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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国会参议院19日晚未能通过
临时拨款法案，导致联邦政府非核心
部门从20日零时开始被迫暂时关闭。

近些年，联邦政府预算成为两党
政治博弈的焦点问题。“政府或将停
摆”的消息时常见诸报端。

美国政府“关门”，除了短期经济

冲击，还会造成长期政治影响。从经
济上看，非核心行政部门停摆，造成
联邦雇员被迫无薪休假，一些公共服
务被迫暂停，势必干扰美国经济。行
政部门因为党争周而复始地陷入“关
门”窘境，也是对美国政治信用的严
重透支。 （据新华社电）

国会通过临时拨款法案，特朗普面临党争缠斗

美国联邦政府重新
美国国会22日通过临时拨款法案，维持联邦政府运转三周。虽然持续三天的政府“关门”

尴尬暂告缓和，然而危机并未解除，“关门”危险或在三周后重现。
白宫和国会民主党人继续相互“甩锅”。众议院议长保罗·瑞安说，这场停摆“没有赢家”。

分析人士认为，特朗普就任总统才一年就遭遇政府“关门”尴尬，加之今年是中期选举之年，民
主、共和两党党争料将极为激烈，特朗普政府施政和美国政治长期走向都将面临严峻挑战。

美国国会参众两院当天分别以
81票支持、18票反对和266票支持、
150票反对的投票结果通过这项法
案。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晚些时候签
署该法案。

这项法案是美国国会民主、共和
两党妥协的结果。当天，参议院民主

党领袖舒默与参议院共和党领袖麦康
奈尔达成协议，同意就“童年抵美者暂
缓遣返”计划立法、军费开支、边境安
全、赈灾救助等争议内容恢复谈判。

法案通过后，联邦政府雇员23日
重返工作岗位。根据两党协议，双方
将继续谈判，争取在2月8日前就移

民等相关事项达成协议，通过长期预
算案，为政府拨款。

不过舆论认为，这并不意味问题
已经解决。民主、共和两党在移民等
问题上没有取得共识，双方或在三周
后重新面对无法达成协议、政府预算
难以通过的窘境。

媒体并不看好两党协商前景。
法新社23日述评，如果无法就移民
改革、美国与墨西哥边境“隔离墙”
等议题达成共识，到了2月 9日，两
党很可能发现它们重新陷入相似的
僵局。

这次政府“关门”风波发生在特朗
普执政刚满周年之际，预示新的一年
两党缠斗会愈演愈烈。需要看到的
是，今年还将举行中期选举，在国会两
院都占劣势的民主党定会竭力争取

“翻盘”。
分析人士认为，政府“关门”对两

党都无好处，而若连续出现，势必影
响民众对特朗普政府的评分。海国
图智研究院院长、暨南大学国际关系
学院教授陈定定指出，政府应在运行
的连续性和稳定性上向人民提供满
意答卷。

特朗普在执政首年试图废除奥巴
马医改、强推税改法案，如今希望强推
移民改革，容易引发自由派选民反

弹。《华盛顿邮报》、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等媒体所作民意调查显示，多
数民众表示，特朗普和共和党应为政
府停摆承担更多责任。

北京大学中美人文交流基地执行
副主任王栋认为，今年中期选举结果
会对特朗普今后执政产生重大影响。
不过，目前看来，这次政府“关门”风波
对特朗普整体执政氛围影响不大，尚
不能断定共和党将在中期选举中将相
对优势拱手让出。

国会众议院议长、共和党人保罗·
瑞安告诉议员们，这场停摆根本不该
发生。

华盛顿自由灯塔网站22日援引
瑞安的话报道：“我知道这件事将告一
段落，使人们大大松了一口气。这次
停摆没必要发生。我想讲清楚，今天，
这里没有赢家。”

一些政治分析师解读，美国政治
极化程度不断加深，国会两党不愿寻
找中间方案并将党派斗争凌驾于国家

利益之上，以政府停摆为代价，围绕拨
款法案投入博弈，结果待定。

DACA计划由民主党籍总统贝
拉克·奥巴马在任时推出，允许暂缓
遣返2007年以前进入美国的16岁
以下非法移民。这一群体大约80万
人，在美国获称“追梦人”，多数是拉
丁美洲裔。特朗普去年9月废除这
一计划，国会有6个月“过渡期”制定
替代方案。

依照美国法律，联邦政府停摆只

影响非核心部门的运营，军队、国会、
边防、公共安全、狱警、空中交通调
度、印钞造币等核心部门或职能不受
冲击。

同时，白宫行政管理和预算局往
年数据显示，国家航空航天局、环境保
护署、劳工部、内政部、财政部、能源
部、卫生与公众服务部等部门遭受最
大冲击，被迫歇工的人员超过这些部
门和机构雇员总人数的50%。

（综合新华社北京1月23日电）

值得担忧的是，“201调查”并非
是特朗普政府首次复活过时贸易救
济工具的尝试，这只是其贸易保护

“组合拳”中的一拳而已。
美国商务部22日宣布，商务部长

罗斯已正式向特朗普总统提交有关进
口铝产品是否损害美国国家安全的调
查报告。这一调查援引美国《1962年
贸易扩展法》第232条款，也被称为

“232调查”。特朗普预计将在90天内
依据报告决定采取何种贸易救济措施。

美国目前还正在对中国知识产
权领域行为发起“301 调查”。与

“201调查”一样，“301调查”也来自
《1974年贸易法》，单边主义色彩同样
浓厚。此前，特朗普接受采访时说，
美国将在结束调查后考虑实施重罚。

分析人士预计，特朗普政府可能
采取的贸易制裁措施包括加征关税、

限制投资、收紧对华出口管制等。
此外，美国商务部去年11月对

从中国进口的通用铝合金板自主发
起“双反”调查，这是25年来美国商
务部首次自主发起的贸易救济调
查。鲍恩表示，这些措施释放出了

“激进信号”，显示美国政府实施进
口保护的倾向。对此，中国政府多
次表态，美国采取的单边主义做法、
发出的单边主义声音，是对多边贸
易体制前所未有的挑战。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此前表
示，中美经贸关系本质上是互利共赢
的，作为世贸组织的重要成员，中美双
方都应维护世贸组织规则的权威性，
共同完善以世贸组织为核心、以规则
为基础、公平开放的多边贸易体制。

（据新华社华盛顿1月22日电
记者 金旼旼 高攀）

在洗衣机领域，提请政府发起
“201 调查”的是美国制造商惠而
浦。惠而浦占据美国洗衣机市场份
额超过三分之一，近年来持续面临来
自韩国LG和三星公司的竞争压力。
为保持市场地位，惠而浦分别在
2011年、2013年、2015年和2017年
向美国政府提出贸易保护请求。

征收“保障性关税”后，韩国企业
所受冲击预计最为严重。对此，LG

公司表示，“这是一个教科书式的案
例”，揭示了“某些公司如何利用贸易
法来实现他们无法在市场上实现的
成就”。

在光伏产品领域，申请发起“201
调查”的是美国两家濒临破产或已经
破产的企业。

美国太阳能工业协会主席阿贝
盖尔·霍珀22日说，“201调查”不会
让这两家企业维持下去。“在这一案

件中，关税不能创造满足美国需求的
太阳能电池或组件制造业……只会
令我们经济中曾欣欣向荣的一个行
业遭遇危机，令数十万辛勤工作的美
国工人丢掉工作。”

市场研究公司GTM表示，限制
进口光伏电池及组件可能给美国太
阳能市场造成“毁灭性”打击，在今后
5年内或将导致三分之二的太阳能板
安装计划取消。有分析人士认为，由

于美国太阳能下游产业严重依赖进
口廉价太阳能电池产品，“201调查”
可能导致太阳能发电价格上升，阻碍
美国太阳能产业的发展。

就这两项“201调查”，鲍恩表示，
首先受害的将是美国经济，“对美国消
费者来说，进口限制措施将导致洗衣
机和光伏产品价格上涨”。同时，鲍恩
认为，此举可能引发他国实施报复措
施，甚至可能将美国诉至世贸组织。

“201调查”，源自美国《1974年
贸易法》第201条，也称“全球保障措
施调查”。该条款规定，当某种商品
进口数量激增，给美国产业造成严重
损害，或形成严重威胁时，美国总统
可以通过关税、配额等措施限制进
口、保护本国产业。

与世界贸易组织框架下的反倾销
关税不同，“201调查”中的“保障性关
税”不针对具体国家，而是针对某进口
产品类别，目的是保护国内特定行业
或企业。调查中，美国政府集警察、检
察官、法官等多重角色于一身，缺乏客
观性和公正性，单边主义色彩很强。

世贸组织成立后，美国政府逐渐
把这一诞生于冷战时期的贸易救济
工具束之高阁。

据美国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
高级研究员查德·鲍恩统计，1974年
以来，美国总计发起过74次“201调
查”。其中，80％发生在1985年之

前。2001年以来，美国从未启动过
“201调查”。

统计显示，即便在先前的74次调
查中，美国仅在19起调查中最终出台
贸易救济措施。如今，美国贸易代表办
公室仅22日一天就宣布了针对洗衣机
和光伏产品的两项贸易救济措施。

美国贸易代表办
公室22日宣布，经总
统特朗普批准，动用
尘封已久的单边主义
贸易救济工具“201
调查”，对进口洗衣机
和光伏产品加征“保
障性关税”。

有迹象显示，这
很可能只是特朗普政
府一系列单边主义贸
易保护措施的开端，
美国正准备开打贸易
保护“组合拳”。分析
人士指出，合作共赢
已经成为国际社会的
普遍共识，而美国单
方面贸易保护举动公
然与此相悖，其后果
令人担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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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日，在华盛顿国会山，参议员苏珊·柯林斯（中）被记者包围。 新华社发

“关门”窘境透支美国政治信用

据新华社日内瓦1月22日电（记者凌馨）总
部位于日内瓦的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贸发会
议）22日发布报告说，2017年，中国吸引外国直
接投资1440亿美元，创历史新高，中国继续成为
吸引外资最多的发展中国家，也是继美国之后全
球第二大外资流入国。

贸发会议当天发布的《全球投资趋势监测报
告》显示，去年全球外国直接投资总额较上一年下
降16％，至1.52万亿美元。

报告显示，发达国家2017年外国直接投资较上
一年下降27％，是去年全球外国直接投资减少的主
因。其中，欧洲地区下降27％，北美地区下降33％。

据初步统计，2017年流入发展中经济体的外
国直接投资保持稳定，为6530亿美元，比2016年
增长2％。其中，亚洲发展中经济体吸引外国直
接投资总额增长2％至4590亿美元，使得亚洲超
过欧盟和北美，重新成为全球最大外资流入地区。

联合国报告：

2017年中国吸引外资
总额创历史新高

据新华社华盛顿1月22日电（记者朱东阳
刘晨）美国白宫发言人桑德斯22日在记者会上表
示，美国敦促土耳其在针对叙利亚的军事行动和
言论中保持克制，并确保其军事行动被限定在一
定范围和时间内，避免造成平民伤亡。

桑德斯说，美国呼吁叙利亚问题有关各方将
焦点放到打击极端组织“伊斯兰国”、在冲突区降
低和解决冲突、保护无辜平民这三方面上。

她说，美国理解土耳其的安全担忧，并愿和
土方在北约框架下合作，但阿夫林不断增长的暴
力活动打破了该地区的相对稳定局势，也干扰了
国际社会清剿“伊斯兰国”组织的行动。极端组
织可能利用这个机会重建势力范围，叙境内的人
道主义灾难也可能进一步加剧。

白宫喊话：

土耳其应在叙军事行动中
保持克制

美国副总统迈克·彭斯22日在以色列议会发
表演讲时确认，美国驻以色列使馆将在2019年底
前完成搬迁。

特朗普上月宣布承认耶路撒冷为以色列首
都，并将启动美驻以使馆从特拉维夫迁往耶路撒冷
的进程。特朗普的做法已经遭国际社会普遍反对。

针对美国副总统的最新表态，内塔尼亚胡对
特朗普的决定表示感谢，称以美关系“从未如现在
这般强劲”。

巴勒斯坦国总统马哈茂德·阿巴斯的发言人
纳比勒·阿布·鲁代纳则说，希望美国政府不再做
出导致局势升级的举动。

以色列议会中，一些阿拉伯议员对彭斯22日
的演讲表示不满。联合阿拉伯联盟领导人艾曼·奥
达在这场演讲前把彭斯称为“危险的种族主义者”，
强调他所在的党派有权抵制这番演讲、不会成为议
会中“沉默的背景声”。据美联社22日报道，因举
起带有“耶路撒冷是巴勒斯坦首都”字样的标语、在
彭斯演讲时起哄，一些议员被赶出议会。

包雪琳（新华社专特稿）

美副总统证实：

明年底前完成
驻以色列使馆搬迁

1月22日，在瑞士达沃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总裁拉加德出席记者会。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22日发布报告，
将今明两年全球经济增长预期较去年10月的预
测值均上调0.2个百分点至3.9%。 新华社发

IMF上调今明两年全球经济增长预期

1月23日，在菲律宾阿尔拜省，马荣火山喷
发出火山灰。

马荣火山位于菲律宾吕宋岛东南部的阿尔拜
省，距菲首都马尼拉约330公里，海拔约2400
米，是菲境内最活跃的火山之一。 新华社发

菲律宾马荣火山持续喷发

动用尘封已久的单边主义贸易救济工具“201调查”

美贸易保护 后果堪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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