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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会众议院以354票支持、60票反对通过决议，反对美军从叙利亚撤离并要求土耳其停火

特朗普致信埃尔多安劝诫“别犯傻”

美国会参议院批准
巴雷特出任空军部长

新华社华盛顿10月16日电（记者孙丁 刘
阳）美国国会参议院16日批准总统特朗普对芭芭
拉·巴雷特出任美国空军部长的提名。

巴雷特现年68岁，今年5月被特朗普提名出
任空军部长。巴雷特就职后将成为美国第25任
空军部长。

在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上月举行的提名听证会
上，巴雷特表示，如果成为空军部长，她将继续对
空军现代化和先进战力进行投入，并把成立独立
太空军作为工作重点。

巴雷特曾任美国联邦航空局副局长、美国航
空航天公司主席、美国驻芬兰大使等职，还曾在哈
佛大学任教。

美国空军部长属于文职，受国防部长指挥。

3名美国外交官
在俄涉嫌违法出行

新华社莫斯科10月17日电 俄罗斯外交部
16日证实，3名美国驻俄外交官日前试图乘火车
前往俄西北部一座限制外国人访问的城市时，被
俄方有关工作人员发现并赶下火车。

国际文传电讯社报道说，14日，美国驻俄使
馆3名武官在俄阿尔汉格尔斯克州的尼奥诺克萨
村登上一列开往北德文斯克市的火车。车上工作
人员在检查证件时发现3人没有访问北德文斯克
的许可，便将他们带下火车，随后释放。

新华社莫斯科10月17日电 俄
罗斯国防部17日发布公告说，俄军当
天在国内多地举行的大规模战略核
力量演习期间实施了洲际弹道导弹
和巡航导弹的实弹发射。

塔斯社援引公告报道说，俄战略
火箭军的车载“亚尔斯”导弹系统从俄

西北部的普列谢茨克发射场向远东堪
察加半岛上的库拉靶场发射了洲际弹
道导弹。俄北方舰队和里海舰队水面
舰艇分别从巴伦支海和里海水域向岸
上目标发射了“口径”巡航导弹。

公告说，本次导弹发射演习是在“雷
霆—2019”战略核力量演习框架内进行

的，由俄武装力量最高统帅普京领导。
俄国防部14日说，“雷霆—2019”

战略核力量演习于15日至17日在俄
多地举行。演习共动用 1.2 万名军
人、213具战略火箭军发射装置、包括
5架战略轰炸机在内的105架飞机、
15艘水面舰艇、5艘导弹核潜艇和

310辆作战及特种车辆。演习期间计
划发射16枚弹道导弹和巡航导弹。

近年来，俄罗斯不断加快军队现代
化建设，重点进行战略核力量的武器装
备现代化升级。俄国防部长绍伊古今
年1月表示，加强战略核力量战斗力是
俄今年军事建设的主要任务之一。俄

总统普京今年5月表示，目前俄军战略
核力量现代化武器装备率已经达到
82％。他表示，考虑到美国退出《中导
条约》等因素对全球安全形势的消极
影响，俄罗斯必须发展基于突破性技
术的现代化武器系统，确保国际战略
力量平衡，保护本国免受外部威胁。

俄军在大规模战略演习中发射洲际弹道导弹

美国会众议院16日以354票支持、60票反对通过一项决议，反对美军从叙利亚撤离并要求土耳其停火。白宫当日发布总统唐纳德·特朗普
写给土耳其总统的信，以证明特朗普没有为土耳其越境打击叙利亚库尔德武装亮“绿灯”。

多名美国高级官员同一天赴土耳其斡旋，敦促土方停止在叙利亚的“和平之泉”军事行动。特朗普威胁，如果谈判破裂，将对土耳其施加“毁灭性制裁”。

特朗普 10 月 9 日、即“和平之
泉”启动当天给土耳其总统雷杰普·
塔伊普·埃尔多安写信，试图劝说对
方改变越境打击库尔德武装的想
法。他写道，“不要做一个强硬的
人”，“别犯傻”。

法新社报道，特朗普给埃尔多安
的信措辞不讲外交礼节，开头就恐吓
对方。“让我们做个不错的交易！”他写
道：“你不愿为屠杀数以千计民众承担
责任，我同样不愿为摧毁土耳其经济

承担责任。”
他自认为试图解决埃尔多安面临

的难题，对方因而不应该“让世界失
望”。“如果你恰当、人道地处理这件
事，历史会记得你的好……”

土耳其认定叙利亚库尔德武装
是土耳其境内反政府武装“库尔德
工人党”的分支、是“恐怖组织”，9
日派兵进入叙利亚，投入空中和地
面作战。

特朗普在土方发起军事行动前决

定让美军撤离叙利亚东北部，招致美
国一些国会议员严厉批评。国会众议
院16日以354票支持、60票反对通过
一项决议，反对美军从叙利亚撤离并
要求土耳其停火。决议说，白宫应该
制定一份“彻底击败”极端主义组织

“伊斯兰国”的计划。
路透社报道，特朗普公开写给埃

尔多安的信是为自己辩护，以证明他
没有给土耳其在叙利亚的军事行动
亮“绿灯”。

美国副总统迈克·彭斯、国务卿迈
克·蓬佩奥和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
罗伯特·奥布莱恩16日赴土耳其首都
安卡拉，施压土方立即停火。

特朗普在他们启程前说，美国处
于优势地位，相信与土方的谈判会成
功。“如果谈判破裂，多项制裁、关税以
及我们正在施加和将要施加的举措将
毁灭性地打击土耳其经济。”

特朗普14日宣布制裁土耳其，包
括加征关税、暂停贸易谈判。财政部
同一天说，美方已经制裁土耳其能源、
国防和内政部长。

财政部长史蒂文·姆努钦16日
说，美方对土方的制裁对象包括土耳
其国防部和能源部，还可能扩展至其
他部门。财政部向彭斯和蓬佩奥提供
一份清单，列出美方将要施加的多项

制裁举措。
姆努钦否认制裁力度不够，说财

政部已经采纳共和党籍参议员林赛·
格雷厄姆提议的一些措施。

土耳其无惧美方制裁，拒绝停止
在叙利亚的军事行动。路透社以土耳
其总统发言人为消息源报道，土耳其
正准备报复。

包雪琳（新华社专特稿）

否认亮“绿灯”

威胁加制裁

16日，在土耳其安卡拉，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在议会发表讲话。新华社/美联

菲律宾发生6.3级地震
至少3人死亡

菲律宾当局17日说，菲律宾南部棉兰老岛16
日晚发生6.3级地震，至少3人死亡，数十人受伤。

地震致使棉兰老岛中部电力和通信中断，一
些建筑物出现裂缝。

菲律宾国家抗灾署发言人马克·坦巴尔说，受
地震影响，南达沃省马格赛赛镇山体滑坡，2人死
亡，18人受伤；各地多处建筑物受损，包括购物中
心、学校和政府建筑。

震中北哥打巴托省图卢南市市长勒埃尔·林
邦岸说，一名7岁女孩因房屋倒塌丧生。

菲律宾火山地震研究所说，东达沃省17日晨
大约5时发生5.3级地震，不是余震，暂时没有人
员伤亡报告。

菲律宾位于地震活跃的环太平洋火山地震
带，地震和海啸等灾害频发。

刘江（新华社微特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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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城施策力求平稳过渡

在改革完善LPR形成机制的过
程中，为确保区域差别化住房信贷
政策有效实施，人民银行明确了个
人住房贷款利率调整相关事项。个
人住房贷款利率要同时受央行的房
贷利率底线、当地LPR加点下限、银
行浮动加点三方面因素影响。

央行8月25日发布公告称，首
套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利率不得低
于相应期限贷款市场报价利率，二
套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利率不得低
于相应期限贷款市场报价利率加
60个基点。

随后，各地按照“因城施策”原
则，陆续制定本地区利率定价基准
转换方案，市场利率定价自律机制
确定了当地LPR加点下限，利率定
价基准切换前后房贷利率下限保持
基本稳定。

网尚研究机构市场总监刘蕊分
析认为，“换锚”后，不同地区、不同
客户和不同时期房贷利率会有所差
别，更能体现“因城施策”。

据了解，目前全国各省市已按
照公告要求明确本地区个人住房贷
款利率政策下限。新发放商业性个
人住房贷款利率调整转换工作平稳
有序，转换前后利率水平保持基本
稳定。

首套房月供微调

记者走访北京、上海、南京、深
圳等地多家楼盘、中介机构发现，购
房者对房贷利率定价新机制落地表
现得较为淡定。

“感觉房贷利率还会保持稳
定，对于我们购房者来说，主要根
据自身需要选择何时出手买房，并
未过多考虑利率变化带来的影
响。”在上海浦东新区有购房打算

的市民孙女士表示，尽管银行房贷
利率定价机制发生改变，但对于自
身影响不大。

打算在深圳购买首套房的郭女
士给记者算了一笔账：当前招商银
行深圳分行执行的首套房贷利率是
5年期LPR基础上加30个基点，即
5.15%，较定价调整前上浮了0.5个
基点。“400万元的房贷，按照30年
等额本息方式计算，每个月只比新
政策执行前多还12.3元，其实变化
不大，我还可以接受。”郭女士说。

江苏一家国有大行人士告诉记
者，结合住房信贷政策要求和贷款
风险状况调整后，江苏多地的房贷
利率位于旧政策的利率区间内，变
化不大。9月公布的5年期LPR没
有调整，目前银行执行的房贷利率
和节前基本保持一致。

工商银行北京分行房金部相关
业务负责人钟辉告诉记者，央行公
告发布后，一线员工积极做好客户

咨询服务，研究梳理了政策宣传素
材、客户问答题库等，目前房贷申请
人对于政策的理解度和接受度较
高，房贷利率定价基准转换政策落
实工作进展顺利。

银行定价基准
切换运行平稳

作为“换锚”落地的第一天，不
少人担心要多久后才能放款，会否
出现排队等放款的情况。

记者从工行、农行、中行、建行、
邮储、中信、招商等多家商业银行了
解到，目前大多数银行已做好相关
准备工作，可以实现新发放个人住
房贷款利率定价基准平稳转换。

自央行发布相关公告以来，各
商业银行加快做好合同调整、系统
改造、员工培训等工作，保障10月8
日全面正式转换顺利实施。

建设银行相关人士介绍，该行
制定了房贷利率调整的业务实施细
则，及时向分行进行了传导部署，借
款合同修订、系统改造升级等工作
已经全部调整到位。工商银行相关
人士表示，已经指导一线业务人员
和业务管理人员熟悉掌握了新的管
理要求、业务流程和系统操作方法，
目前各分行培训工作已经完成。

“办理房贷过程中涉及办理抵
押登记等手续，各地区具体办理手
续有差异，快的地区三天内可以放
款。”江苏银行相关负责人表示，具
体的办理进度、审核状态、放款时间
还要与经办的客户经理确认。

易居研究院智库中心研究总监
严跃进表示，房贷利率变化以追求
平稳导向为主，目前各家银行已根
据自身实际情况确定了个人住房贷
款加点要求，跟定价基准转换前相
比，实际利率变化幅度不大，总体上
保持和9月份的利率相对持平的态
势，这也有助于房贷申请者接受新
的定价模式。

（据新华社电）

长沙出台既有多层住
宅增设电梯细则

每部电梯一次性
补助10万元

为老旧小区楼梯房增设电梯
的呼声近年来越来越高，成为一
大民生热点。记者近日从长沙市
住建局获悉，长沙市近日出台既有
多层住宅增设电梯办理细则，简化
既有多层住宅增设电梯办理流
程。对验收合格的项目，将一次性
给予每部电梯10万元的补贴，并
且申报过程中不收取报建等相关
费用。

据了解，既有住宅增设电梯，
涉及住建、规划、质监、消防等10
多个部门，规划、施工等行政许可
事项审批起来程序慢且复杂，使部
分想加装电梯的老旧小区居民望
而却步。长沙市规定，按照简化、
便民的原则，在既有多层住宅增设
电梯办理流程方面，长沙市实行一
窗受理与并联备案，即由区住建部
门一个窗口受理，办理备案和竣工
验收均由自然资源和规划、住房和
城乡建设、市场监管等部门进行并
联审查。在时限方面，各相关部门
在收到资料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
办理完毕。

为了更好地解决资金问题，长
沙市明确，将从财政补贴、费用减免
和金融支持3方面入手，来减轻既
有多层住宅业主的经济负担。对长
沙城区范围内既有多层住宅增设电
梯项目，财政给予补贴，采取市区共
同分担的方式。按照实际情况，每
部电梯一次性给予10万元的补助；
在增设电梯竣工验收合格后，由实
施主体向住宅所在区住建部门提出
申请。同时，为切实减轻人民群众
的经济负担，增设电梯的申报过程
中，除依法进行的检验检测费用，相
关部门不再收取报建等行政性相关
费用。

长沙市还规定，增设电梯涉及
电力、通信、水业、燃气、数字电视等
管线移位及其他配套设施项目改造
的，相关单位应开辟绿色通道，免费
或收取成本费用。

（据新华社电）

这些家庭装修知识
你知道吗?

一些业主对家庭装修一窍不通，又担心自己在
装修过程中被“套路”。以下家庭装修知识，可以
为您提供装修参考。

各出水口的常规高度
住宅不同位置的水龙头高度不同。一般来

说，沐浴龙头出水口高度为 1000—1100mm，坐
便器出水口高度为200—250mm，蹲便器出水口
高度为300—350mm。普通浴缸墙面出水口高度
为 750mm，按 摩 浴 缸 出 水 口 高 度 为 250—
300mm，洗手盆及洗菜盆龙头出水口高度为
500—550mm。

如何查验空鼓？
在收房验房时，可以利用空鼓锤来查验墙面、地

面抹灰层的空鼓情况，也可以用空鼓锤查验墙面或
地面瓷砖铺贴的空鼓情况。如果您家里没有空鼓
锤，可以使用铁勺来替代。

本栏目鸣谢海南华浔品味的大力支持

房贷利率正式“换锚”
实际利率水平保持稳定

从10月8日
起，新发放的商
业性个人住房贷
款利率正式“换
锚”，以贷款市场
报价利率（LPR）
为定价基准加点
形成。“换锚”后
各地利率政策下
限切换如何？购
房者如何打算？
个人房贷利率如
何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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