危
机 、 巴以和平僵局等交织在一
起。 在此当口， 美国去年12月突
然宣布从叙利亚撤军， 引发其盟
友的疑虑和恐怖主义卷土重来的
担忧。

中东乱局难解， 根本原因还
是美国私心太重 。 从轰炸叙利
亚、 迁移美驻以色列使馆， 到恢
复对伊朗全面制裁， 特朗普政府
采取的一系列政策， 给中东乱上
添乱。拉一帮、打一派是美国在中
东的惯用手腕，此次也不例外。

“打 ” 体现在 ， 美国着眼应

对 “伊朗威胁”。 伊朗是特朗普
政府在中东的 “眼中钉”， 美国
去年不顾国际社会反对退出伊核
协议， 并全面恢复对伊制裁。 但
欧洲盟友罕见地拒绝追随美国，
极 大 削 弱 了 美 对 伊 制 裁 的 效
力 ， 伊朗在中东的影响力也并
未衰减。 在此大背景下， 蓬佩奥
此行旨在展示美国存在， 保持对
伊朗持续加压， 同时向外界表明
其不会撤出中东、 仍将继续履诺
的立场。

“拉” 体现在， 美国着手打
造 “阿拉伯版北约”。 蓬佩奥计
划在访问埃及期间发表演讲， 推
销特朗普版的新中东政策， 包括
建立 “一个和平、 繁荣、 稳定和
安全的中东” 的政策愿景。 中东
舆论认为， 蓬佩奥将推动海湾6
国与埃及和约旦组建 “中东战略
联盟 ”。 这个 “阿拉伯版北约 ”
剑指伊朗。 但由于地区各种矛盾

交织， 美国设想的这个联盟能在
多大程度上成为促成阿拉伯世界
团结对抗伊朗的 “黏合剂”， 着
实令人怀疑。

回顾过往， 美国的中东政策
形式不一， 包装各异， 而始终不
改其干涉主义和利己主义本质。
从伊拉克到叙利亚， 从利比亚到
伊朗， 美国的中东政策以自我利
益为驱动， 以维护霸权为目的，
给中东带来无休止的战乱、 暴力
和苦难。 只要这个初衷不改， 中
东就难享太平。 正如华盛顿智库
凯托学会高级研究员、 前总统里
根特别助理道格·班多所说， 美
国中东政策留下的是一份 “灾难
性记录”， 数十年军事干涉带来
的是灾难性后果。

如果华盛顿真心想给中东带
来和平与繁荣、 稳定和安全， 就
应该彻底反思一下其几十年来的
中东政策。 据新华社

私心太重只会给中东添乱

新西兰烟贵促烟民戒烟

俄米-28NE攻击直升机升级后战力提升
新华社电 俄罗斯直升机公

司日前表示， 俄新式米-28NE型
攻击直升机已完成升级改造， 多
项战斗性能显著提升。

据公司网站发布的消息， 此
次重点提升了米-28NE直升机的
武器系统。 例如给这款直升机加
装了改进版的 “菊花” 反坦克系
统， 该系统配备由雷达和激光制
导的9M123M型导弹， 对地攻击
有效射程可达10公里。

俄专家介绍说， 米-28NE直
升机原本配有 “冲锋-BM” 反
坦克系统， 导弹有效射程达8公
里。 研发人员在保留该系统的基
础上， 加装了抗干扰激光制导装
置， 提高了该系统所用9M120-1
型反坦克导弹的打击精度 。 此
外， 在叙利亚的作战经验显示，
在直升机攻击地面阵地目标时，

航空炸弹破坏力很强。 因此， 俄
方 为 米 -28NE 直 升 机 配 备 了
FAB-100、 FAB-250和FAB-500
型航弹 ， 单枚航弹最大重量为
500公斤。

米-28NE直升机的通信和防
护性能也有较大提升。 例如加装
了特制通信系统， 使其在俄同类
机型中得以率先在空中指挥数架
攻击型无人机并为其指示打击目
标； 整体无线电技术性能相当于
美国AH-64E型 “阿帕奇卫士 ”
攻击直升机； 旋翼螺旋桨叶片由
防护性更佳的非金属复合材料制
成 ； 机 身 装 甲 防 护 性 得 到 强
化 ， 有助提高作战生存力 ； 燃
料箱结构经过重新设计， 可防止
燃料爆燃 ； 发动机功率更加合
理， 提升了在高原和炎热气候下
的飞行性能。

何时休何何时时休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