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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华盛顿2月18日电（记
者孙丁 徐剑梅）美国多地18日举行
示威活动，抗议总统特朗普宣布南部
边境出现“国家紧急状态”以绕过国
会筹集更多资金用于美墨边境修建
隔离墙。

当天上午，数百名抗议者聚集在
白宫北侧拉斐特广场，其中不少人举
着“叫停假紧急状态”“我们与移民同
在”等标语，他们还不时高喊口号，抨
击特朗普政府移民政策。

来自马里兰州的抗议者迪克·
纽曼表示，特朗普动用行政权力筹
款“造墙”不符合美国宪法规定，修
建隔离墙没有必要，更谈不上紧
迫。此举纯粹是为了巩固保守派阵
营的支持。

据组织者介绍，类似的示威活动
当天还在纽约、芝加哥、洛杉矶等多
地举行，吸引了数十万人参加。

为绕过国会筹集更多经费用于
在美墨边境修建隔离墙，特朗普15
日动用行政权力签署公告，宣布美国

南部边境出现“国家紧急状态”。
此举遭到民主党人的强烈反对，

他们指责特朗普侵犯美国宪法赋予
国会的“财权”，不少共和党人也担忧
特朗普创下“糟糕先例”。

在美墨边境修建隔离墙以遏制
非法入境、毒品走私等行为是特朗
普竞选总统时的承诺，也被美国舆
论视为他稳固“票仓”、寻求连任的
重要政治筹码。但在民主党看来，
隔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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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一直拒
绝将特朗普要求的修墙经费纳入政
府拨款案中。

特朗普15日签署一份政府拨款
法案，但这份由共和、民主两党共同制
定的拨款案仅批准不到14亿美元用
于在美墨边境指定地区新修约90公
里的“隔离物”，远低于特朗普此前要
求的拨款57亿美元和修建超过300
公里的“边境墙”，这成为特朗普单方
面采取行动筹款“造墙”的“导火索”。

特朗普宣布“紧急状态”寻求建墙资金惹众怒

美国16州状告特朗普紧急状态令
美国16个州的政府18日联合提起诉讼，指控总统唐纳德·特朗普15日宣布

国家紧急状态违反宪法，希望法院禁止这一政令生效。

当天正值美国法定节日“总统
日”。原告以加利福尼亚州总检察长
泽维尔·贝塞拉为代表，在一份声明中
说：“在总统日这一天，我们把特朗普总
统告上法庭，阻止他滥用总统职权。”

贝塞拉告诉美国有线电视新闻
网记者：“我们准备尽力阻止总统违
反宪法和分权原则、窃取国会依法划
拨给美国民众和各州政府的资金。”

在向加州北区联邦地区法院递
交的起诉书中，原告指认特朗普企
图挪用军队经费，沿美国与墨西哥

边界建造“隔离墙”，可能损害各州
经济，妨碍州内军事基地升级设
施，甚至危害边境州的野生动植
物。原告声称以保护美国民众、公
共安全、自然资源和经济利益免受
损害为诉讼目的。

加州以外，科罗拉多、康涅狄格、
特拉华、夏威夷、伊利诺伊、缅因、马里
兰、密歇根、明尼苏达、内华达、新泽西、
新墨西哥、纽约、俄勒冈和弗吉尼亚的
总检察长加入状告共和党籍总统的行
列。这16名总检察长同为民主党籍。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这是
特朗普国家紧急状态令遭遇的最新
挑战。

特朗普15日宣布南部边境进入
国家紧急状态，理由是毒品走私和非
法越境泛滥，威胁边境安全。美国民
权联盟、生物多样性中心等非营利团
体随即分别宣布提起诉讼，指控紧急
状态令违反宪法、侵害公民财产权，核
心理由是特朗普企图绕过国会正常拨
款程序，挪用拨给其他项目的经费，用
以建造隔离墙。

依据美国《国家紧急状态法》，总
统有权以国家紧急状态为由，援用某
些法定职权、调用部分联邦政府资
金。只是，就何种情形足以构成“国
家紧急状态”，法律没有作明确解释，
总统有较为宽泛的裁量权。

一些美国法律专家因而认为，仅
从紧急状态的法律依据角度质疑总
统政令合法性，官司可能比较难打。

贝塞拉17日和18日接受电视采
访时说，准备用特朗普本人的言辞作
为证据。起诉书写道：“总统自己承
认，宣布紧急状态没有必要。联邦政

府的数据证实，南部边境没有出现构
成修筑边境墙理由的国家紧急状况。”

美国媒体报道，联邦政府机构的
数据显示，大多数毒品在货物进出口
岸截获，而非由非法越境者携带；美
墨边界近十年来非法越境频次呈下
降态势。特朗普15日在白宫记者会
上说，修筑边境墙是“为长远考虑”，

“原本不需要这么做”。
宣布国家紧急状态涉及武装部队，

特朗普是否有权把部分“军费”转用于
修墙，将是这场官司另一个焦点。代理
国防部长帕特里克·沙纳汉说，他将着

手研究哪些军队项目资金可以调用以
及修筑边境墙是否有必要动用军队。

按照特朗普颁布的政令，政府准
备从国会拨给国防部的打击毒品专
项资金中调用25亿美元，从军队建
筑项目经费中调用36亿美元，以筹
措特朗普想要的筑墙经费。一旦如
愿，加上国会13.75亿拨款，总额将超
出特朗普向国会索要的57亿美元。

另外，特朗普先前在社交媒体暗
示，如果官司打到最高法院，他仍会
是最后赢家。最高法院现任大法官
中，“保守派”占据多数。

特朗普的紧急状态令不仅受到
州政府和民间团体挑战，在国会可能
遭遇民主党阻击。

民主党正酝酿推动众议院通过
一项决议，终止紧急状态令。不过，
决议须通过共和党掌控的参议院，最
后交由特朗普签署生效。

白宫移民政策顾问斯蒂芬·米
勒有言在先：假如国会通过终止紧
急状态令的决议，特朗普将第一次
动用总统否决权，阻止决议生效。

特朗普想要57亿美元筑墙经费，
民主党人掌控国会众议院，坚决反
对。双方争执不下，导致财政拨款程
序停滞，四分之一联邦政府部门去年

12月下旬至今年1月下旬“关门”35天。
两党本月11日达成原则性协

议，民主党同意拨款13.75亿美元
用于筑墙，与特朗普的目标相距甚
远，促发他宣布紧急状态。

曾经任职美国司法部的法学专
家罗伯特·切斯尼说，国家紧急状态
依法可持续一年，而后自动终结，除
非总统提前90天宣布延长有效期；
国会每半年一次审议，决定是否通
过终结紧急状态的决议。

按照米勒所说，特朗普有意在
下一个财政年度结束、即明年9月
30日以前完成筑墙工程。

沈敏（新华社专特稿）

抗议特朗普动用行政权力筹款“造墙”

美国多地举行示威活动

2月15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华盛顿白宫发表讲话。 新华社/美联

2月18日，在美国芝加哥，人们参加反对特朗普边境安全政策的游行。 新华社记者 汪平 摄

昂山素季说
“一带一路”对缅甸有益

新华社仰光2月18日电（记者庄北宁）缅甸
实施“一带一路”指导委员会18日召开首次会议，
委员会主席、国务资政昂山素季在会上表示，“一
带一路”建设对缅甸乃至整个地区都有益。

昂山素季当天在会议上致辞说，众多国家参
与中国发起的“一带一路”倡议，“一带一路”不仅
涵盖基础设施建设，而且涵盖领域广泛，缅甸地处

“一带一路”沿线，对缅甸和整个地区来说，参与
“一带一路”都是有益机遇。

委员会副主席、缅甸第一副总统敏瑞说，缅方
要研究其他国家参与“一带一路”的经验，选择有
益项目，为了更好管理实施“一带一路”项目，在实
施过程中，缅方各相关机构应加强沟通协商。

缅甸去年成立实施“一带一路”指导委员会，
根据缅方通告，成立这一委员会旨在更好落实“一
带一路”倡议下共建中缅经济走廊的相关事务。

新研究发现中国等国
植树造林的固碳贡献大
世界上超过半数的碳汇归功于
不足140年的“年轻”森林而非热带雨林

据新华社华盛顿2月18日电（记者周舟）发
表在新一期美国《国家科学院学报》上的一项研究
指出，世界上超过半数的碳汇归功于不足140年
的“年轻”森林而非热带雨林。这表明，中国等国
的植树造林活动对固碳具有重要作用。

森林被广泛认为是重要的碳汇，可以捕获和
储存大气中的大量二氧化碳。此前科学界主流
观点认为，热带雨林在吸收温室气体方面发挥较
大作用。

英国伯明翰大学的研究人员利用计算机建模
方法，计算出2001年到2010年间原始森林的碳
吸收量，并将其与新造林进行比较。新造林所在
区域此前可能经受了农业生产或伐木等人类活
动，或遭遇山火等自然灾害。结果发现，新造林吸
收的二氧化碳超过了原始森林。

研究显示，新造林之所以能吸收大量二氧化
碳，除了大气中二氧化碳增加所带来的“肥料效应”
外，树龄较短才是碳吸收增加的主要原因，而且这一

“树龄效应”贡献了森林吸收二氧化碳总量约25%。
英国《自然·可持续发展》杂志日前发布的一

项研究显示，美国航天局卫星数据表明，全球从
2000年到2017年新增的绿化面积中，约四分之
一来自中国，原因是中国在植树造林和集约农业
等方面有突出表现。

2月18日，在埃及开罗，人们在爆炸现场互
相安慰。

埃及内政部18日晚发表声明说，埃及首都开罗
老城区当晚发生一起爆炸，造成两名警察和一名恐
怖分子死亡。声明说，这名恐怖分子在被警方抓获后
引爆了爆炸装置，还有3名警察受伤。 新华社/路透

埃及首都开罗发生爆炸
致3死3伤

马尔代夫刑事法院下令

羁押前总统亚明
新华社科伦坡2月18日电（记者唐璐 朱瑞

卿）马累消息：据马尔代夫媒体报道，马尔代夫刑
事法院18日下令将前总统阿卜杜拉·亚明羁押，
直至法庭针对其洗钱案件审理结束。

报道说，在马尔代夫最高检察官上周指控亚明
涉嫌洗钱后，亚明18日下午在马尔代夫刑事法院出
庭。在案件审理期间，检方要求刑事法院将亚明羁
押，以避免他有机会对不利的证据施加影响。主审法
官批准了检方关于羁押亚明直至审判结束的请求。

报道还说，刑事法院已冻结亚明在当地银行
所持有的储蓄额近650万美元的账户。但亚明否
认自己有任何不当行为，并就此提出上诉。

亚明2013年11月至2018年11月任马尔代
夫总统。

官司怎么打

原告为何恼

僵局能否破

欧洲联盟委员会主席容克“强烈暗示”

英国可推迟“脱欧”
欧洲联盟委员会主席让-克洛德·容克18日

向英国发出“强烈暗示”：可以推延原定3月29日
英国正式退出欧盟的日子，以求英欧未来关系谈
判达成理想结果。

容克接受德国《斯图加特日报》采访，以委婉
但含义明确的方式提出建议：“是不是要求延长
（谈判）时间，取决于英国。假如对方提出这种要
求，欧洲这边没有人会反对。”采访19日见报，18
日先行由网站刊载。

至于推迟多久，容克说他“脑中没有时间
表”。他认为难以预测谈判前景：“谈到英国‘脱
欧’，就像面对法庭审理或者身处公海海域，只能
听从上帝安排。” 沈敏（新华社微特稿）

据新华社加拉加斯 2月 18日电
（记者王瑛 徐烨）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
18日发表讲话，谴责美国总统特朗普
当天发表的对委干涉性言论，要求美国
立即停止对委“发号施令”。

委内瑞拉困局难解，军方态度至
关重要。马杜罗依然掌握军队领导
权。马杜罗 18日发表电视讲话，回
击特朗普。

“谁是（委内瑞拉）武装部队的统
领，是身在迈阿密的特朗普吗？”马杜
罗说，“他们自以为是这个国家的主
人吗？”

马杜罗前不久接受美联社采访
时说，只要特朗普不插手，委内瑞拉
坐拥全球最大石油储量，经济状况会
很快改善。

马杜罗说，特朗普的讲话体现了完
全的“白人至上主义”，但委内瑞拉仍将

坚持多元化思想。
他谴责特朗普“自认为是委内瑞拉

的主人”并“直接从迈阿密向委内瑞拉
武装部队下达命令”，企图军事干预和
控制委内瑞拉。委军队将用“士气”“团
结”和“真相”来回应特朗普的言论。

委内瑞拉外交部长阿雷亚萨表示，
特朗普的论调体现了明显的冷战思维，
美国不合时宜的对外政策将遭受失败。

委外交部当晚发表声明说，美国
再次对委进行军事威胁违反《联合国
宪章》，委国内发生的任何动乱都将
由特朗普政府负责。声明说，委政府
要求美国立即停止对委的单方面干
涉行动。

古巴外交部长布鲁诺·罗德里格斯
认定，特朗普的言论是“冒犯”，以军事
侵略威胁委内瑞拉，“人道援助只是战
争幌子”。

据新华社华盛顿2月18日电（记
者朱东阳 刘品然）美国总统特朗普
18日说，美国寻求委内瑞拉权力的和
平交接，但仍保留“所有选项”。

特朗普当天在佛罗里达州迈阿

密市对委裔美国人团体发表讲话
时作出上述表示。他还对委内瑞
拉议会主席、反对党领导人瓜伊多
表示支持，并威胁委军方若继续支
持马杜罗政府，委内瑞拉将“失去

一切”。
美国国际开发署署长马克·格林

此前一天表示，应瓜伊多要求，美国对
委援助物资正被运往哥伦比亚和委内
瑞拉边境，后续还会有更多物资抵达

该地。委政府已拒绝接受援助并要求
美国取消对委制裁。

据美国媒体报道，超过10万委内
瑞拉人和委裔美国人生活在佛罗里达
州南部，特朗普希望借此次演讲在他

们中间拉票，为参选2020年总统选举
做准备。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
19日说，美国总统特朗普对委内瑞拉
军方的表态可被视为一种威胁。

特朗普说对委内瑞拉保留“所有选项”
威胁委军方若继续支持马杜罗政府，委内瑞拉将“失去一切”

马杜罗要求特朗普停止对委内瑞拉“发号施令”

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在新闻发布会上讲话。 新华社/路透

1 月 23 日，委内瑞拉
反对派领袖瓜伊多自我宣
布为委“临时总统”，要求
重新举行大选。

美国及一些拉美国家
立即对瓜伊多表示支持。

为逼迫委总统马杜罗
下台，美国不断加大对委
内瑞拉制裁力度，美国总
统特朗普甚至威胁不排除
对委进行军事干预。

(据新华社加拉加斯
2月18日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