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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会两党达成临时拨款协议
特朗普得到13.75亿美元，用以建一道约88公里的边境设施

当地时间 2 月 11 日晚， 美国国会

两党宣布达成一项临时拨款交易， 避免

政府再度停摆。 不过由于特朗普总统所

寻求的至少 57 亿美元边境墙拨款大部

分被驳回， 因此白宫与国会的争执仍将

继续。

由于与民主党分歧严重， 特朗普政

府此前刚刚创下停摆 35 天的 “历史纪

录”， 而上次临时拨款也只持续到 2 月

15 日。 连日来 ， 共和 、 民主两党就拨

款法案继续磋商。 特朗普要求国会拨款

57 亿美元用于包括建墙在内的边境安

全是拨款案的最大挑战。

共和党籍的参议院拨款委员会主席

理查德·谢尔比透露， 此次临时拨款案

就本年度边境安全达成了原则性共识，

特朗普将得到 13.75 亿美元拨款， 用于

建筑一道约 88 公里的边境设施。 拨款

案授权在得克萨斯州的里奥格兰德河谷

修建金属围栏， 而不是特朗普要求的实

体墙。 特朗普一直要求国会支持本年度

修建约 375 公里的边境墙。

此外在移民问题上， 本次拨款案还

限 制 了 美 国 移 民 与 海 关 执 法 机 构

（ICE） 设立的移民拘押中心床位数， 从

而试图控制 ICE 抓捕非法移民的力度。

但民主党人要求限制非法移民拘押总数

的要求被驳回。 共和党人声称， ICE 目

前有足够经费维持拘押中心运作。

谢尔比称， “我们达成协议的原因

是 ， 大家再也不想让政府停摆发生 ”。

民主党籍的众议院拨款委员会主席尼

塔·洛维表示， 她希望两党于 13 日中午

将表决后的拨款案文本正式递交白宫。

洛维承认部分民主党议员对该临时协议

不满意。 按规定， 拨款案需国会两院通

过， 并得到总统签署才能生效。

11 日当天晚上 ， 特朗普在得州边

境城市埃尔帕索举行竞选集会时声称，

边境墙将使美国公民免遭暴力犯罪、 毒

品及非法移民 “大篷车” 的影响。 特朗

普在讲话中也软化了口气， 称两党谈判

取得了进展， “但我无论如何也要修建

边境墙”， “也许 （国会） 已经取得了

进展， 也许没有”。

特朗普还批评民主党人有关限制拘

押中心床位的要求， 称这是 “一个危险

的主意”， “我绝不会签署大规模释放

进入我国的暴力罪犯的法案”。 特朗普

还为创纪录的 35 天政府停摆辩护， 称

如果停摆不发生， 就不能 “让那些政客

和世界认识到 （美墨） 边境正发生着什

么”。 特朗普个人社交账户贴出了多张

集会照片， 称大量民众冒着低温参加了

集会。 照片中还可以看到一些支持者高

举 “建墙” 的标语。

此前， 特朗普及白宫高层曾暗示，

如果国会无法就边境墙达成共识， 将不

排除宣布国家紧急状态， 以从国防部及

国土安全部获得建墙资金。 不过特朗普

昨天没有提及此事 。 而有可能参加

2020 年总统大选的民主党政治明星 、

前国会众议员欧洛克 11 日也在埃尔帕

索举行集会， 痛批特朗普利用移民问题

制造 “虚假恐惧”。

特朗普 11 日没有提及是否会批准

这一临时拨款案。 上一轮政府停摆就是

因为特朗普因边境墙拨款分歧， 拒绝在

拨款案上签字。 特朗普私人好友、 福克

斯电视台名主持西恩·汉尼提 11 日晚评

论该临时拨款交易是 “垃圾妥协”。 而

持极右立场的众议院共和党 “自由连

线” 领军人物马克·梅多斯也表示， 该

拨款案未能解决 “严重威胁”， “我不

能代表总统， 但我认为特朗普总统不会

开心， 因为他向美国人民承诺的一些事

没有得到兑现”。

不过分析人士称， 特朗普签署本次

拨款案的可能性不小。 如果停摆重启，

包括国土安全部在内的多个部门经费即

将归零， 全国执法形势将再度严峻。 财

政部、 内政部、 农业部等多个部门关系

民生的运作也将停止。 而此前一轮停摆

已经给实体经济造成损失， 这让白宫担

心今年的经济增长可能比去年回调。 最

近的民调也显示， 大部分美国人认为白

宫而非国会应当为停摆负责， 这对全力

准备 2020 年大选的特朗普总统来说可

不是个好消息。

（本报华盛顿 2 月 11 日专电）

为摆脱美国网络霸权和防止外来攻击

据美国公共广播电台（NPR）11日报

道， 俄罗斯政府和主要互联网服务供应

商正在加紧测试脱离国际互联网， 以确

保俄罗斯网际空间的独立性， 以防由于

外国侵略导致俄罗斯网络的整体瘫痪。

据 俄 罗 斯 经 济 月 刊

RosBiznesKonsalting（RBK）透露，去年12

月俄罗斯国家杜马（下议院）曾收到一份

名为“数字经济国家项目”的草案，该草

案要求俄罗斯的互联网服务提供商确保

在外部势力企图孤立俄罗斯网络时能够

继续运营， 并要求将建立独立的互联网

项目作为国家立法予以确认。据报道，这

项草案是在 《2018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

告》出台之后拟就的，该报告将俄罗斯等

国看作美国网络安全领域的主要敌人。

俄新社报道称， 国家杜马12日再次

召开了会议讨论这项草案， 草案中的测

试内容将在4月1日前完成。

据已曝光的信息， 草案要求俄罗斯

应自主打造网络地址系统， 以取代域名

系统(DNS)。一旦面临敌对国家的网络袭

击， 俄罗斯与分布在全球的服务器的连

接遭切断，俄罗斯的网络仍然能够运营，

不至于沦为信息“孤岛”。 作为测试的一

部分， 俄罗斯互联网监管部门要求俄互

联网供应商必须采取相关技术将所有互

联网接入国家批准或管理的路由节点，

以确保俄罗斯网络用户信息不外溢 。

NPR报道称， 该草案已经得到俄罗斯总

统普京的首肯。

现有12家机构监管互联网域名根服

务器。这些根服务器不在俄方境内。按照

英国广播公司的说法， 俄境内有根镜像

服务器，因此，即便遭遇惩罚措施，俄罗

斯的网络系统依然能够运行。

实际上， 类似做法在2014年就已经

有过尝试，据“今日俄罗斯”电视台报道，

2014年俄罗斯通讯部曾短暂地关闭过国

际互联网， 并以一个俄罗斯内网备份系

统作为替代来维护日常运作。 不过当时

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对国际文传电讯

社表示， 俄罗斯脱离国际互联网的努力

还难以实现。

事情从乌克兰危机之后发生变化，

在与西方国家关系急剧恶劣的情况下，

俄罗斯意识到要建立一个完全独立于美

国主导的互联网世界的急迫性。“俄罗斯

面临着非常大的压力， 面对西方的互联

网霸权，我们应该有自己的‘网络主权’

意识，最好的做法就是自力更生，拿出一

个可替代的方案。”俄罗斯国家杜马信息

政策、科技和通讯委员会主席列昂尼德·

列文在接受国际文传电讯社采访时说。

对于俄方的反应， 美国国家情报总

监丹·科茨表示，俄罗斯正在通过盗窃信

息、 破坏关键网络安全基础设施的方式

来扩大自己在国际互联网中间的影响

力。 科茨已提请美国国会注意俄罗斯在

当下“互联网战争”中的动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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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拥有的《华盛顿邮报》是美媒中的“反特”旗手之一

连日来， 美国总统特朗普与全球

首富、 亚马逊首席执行官贝索斯再度

互怼。贝索斯发表长篇博客，声称美国

传媒公司旗下小报《国民问询报》以其

私人短信及亲密照片 “敲诈与勒索”，

并称此举背后有“政治动向”，矛头指

向特朗普。

特朗普与《国民问询报》首席执行

官戴维·佩克尔是私人好友。特朗普暗

示，《国民问询报》 远胜贝索斯拥有的

《华盛顿邮报》。

2 月 7 日， 贝索斯在网络自媒体

平台 Medium 上实名发表长篇博客 ，

称《国民问询报》的出版商试图对其进

行“敲诈与勒索”，威胁他如果不停止

调查其私人短信与照片的泄露事件，

就要公开令其难堪的私密照片。

1 月中旬，贝索斯与妻子离婚。 就

在同一天，美国小报《国民问询报》披

露其婚外情细节， 并刊出了贝索斯与

情妇劳伦·桑切斯的私人短信。 此后，

贝索斯安排其长期安全顾问德贝克调

查其私密短信遭到泄露的原因。

《华盛顿邮报》2 月 8 日报道称，

德贝克的律师随后收到《国民问询报》

母公司美国传媒公司高层的一封邮

件，要求贝索斯和德贝克发表声明，否

认其认为《国民问询报》此前报道系出

于政治原因，或受政治势力影响。邮件

还威胁称，如果贝索斯拒绝，美国传媒

公司就将公开发表贝索斯私密照片。

愤怒的贝索斯在博客中写道：“我

当然不希望个人照片被公开， 但我也不

会参与他们众所周知的敲诈行为。”博客

发表不久，贝索斯拥有的《华盛顿邮报》

发表文章称《国民问询报》对贝索斯绯闻

的报道系出于政治动机。

2 月 8 日，美国传媒公司发表声明，

称其有关贝索斯的报道“完全合法”。 声

明称公司将 “迅速而彻底地进行调查”，

并采取回应行动。

受贝索斯和《国民问询报》互怼事件

波及，沙特阿拉伯外交大臣朱拜尔 10 日

出面澄清，沙特政府与《国民问询报》曝

光贝索斯婚外情“完全不相干”。 贝索斯

几天前在社交媒体发文， 暗示因为他掌

控的《华盛顿邮报》披露了沙特记者卡舒

吉遇害事件令沙特政府不满， 怀疑沙特

与美国传媒公司“有染”。

贝索斯与特朗普“交恶”众所周知。

贝索斯 5 年前收购的 《华盛顿邮报》是

2016 年总统大选以来美国媒体中的“反

特”旗手之一，特朗普恨之入骨。

今年 1 月《国民问询报》爆出贝索斯

婚外情之后，特朗普还于 1 月 13 日在社

交媒体上表示，贝索斯遭“《华盛顿邮报》

的竞争对手拿下”。 他还称希望《华盛顿

邮报》“很快由更好、更负责的人接管”。

另一个耐人寻味的细节是， 去年

12 月，特朗普前私人律师科恩被判处

三年有期徒刑。几乎与此同时，美国传

媒公司承认曾帮助科恩向前花花公子

艳星凯伦·麦克道格支付“封口费”，并

同意就此事配合纽约南区法庭调查。

德贝克的调查显示， 贝索斯私人

短信被泄露， 不是其手机或其他电子

设备被黑客劫持， 也不是 《国民问询

报》对八卦新闻的追求，而是“内鬼”出

于政治动机主动泄密。 泄密的直接嫌

疑人就是贝索斯情妇劳伦的同胞弟弟

麦克尔·桑切斯。《国民问询报》因政治

原因蓄意打击贝索斯， 原因是贝索斯

及 《华盛顿邮报》2016 年总统大选以

来对特朗普的批评立场和报道。

德贝克称他在调查过程中 “与麦

克尔交谈过”，不过德贝克没有直接称

麦克尔是泄密者。 麦克尔目前是洛杉

矶一家艺人经纪公司的猎头。 麦克尔

自称与劳伦姐弟情深，亲密无间，还曾

在脸书上发布过其与劳伦夫妇的照

片。但好事媒体很快挖出，麦克尔与特

朗普的密友兼谋士罗杰·斯通关系密

切。此外，麦克尔在社交媒体上多次公

开为特朗普辩护， 批评特别检察官穆

勒的调查是“猎巫行动”。

麦克尔在社交媒体上否认他与泄

密有关， 并质疑德贝克 “传播虚假信

息”。 麦克尔还声称，他也在调查这些

亲密短信和照片为何会泄露， 并反指

身为贝索斯安全主管的德贝克是嫌疑

人之一。

（本报华盛顿 2 月 11 日专电）

特雷莎·梅向下院通报“脱欧”最新会谈进展

距离 3 月 29 日英国正式 “脱欧 ”

的最后期限仅剩一月有余， 英国首相特

雷莎·梅 12 日向议会下院通报退出欧洲

联盟最新会谈进展。 就 “脱欧” 后是否

留在欧洲关税同盟， 英国政府与欧盟均

未向对方让步。

英国 《卫报 》 11 日援引英首相发

言人报道， 特雷莎·梅 12 日向英国议会

报告 “脱欧” 谈判的最新进展后， 议会

14 日将对 “脱欧 ” 议题进行辩论 。 英

国住房、 社区及地方政府事务大臣布罗

肯希尔 11 日称， 若届时特雷莎·梅仍无

法与欧盟达成新的协议以供表决， 议会

可以对其他替代选项进行表决。

发言人强调， 梅已彻底拒绝反对党

工党领导人科尔宾所提英国 “脱欧” 后

留在关税同盟的提议， 理由是英国 “必

须采取自主独立的贸易政策”。

另据报道， “脱欧” 倒计时之际，

英国政府也在紧锣密鼓地与第三国 “复

制” 相关贸易安排。 英国与瑞士 11 日

签署贸易协议， 以求在英国 “脱欧” 后

继续维持两国间现有的贸易优惠条件。

这一协议名为 “英国-瑞士贸易连续性

协议”， 尽可能复制现有的欧盟与瑞士

之间的贸易安排 ， 将在 2020 年 12 月

“脱欧” 协议规定的过渡期结束时生效。

若出现 “无协议脱欧”， 今年 3 月 29 日

“脱欧” 当天协议立即生效。

作为欧盟成员国， 英国受益于现有

的约 40 个欧盟贸易协议， 这些协议覆

盖全球 70 多个国家。

在欧盟层面上， 自上月底英国议会

将“脱欧”的皮球踢给欧盟，要求特雷莎·

梅与欧盟展开进一步谈判后 ，2 月 11

日，欧盟“脱欧”谈判代表巴尼耶和英国

“脱欧” 事务大臣巴克利在法国举行会

晤，讨论“脱欧”协议中有关爱尔兰边境

的“备份安排”。

7 日，特雷莎·梅曾前往布鲁塞尔会

晤欧洲国家领导人， 要求欧盟同意修订

先前其与欧盟达成的“脱欧”协议。 欧盟

委员会主席容克在会晤后表示， 欧盟不

会与英国就“脱欧”协议重新谈判。然而，

欧盟也做出一定让步， 称将听取英国的

看法， 并在尊重欧盟成员国的前提下考

虑重新讨论欧英政治宣言， 这为在规定

时间内有协议“脱欧”留下一线希望。

双方同意在未来几周内展开进一步

谈判， 努力寻求避免无协议 “脱欧” 的

解决办法。 消息人士称， 除巴尼耶与巴

克利在 11 日会晤外， 特雷莎·梅和容克

将在本月底再度会谈。

“脱欧”进入关键时期，特雷莎·梅也

正积极寻求国内的支持。上周，工党领袖

科尔宾与特雷莎·梅举行自 1 月议会否

决“脱欧”协议后的首次谈话。同时，科尔

宾发布致特雷莎·梅的公开信，称如果满

足工党有关“脱欧”的五项要求，那么作

为交换她将能获得工党的支持。

工党提出的五项要求包括 ： 一个

“永久和全面的欧洲关税同盟”、 与单一

市场的紧密结合、 英国工人的权利与保

护措施标准不落后于欧盟、 对未来英国

参与欧盟机构和融资计划的明确承诺，

以及有关未来英国安全的明确协议。

据 《卫报》 援引工党议员的消息，

为吸引工党议员的支持， 特雷莎·梅将

提出一项法案草案， 内容包括英国议会

将确保英国工人权利不落后于欧洲标

准。 这一内容也接近科尔宾提出的五项

要求中的一项。

”印度研究报告对有关项目的不实描述，
我外交部发言人称

7华社北京 2 月 12 日电 （记者温
馨） 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 12 日表示，在

与有关国家共建“一带一路”进程中，中

方从不强加于人、 也从未施加任何所谓

的“不可接受的条件”，每一个项目都是

有关各方平等协商的结果。

在当日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提到，

据《印度斯坦时报》报道，印度外交部一

份研究报告称“一带一路”倡议对各国施

加的不可接受的条件正招致严重反弹。

对此，华春莹在答问时说，印方报告中所

提到的几个项目情况都与事实严重不

符。 例如，巴基斯坦迪亚米尔-巴沙大坝

项目并没有被列入中巴经济走廊项目清

单。 尼泊尔西塞提水电项目是一个商业

项目， 有关企业正围绕经济可行性等具

体细节进行协商。 至于中国港湾公司被

孟加拉国政府列入黑名单事，据她所知，

也不符合事实。

她表示，目前，已经有 150 多个国家

和国际组织同中方签署了共建 “一带一

路”合作文件，一大批合作项目已落地生

根并开花结果， 为沿线国家经济社会发

展注入了强劲动力。 “一带一路”已经成

为广受欢迎的国际公共产品， 成为国际

合作的重要平台。共商、共建、共享是“一

带一路”建设的黄金法则。中方在与有关

国家共建“一带一路”进程中，始终坚持

平等、开放、透明，按照市场规律和通行

国际规则行事。“个别项目或许遇到暂时

的困难或问题，并不能改变‘一带一路’

合作对有关国家经济社会发展起到积极

促进的作用， 因此受到广泛欢迎的客观

事实。 ”华春莹说。

她表示， 今年， 中国将举办第二届

“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 中方期

待通过举办此次论坛， 与各方共同总结

共建“一带一路”进展，规划未来合作蓝

图，以期高质量、高水平、高标准地共建

“一带一路”。

马杜罗求助欧佩克；瓜伊多遭资产审查
本报讯 综合新华社消息，俄罗斯外

交部一名高级官员 11 日说，委内瑞拉局

势与叙利亚局势不同， 委内瑞拉政府没

有向俄方请求军事援助。

路透社 11 日披露的一封信件显示，

委内瑞拉政府希望石油输出国组织 （欧

佩克） 支持委方应对美国对委内瑞拉国

有石油企业的制裁。

委内瑞拉总审计长阿莫罗索 11 日

宣布，已正式启动对反对派成员、议会主

席瓜伊多进行资产审查的程序。

多家俄罗斯媒体以外交部拉丁美洲

司司长谢季宁为来源报道， 俄方一直与

总统马杜罗领导的委内瑞拉政府保持正

常工作接触， 委方迄今没有请求俄方提

供军事援助。

谢季宁敦促美方停止煽动委内瑞拉

军方领导人放弃支持马杜罗， 认定这一

举动是干涉委内瑞拉内政。

媒体记者问及如何比较委内瑞拉和

叙利亚局势，谢季宁说两者“大不相同”，

拒绝详细阐述。

俄罗斯联邦委员会、 即议会上院下

属捍卫国家主权委员会定于 12 日讨论

外部干涉他国主权事务案例， 委内瑞拉

驻俄大使和乌克兰前总理阿扎罗夫可望

出席。

路透社 11 日披露的信件显示，委政

府希望欧佩克支持委方应对美国对委内

瑞拉国有石油企业的制裁。 信件由马杜

罗写给欧佩克秘书长巴尔金多， 日期为

1 月 29 日，即美国对委内瑞拉石油公司

施加制裁的次日。

马杜罗在信中说， 美国非法干涉委

内瑞拉内部事务， 这一拉丁美洲国家正

作抗争，希望“欧佩克成员国及部长级会

议”给予委方充分支持。

欧佩克没有作出回应。 一名知情人

士告诉路透社记者， 欧佩克拒绝就委方

诉求发表任何正式声明。路透社报道，欧

佩克通常不愿介入涉及成员国的政治纠

纷。

自封“临时总统”的瓜伊多 11 日晚

在社交媒体“推特”上说，他的团队已经

收到首批“人道主义援助”物资。 “今天，

我们正把第一批人道主义援助转交 （委

内瑞拉）卫生中心协会”，援助物资包括

“营养品”。 瓜伊多没有提及援助物资来

自哪个国家或地区， 没有提及援助物资

如何进入委内瑞拉。

委内瑞拉总审计长阿莫罗索说，委

政府发现瓜伊多 “毫无理由地从国际机

构获得资金”。 他还被指控隐瞒或伪造

“申报财产声明中的数据”。

美国承认瓜伊多为 “临时总统”，宣

布准备向委内瑞拉运送“人道主义援助”

物资。马杜罗回应说，委内瑞拉境内没有

人道主义危机， 美方提议是为动摇委方

政府而“作秀”，委方禁止美方所谓援助

物资入境。

路透社报道，第一批美国“人道主义

援助” 物资 7 日由卡车运抵哥伦比亚靠

近委内瑞拉的边境城市库库塔。 瓜伊多

方面在库库塔设有 “援助物资接收点”。

按照路透社的说法， 没有迹象显示库库

塔的援助物资“离开仓库”。

委内瑞拉《国民报》报道，瓜伊多所

谓首批“人道主义援助”是他自封“临时

总统”前就运抵加拉加斯的物资，与他现

在“征集”的外国援助无关。 这批物资去

年 12 月在多个非政府组织和委内瑞拉

军方协调下抵达加拉加斯。

7华社微特稿 印度首都新德里市

中心的阿皮特宫酒店 12 日凌晨发生火

灾 ， 至少 17 人死亡 ， 包括一名儿童 ，

另有 4 人受伤。

阿皮特宫酒店高 5 层， 客房 35 间，

所处格罗尔巴格区遍布商铺和其他廉价

酒店。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旗下新闻网

站报道， 消防部门当天凌晨 4 时 30 分

接到火警电话。 酒店顶层最先起火， 火

往下蔓延， 底层和地下室没有遭灾。

消防部门出动 25 辆消防车， 火势

当天早晨得到控制， 救援持续数小时，

35 人获救。 格罗尔巴格区消防官员苏

尼尔·乔杜里说， 消防部门和医院方面

确认， 死亡人数为 17 人。 大多数人窒

息身亡， 一名妇女和一名儿童试图跳窗

逃脱时摔死。

法新社以一名消防员为消息源报

道， 走廊装修材料使用木质镶板， 容易

着火， 酒店客人难以经由走廊逃生。

一名官员在救援现场告诉媒体记

者， 初步调查显示， 电线短路可能是起

火主要原因。

（王逸君）

■本报驻华盛顿记者 张 松

11日，在瑞士伯尔尼，英国国际贸易大臣利亚姆·福克斯（左二）与瑞士经济部长居伊·帕姆兰（右一）签署协议。 7华社发

2017年6月19日，贝索斯（右一）等科技界人士参加了特朗普在白宫举办的一个

圆桌会议。 视觉中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