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弥天大谎酿成的那些弥天大祸

“大规模杀伤性武器”

2003年3月20日，一枚枚“战斧”
式巡航导弹飞向巴格达，开启了持续
八年多的伊拉克战争。美国及其西方
盟友不顾国际社会强烈反对，绕过联
合国安理会，以其认定的时任伊拉克
总统萨达姆·侯赛因制造大规模杀伤
性武器为由，执意对该国实施军事打
击。而时至今日，美方所谓的大规模
杀伤性武器依然未见踪影。

英国官方组建的伊拉克战争调
查委员会在2016年7月公布的报告
中指出，美国和英国发动这场战争
的两个理由，即伊拉克生产大规模
杀伤性武器和萨达姆支持参与“9·
11”袭击的“基地”组织，这两个理由
并不成立。

拜登2.25万亿美元基建计划的钱从哪里来？

英国广播公司驻华记者
沙磊最近离开中国大陆，离
境前既没有以任何方式告知
中国相关部门，也没有履行
一个外国驻华记者离任前应
该履行的手续。直接点说，
就是脚底抹油，溜了。

这是心虚的表现。
沙磊参与制作的一系列

涉华报道显示，这位记者在
中国大陆期间是这样开展所
谓调查报道的：先骗取采访
对象的信任，然后断章取义
地运用素材；利用选择性拍
摄、配乐和剪辑拼接，制造出
和真相大相径庭的视觉效
果；从采访到下结论，大搞有
罪推定，妄断新冠疫情“原
点”在中国，污称新疆存在

“强迫劳动”，完全不顾职业
道德。

名为记者，实为骗子；名
为报道，实为造谣。这是沙磊及其所作
所为的本质。最近，新疆有一些民众和
实体因为沙磊的假新闻而利益受损，打
算起诉他。面对中国民众运用法律维权
的正当行为，沙磊心虚了，他知道自己经
不起当面锣、对面鼓的考验。否则，他为
何不敢应诉？跑什么呢？

沙磊溜了，更凸显英国广播公司的
信誉危机。

沙磊的报道，只是英国广播公司制
播大量涉华假新闻的缩影。一段时间
以来，这家英国媒体肆意捏造关于中国
的谣言，其不客观、不公平之处令人触
目惊心。

2019年以来，英国广播公司多次在
涉港报道上无视暴徒暴行，指责“香港警
察暴力执法导致抗议愈发暴力”。今年
1月，它播出的武汉疫情纪录片中，居然
用中国警察反恐演练的画面来指责中方

“用蒙头的手段拘捕民众”。在涉疆报道
上，它仅采用几张非实景卫星图片和反
华人士的所谓报告，便炮制“世纪谎言”，
对新疆大肆抹黑。

这样的媒体，信任它的人自然越来
越少。

很多中国人早已看清英国广播公
司的造谣行径，一些中国网友如今甚
至精辟地将其一些歪曲手法总结为

“阴间滤镜”。就是在英国内部，质疑
这家媒体信誉的民众也不在少数。英
国媒体《每日快报》就曾刊文指出，民
调发现，英国几乎一半的受访者都认
为英国广播公司近年来在新闻报道方
面有失公正。

当然，骗子是不会诚实地承认自己
骗人的。接下来，沙磊和英国广播公司
很可能会四处宣扬，他们是为“捍卫人
权”而“奋斗”。他们捍卫的哪里是什么
人权，不过是说谎权和造谣权罢了。

（新华社北京4月1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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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处理事先告知书送达公告
海南中京协安防科技有限公司：

你司于2010年向澄迈县工业信息化和科学技术局申报并获得
2010年省电子信息产业发展专项资金30万元。根据《海南省电子信息
产业发展专项资金管理暂行办法》规定，该笔专项资金20%的金额应
在项目竣工并经验收合格后才能申请拨付。你司于2011年7月28日
获得整笔专项资金30万元，但至今一直未完成项目竣工及申请验收。

根据相关规定，我局依法作出《行政处理事先告知书》，拟收回你单位专
项资金20%的金额6万元人民币。因通过其他方式无法向你司送达，现
依据相关法律规定公告送达。本公告自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
送达。你司如有异议，可自接到本告知书之日起3个工作日内向本机关
提出陈述和申辩。逾期未提出陈述或者申辩，视为放弃权利。

联系地址：海南省澄迈县金江镇文化北路79号 电话：67623427
澄迈县工业信息化和科学技术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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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昌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公告

二、申请人资格: 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的法人、自然人或其他组
织（法律另有规定者除外）均可申请参加竞买（注：失信被执行人不得
参与本次竞买），申请人应单独申请竞买。本次挂牌不接受联合体竞
买，不接受竞买人电话、邮寄、电子、口头报价。申请人应具备的其他
条件：（一）申请人须具备竞买条件，并按规定缴交土地竞买保证金，经
过审核我局将在规定的时间内确认其资格，签发竞买资格确认书。
（二）经政府相关部门核实，在文昌市境内申请人存在下列情形之一
的，申请人及其控股股东禁止参加挂牌：（1）存在伪造公文骗取用地和
非法倒卖土地等犯罪行为的；（2）存在非法转让土地使用权等违法行
为的；（3）因企业原因造成土地闲置一年以上的；（4）开发建设企业违背
出让合同约定条件开发利用土地的；（5）拖欠土地出让金的。三、本次
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设有底价，并按照出价高者且不低于底
价者得的原则确定竞得人。四、本次挂牌出让的详细资料和具体要
求，见挂牌出让文件。申请人可于2021年4月6日至2021年5月6日
到海南省海口市滨海大道123号鸿联商务广场3层或文昌市自然资源
和规划局三楼自然资源权益和开发利用室或海南省公共资源交易服
务中心一楼受理大厅3号窗口咨询和购取挂牌出让手册，并按挂牌出
让手册的具体要求报名参加竞买。五、申请人交纳竞买保证金的截止
时间为2021年5月6日17时00分（以竞买保证金到账为准）。经审
核，申请人按规定交纳竞买保证金，具备申请条件的，我局将在2021
年5月6日17时30分前确认其竞买资格。六、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
权挂牌活动定于2021年4月22日8时30分至2021年5月8日10时
00分在海南省政府会展楼二楼省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土地交易厅
进行。（2021年5月8日10时00分在海南省政府会展楼二楼省公共资
源交易服务中心土地交易厅召开挂牌现场会）。七、开发建设要求：
（一）竞得土地后，竞得人须按照签订的《成交确认书》约定与文昌市自
然资源和规划局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按合同约定及
时缴纳土地出让金。竞得人必须按照《成交确认书》的约定，在20个
工作日内与文昌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
合同》，合同签订后30天内必须缴纳出让价款60%的首付款，余款要
按合同约定及时缴纳。分期支付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价款的，受
让人在支付第二期及以后各期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价款时，同意
按照支付第一期土地出让价款之日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贷款利率，向
出让人支付利息。（二）本次出让宗地属工业项目用地。竞得该宗土地
后，竞得人须在挂牌出让成交之日起二个月内完成项目规划设计方
案，具备规划报建条件，并严格按照批准的项目规划设计方案要求，以
及有关部门的行业规定，在三个月内动工建设项目，一年半内完成项
目的投资建设。不按批准的项目规划设计要求进行开发建设和不在
三个月内动工建设项目的，由受让人向出让人支付相当于宗地出让价

款1‰的违约金。受让人不履行《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约定
的，报经市政府批准后，按该合同约定，退还除该合同约定的定金以外
的全部或部分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价款（不计利息），收回国有建
设用地使用权；受让人造成土地闲置，闲置满1年不满2年的，依法缴
纳土地闲置费；土地闲置满2年且未开工建设的，出让人有权无偿收
回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三）本次出让宗地按净地条件出让，即土地
权利清晰、安置补偿落实到位、地上附着物清表、无法律经济纠纷、土
地开发利用规划条件明确，符合海南省政府（琼府〔2018〕3号）文件规
定具备动工开发所必需条件。竞买人应当现场踏勘出让地块，竞买人
申请参加竞买的，视为对出让地块的净地条件无异议，在竞得土地后，
竞得人须同意与出让人按该净地条件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交地确认
书》确认出让地块交地开发建设。（四）按照《关于印发<海南省建设用
地出让控制标准（试行）>的通知》（琼国土资规〔2018〕7号）和《关于实
施产业项目发展和用地准入协议的指导意见》（琼国土资规〔2018〕8
号）有关规定，本次出让宗地工业项目用地控制指标，投资强度为不低
于300万元/亩，不设定年度产值指标和年度税收指标，开发建设的项
目产值和税收征缴按照现行有关法规政策规定执行，达产年限5年。
以上控制指标按规定列入《产业项目发展和用地准入协议》，属于协议
内容的组成部分，竞得人在签订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时，一并与
文昌市科学技术工业信息化局签订《产业项目发展和用地准入协
议》。（五）竞得土地后，竞得人须在文昌注册公司进行项目开发，拟注
册成立新公司进行开发建设的，申请人应在申请书中明确新公司的出
资构成、成立时间等内容。如已在文昌注册具有相应土地开发资质的
公司，可不再注册公司。（六）竞得土地后，竞得人须按规定完善该宗地
施工报建、地质、压覆矿、消防、环保等审批手续，方可动工建设。（七）
根据《文昌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关于文国土储（2017）-34-1号地块建
设项目装配式建造意见的复函》，该宗地不强制要求竞得方使用装配式
建造，但鼓励项目中的工业厂房采用钢结构装配式建造。八、其他需要
公告的事项：（一）挂牌时间截止时，有竞买人表示愿意继续竞价，转入
现场竞价，通过现场竞价确定竞得人。（二）本次挂牌出让事项如有变
更，届时以变更公告为准。（三）本公告未尽事宜详见《文昌市国有建设用
地使用权挂牌出让手册》，该手册所载内容为本公告的组成部分。九、联
系方式：联系地址：海南省文昌市文城镇白金路2号、海南省海口市滨海大
道123号鸿联商务广场3层；联系人：林先生 金女士；联系电话：0898-
63330100 18976947136；查 询 网 址 ：http://www.landchina.
com；http://zw.hainan.gov.cn/ggzy/；http://lr.hainan.gov.cn

文昌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1年4月2日

经文昌市人民政府批准，文昌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决定以挂牌方式出让壹（幅）地块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挂牌出让地块的基本情况和规划指标要求 ：

文土告字〔2021〕14号

地块编号

文国土储
（2017）-34-1号

地块位置

文昌市文城镇商贸物流
园片区紫贝大道延长线

南侧地段

面积

3714.52平方米
（折合5.572亩）

土地
用途

工业
用地

出让
年限

50年

主要规划指标

容积率≥1.0 建筑密度≤50%
绿地率≤20%建筑限高≤20米

挂牌起始价

223.2427万元
（折合601元/平方米）

竞买保证金

134万元

文昌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公告

二、申请人资格: 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的法人、自然人或其他组
织（法律另有规定者除外）均可申请参加竞买（注：失信被执行人不得
参与本次竞买），申请人应单独申请竞买。本次挂牌不接受联合体竞
买，不接受竞买人电话、邮寄、电子、口头报价。申请人应具备的其他
条件：（一）申请人须具备竞买条件，并按规定缴交土地竞买保证金，经
过审核我局将在规定的时间内确认其资格，签发竞买资格确认书。
（二）经政府相关部门核实，在文昌市境内申请人存在下列情形之一
的，申请人及其控股股东禁止参加挂牌：（1）存在伪造公文骗取用地和
非法倒卖土地等犯罪行为的；（2）存在非法转让土地使用权等违法行
为的；（3）因企业原因造成土地闲置一年以上的；（4）开发建设企业违
背出让合同约定条件开发利用土地的；（5）拖欠土地出让金的。三、本
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设有底价，并按照出价高者且不低于
底价者得的原则确定竞得人。四、本次挂牌出让的详细资料和具体要
求，见挂牌出让文件。申请人可于2021年4月6日至2021年5月6日
到海南省海口市龙华路40号环球龙华大厦第四层主楼或文昌市自然
资源和规划局三楼自然资源权益和开发利用室或海南省公共资源交
易服务中心一楼受理大厅3号窗口咨询和购取挂牌出让手册，并按挂
牌出让手册的具体要求报名参加竞买。五、申请人交纳竞买保证金的
截止时间为2021年5月6日17时00分（以竞买保证金到账为准）。经
审核，申请人按规定交纳竞买保证金，具备申请条件的，我局将在
2021年5月6日17时30分前确认其竞买资格。六、本次国有建设用
地使用权挂牌活动定于2021年4月22日8时30分至2021年5月8日
10时30分在海南省政府会展楼二楼省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土地交
易厅进行。（2021年5月8日10时30分在海南省政府会展楼二楼省公
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土地交易厅召开挂牌现场会）。七、开发建设要
求：（一）竞得土地后，竞得人须按照签订的《成交确认书》约定与文昌
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按合同约
定及时缴纳土地出让金。竞得人必须按照《成交确认书》的约定，在20
个工作日内与文昌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
让合同》，合同签订后30天内必须缴纳出让价款60%的首付款，余款
要按合同约定及时缴纳。分期支付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价款的，
受让人在支付第二期及以后各期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价款时，同
意按照支付第一期土地出让价款之日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贷款利率，
向出让人支付利息。（二）本次出让宗地属零售商业商务金融混合项目
用地。竞得该宗土地后，竞得人须在挂牌出让成交之日起二个月内完
成项目规划设计方案，具备规划报建条件，并严格按照批准的项目规
划设计方案要求，以及有关部门的行业规定，在三个月内动工建设项
目，一年半内完成项目的投资建设。不按批准的项目规划设计要求进
行开发建设和不在三个月内动工建设项目的，由受让人向出让人支付

相当于宗地出让价款 1 ‰的违约金。受让人不履行《国有建设用地使
用权出让合同》约定的，报经市政府批准后，按该合同约定，退还除该
合同约定的定金以外的全部或部分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价款（不
计利息），收回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受让人造成土地闲置，闲置满1
年不满2年的，依法缴纳土地闲置费；土地闲置满2年且未开工建设
的，出让人有权无偿收回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三）本次出让宗地按
净地条件出让，即土地权利清晰、安置补偿落实到位、地上附着物清
表、无法律经济纠纷、土地开发利用规划条件明确，符合海南省政府
（琼府〔2018〕3号）文件规定具备动工开发所必需条件。竞买人应当
现场踏勘出让地块，竞买人申请参加竞买的，视为对出让地块的净地
条件无异议，在竞得土地后，竞得人须同意与出让人按该净地条件签
订《国有建设用地交地确认书》确认出让地块交地开发建设。（四）按照
《关于印发<海南省建设用地出让控制标准（试行）>的通知》（琼国土
资规〔2018〕7号）和《关于实施产业项目发展和用地准入协议的指导
意见》（琼国土资规〔2018〕8号）有关规定，本次出让宗地零售商业商
务金融混合项目用地控制指标，投资强度为不低于360万元/亩，不设
定年度产值指标和年度税收指标，开发建设的项目产值和税收征缴按
照现行有关法规政策规定执行，达产年限5年。以上控制指标按规定
列入《产业项目发展和用地准入协议》，属于协议内容的组成部分，竞
得人在签订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时，一并与文昌市发展和改革委
员会签订《产业项目发展和用地准入协议》。（五）竞得土地后，竞得人
须在文昌市注册公司进行项目开发，拟注册成立新公司进行开发建设
的，申请人应在申请书中明确新公司的出资构成、成立时间等内容。
如已在文昌市注册具有相应土地开发资质的公司，可不再注册公司。
（六）竞得土地后，竞得人须按规定完善该宗地施工报建、地质、压覆矿、
消防、环保等审批手续，方可动工建设。（七）根据《文昌市住房和城乡建
设局关于文国土储（2019）-15号地块建设项目装配式建造意见的复
函》，目前该宗地的竞得方可不采用装配式方式建造，下一步如上级部门
有新政策文件下发，届时再根据新政策相关内容执行。八、其他需要公
告的事项：（一）挂牌时间截止时，有竞买人表示愿意继续竞价，转入现场
竞价，通过现场竞价确定竞得人。（二）本次挂牌出让事项如有变更，届时
以变更公告为准。（三）本公告未尽事宜详见《文昌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
权挂牌出让手册》，该手册所载内容为本公告的组成部分。九、联系方
式：联系地址：海南省文昌市文城镇白金路2号、海南省海口市龙华路40
号环球龙华大厦第四层主楼；联系人：林先生 王先生；联系电话：0898-
63330100 15508991090；查询网址：http://www.landchina.com；
http://zw.hainan.gov.cn/ggzy/；http://lr.hainan.gov.cn

文昌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1年4月2日

经文昌市人民政府批准，文昌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决定以挂牌方式出让壹（幅）地块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挂牌出让地块的基本情况和规划指标要求 ：

文土告字〔2021〕16号

地块编号

文国土储
（2019）-15号

地块位置

文昌市文城镇文华
路北侧地段

面积

5529.03平方米（折
合8.294亩）

土地用途

零售商业商务金融混合用
地（商业与商务的比例

40%：60%）

出让年限

40年

主要规划指标
容积率≤1.8

建筑密度≤25%
绿地率≥30%

建筑限高≤50米

挂牌起始价

1584.62万元
（折合2866元/平方米）

竞买保证金

951万元

《华盛顿与樱桃树》是西方世界亲子故事，讲的是美国首任总统乔治·华盛顿小时候砍倒父亲最爱的樱桃树并及时承认错误的故事。一句“我不能说谎”常
被当作诚实教育的典范。讽刺的是，这则故事是作者杜撰的，华盛顿家里根本没有樱桃树。

这则杜撰的故事不会伤人害命，但一些西方国家杜撰的故事却使不少国家动荡不安，使无数人家破人亡。回放美西方“黑历史”，一个个谎言酿成的种种祸
端历历在目，战火动乱中，多少生灵涂炭，多少人流离失所。而谎言下的那些事实真相，终将水落石出，撒谎者的拙劣表演必将为人所不齿。

舆论骗局

1999年3月至6月，以美国为首
的北约打着“防止科索沃人道主义危
机”旗号，在未经联合国安理会授权的
情况下，悍然轰炸南联盟。

此前，时任美国国务院发言人鲁宾
公开宣称，科索沃发生了所谓的“种族
清洗”。而战争中，西方媒体报道对新
闻事实进行倾向性和选择性的报道。
美英政要在电视演讲中反复使用“种族
清洗”“大屠杀”等词汇，极力引导舆
论。但后来，北约发言人杰米·谢伊承
认，美国务院当时曾经提供了假消息。
这场危及整个巴尔干地区安全局势的
战争，对国际战略格局产生了重要影
响，所产生的问题一直持续至今。
（据新华社北京4月1日电 记者褚怡）

空头支票

2004年，乌克兰在西方国家支持
下发生“橙色革命”。有媒体披露，在
此过程中，美国中央情报局甚至亲自

“操刀”，发动全面舆论攻势，造谣乌克
兰大选中的“舞弊”行为。

英国《卫报》前记者谢默思·米尔
恩曾指出，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西
方一直试图通过将乌克兰纳入北约等
方式，来削弱俄罗斯的影响力，并利用
乌克兰“成为保障欧洲——大西洋安
全的重要推动力”。

事实证明，从2004年的“橙色革
命”到2013年以来的乌克兰危机，颜色
革命没有让乌克兰获得西方承诺的“民
主、自由、和平、繁荣”，曾经的工业强
国、欧洲粮仓陷入空前分裂、满目疮痍。

“挽救生命”

2011年3月22日，在以美国为首
的西方国家对利比亚实施多日军事打
击后，时任美国总统奥巴马说，美军在
利比亚的军事行动还将继续，以达到

“挽救生命”的“人道主义目的”。奥巴
马在3月28日的全国演讲中强调对
利比亚动武是为了整个国际社会的利
益。他说军事行动已阻止卡扎菲政权
实施一场针对平民的“大屠杀”。

但卡扎菲政权被推翻后，利比亚
却没有得到西方承诺的幸福，而是安
全形势持续恶化，陷入动荡。

专家认为，法英美等西方国家真
实目的就是希望将卡扎菲政权推翻，
进而建立“傀儡政府”，以期保护他们
在利比亚的石油利益。

“化学武器”

2018年4月初，多家西方媒体报
道叙利亚杜马镇发生“化学武器袭击”
事件。叙利亚政府坚决否认使用化学
武器的指责，称有关消息“是反政府武
装支持的媒体编造的假新闻”。4月
13日，时任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对叙
利亚实施打击，把已经在战火中挣扎
的叙利亚人民再次推向深渊。

然而，2019年2月，英国媒体制
片人利亚姆·达拉提在社交媒体上发
文称，经过近6个月调查，他“完全确
认”发生在杜马镇的所谓“化武袭击”
相关医院视频系人为导演拍摄。据伊
朗法尔斯通讯社报道，在叙利亚政府
军占据杜马镇郊区以后，军方人员发
现了相机和电影制作设备。

美国总统拜登3月31日宣布一项
总额约2.25万亿美元的基础设施建设
一揽子计划，以升级美国现有基础设
施，刺激经济复苏和创造就业。

分析人士认为，基建投资资金谁来
承担、能否得到国会批准、投资会否增
加美国乃至全球经济金融风险，都将是
拜登政府推进计划时需要回答的问题。

钱投到哪里去？

根据拜登公布的这份基建计划，美
国未来8年将投资6210亿美元改善交
通基础设施，修复和更新高速公路、桥
梁、港口、机场、轨道等公共交通基础设
施。其中，1740亿美元将专门用于发
展电动汽车市场，在全国建立50万个
电动汽车充电桩。

拜登还提议投资5800亿美元用于
振兴制造业、研发创新与劳动技能培
训，4000亿美元用于改善老弱病残者
护理服务，1000亿美元用于数字基础
设施建设。其他资金将投入住房改善、
学校设施更新、电网基础设施改造、清
洁饮用水和废水处理设施改善等领域。

钱从哪里来？

拜登希望通过增加企业税为基建

计划提供资金。他同时公布一项公司
税制改革计划，提议将联邦企业所得税
税率从目前的21%上调至28%，并将美
国企业海外利润的最低税率从10.5%
提高至21%，以限制美国企业海外避
税、激励它们在美国国内扩大投资。这
将大幅逆转特朗普政府2017年出台的
大规模减税法案，当时美国将联邦企业
所得税税率从35%下调至21%。

白宫预计，增税计划将使得联邦政
府在未来15年增加约2万亿美元收入，
可抵消基建计划的成本。但据美国基石
宏观咨询公司分析师唐纳德·施奈德测
算，基建计划仍然会导致美国财政赤字
累计增加约5000亿美元。

商界态度如何？

拜登对企业加税的提议遭到美国
商界强烈反对。代表超过300万家美
国企业的美国商会高级副会长尼尔·布
拉德利当天发表声明说，拜登提出的基
建融资方案“危险且具有误导性”，将令
美国经济复苏放缓并降低美国企业的
全球竞争力，大型基建项目应由从基建
投资中受益的用户埋单。

由约200家美国大公司高管组成的
“商业圆桌会议”也强烈反对提高企业
税。“商业圆桌会议”总裁兼首席执行官

乔舒亚·博尔滕表示，该组织向来支持
“用户付费模式”为基建项目融资，美国
决策者应避免为经济增长和创造就业增
添新的障碍，特别是在经济复苏期间。

国会能否过关？

美国国会民主、共和两党对于如何
筹集资金分歧很大。民主党希望通过
对企业加税为基建计划融资，但共和党

向来坚决反对任何加税计划。
同时，民主党内部对于基建投资和

税制改革远未达成一致，一些激进左翼
民主党议员认为拜登提议的基建投资规
模远远不够，应出台更大规模投资计划。

由于基建投资并不像经济纾困那
样紧急，专家预计美国国会将在基建投
资立法方面耗费更长时间。但白宫期
待基建投资立法能在5月底取得明显进
展，并在今年夏季得到国会批准。

宏观风险几何？

除基建投资外，拜登未来几周还
将公布一项扩大医疗保健、儿童保育、
教育等政府支出的计划。美国媒体披
露，这两项计划的支出总规模介乎3万
亿至4万亿美元。而过去一年美国为
应对疫情和支持经济复苏已累计出台
约6万亿美元的财政纾困法案，美国政
府债务负担势必因新的投资计划进一
步加重。

美国企业研究所经济学家德斯蒙
德·拉赫曼告诉新华社记者，拜登基建
计划将令异常庞大的美国财政赤字进
一步攀升，这会加大美国经济过热风
险，推动美国长期国债收益率上升，并
可能造成金融市场动荡。

美国宏观经济政策还可能带来显
著外溢影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
格奥尔基耶娃日前警告，美国经济复
苏加快可能导致利率水平迅速升高，
引发全球融资环境急剧收紧，使大量
国际资本流出新兴和发展中经济
体。这尤其会给外部融资需求巨大
且债务水平较高的中等收入国家带
来严重挑战。

（新华社华盛顿3月31日电 记者
高攀 许缘 熊茂伶）

3月31日，拜登在宾州匹兹堡市发表视频讲话。 新华社记者 刘杰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