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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华盛顿3月31日电（记者 许缘
高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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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表示希望国会今年夏天批准该计划。

当天，拜登在宾夕法尼亚州匹兹堡市发
表讲话时说，该计划包括拨款6210亿美元用
于交通基础设施建设，4000亿美元用于改善
老弱病残者护理服务，3000亿美元用于促进
制造业发展，1000亿美元用于数字基础设施
建设，其他资金将分别投入住房条件改善、
学校设施更新、劳动技能培训等领域。

拜登表示，该计划的重点是促进美国
就业，希望通过增加企业税为基建计划提
供资金。此举料将遭到国会共和党人反
对。当天早些时候，白宫副新闻秘书卡里
娜·让-皮埃尔对媒体表示，白宫已就该计
划与国会两党展开协商。

分析人士认为，逾2万亿美元的基础设
施建设支出将进一步推高联邦预算赤字，令
美国经济不可持续。另外，拜登加征企业税
的做法也可能导致美国企业将业务向海外
迁移，对美国实体经济产生长期影响。

新计划 逾2万亿美元搞基建
拜登：希望国会今夏批准 分析人士：将进一步推高联邦预算赤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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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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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新华社华盛顿3月31日电

基建计划钱从哪里来？

再爆枪声再爆枪声!!
美国加州办公楼枪击致死美国加州办公楼枪击致死44人人 含一名儿童含一名儿童

美国3月31日又发生一起恶性枪击事
件。一名男子当天傍晚在加利福尼亚州南部
奥兰治市一栋两层办公楼内开枪射击，导致
4人死亡，包括一名儿童。

奥兰治市警方发言人珍妮弗·阿马特说，
警察当地时间3月31日下午5时30分左右赶
到现场时，枪声未停。嫌疑人受枪伤，随后被
送往医院，尚不清楚是自伤还是被警方击
中。袭击动机仍在调查中。

警方未提供有关受害者的具体信息，仅

确认4名死者中有一名儿童，另有一名女子
受重伤。

加州州长加文·纽瑟姆在社交媒体推特
上对受害者亲属表达慰问，形容这起枪击事
件“骇人听闻、令人心碎”。

阿马特说，事发办公楼的两个楼层均发
生枪击。楼外标志牌显示，数家企业在此办
公，从事保险经纪、金融咨询、法律服务、手机
维修等业务。

事态平息后，一些人聚集在事发办公楼

外，盼望获得亲友平安的消息。
阿马特说，这是该市23年来发生的最严

重枪击事件。就全美而言，加州这起最新枪
击事件是15天内第三起造成4人以上死亡的
严重枪击事件。

连续枪击事件再次引发美国政界和社会
关于枪支管控议题的争论。 新华社专特稿

韩国首都首尔市政府4月1日说，已经向国际奥林匹克委
员会发出书面文件，提议首尔与朝鲜首都平壤合办2032年夏
季奥运会。

韩联社援引首尔市政府的消息报道，在国际奥委会2月
会议后，澳大利亚布里斯班在申办城市中获得优势，韩国及首
尔市政府立即表达遗憾并与国际奥委会磋商，韩方继而提议
与朝方合办奥运会。

首尔市政府说，布里斯班并非已经获得2032年奥运会举
办权，韩方要求国际奥委会继续与其他有意申办的城市磋商。

朝方暂时没有对首尔市政府的提议做出回应。
新华社微特稿

首尔提议与平壤合办2032年奥运会
已向国际奥委会发出书面文件

英国一位母亲生前花1英镑（约合9元人民币）给孩子们
买了一本二手英文小说《哈利·波特与魔法石》。如今，她的4
个女儿发现，这本二手书竟是初版《哈利·波特》书籍，预估最
高拍卖价3万英镑（约合27万元人民币）。

据英国《都市日报》3月31日报道，这位母亲家住南德比
郡，约20年前在一所小学的活动上买到这本书。她2005年44
岁时患乳腺癌去世，这本书也束之高阁。

直到去年圣诞节前不久，她的家人才意识到这本书的价
值。大女儿说，父亲看到一些关于初版《哈利·波特》书籍高价
拍卖的新闻，便上网搜寻相关信息，发现家里那本《哈利·波
特》精装书具有初版书籍的一切特征。他们咨询汉森斯拍卖
行得知，这确实属于第一批初版的《哈利·波特》书籍，预估拍
卖价为2万至3万英镑。 新华社微特稿

3月31日拍摄的视频直播画面显示，
美国总统拜登在宾夕法尼亚州匹兹堡市发
表讲话。 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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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为警方在枪击案现场工作。新华社发

英国母亲约20年前所买二手书竟是初版

1英镑购《哈利·波特》拍价或翻万倍

法国总统埃马纽埃尔·马克龙3月31
日宣布，在全国范围实施为期至少一个月
的封城措施，以免新冠疫情一发不可收拾。

法国目前正经历第三波疫情，最近一
段时间的单日新增确诊病例高达4万例以
上，重症患者超过5000人，后一数字为近
11个月来新高。

马克龙宣布，从4月3日起，之前在巴黎
大区等疫情较重地区实施的防疫限制措施
将扩展至全国，具体措施包括：白天日常出
行限定在住所方圆10公里以内，只有出售
生活必需品的商店可以营业，每日晚7时至
次日6时实施宵禁，限制跨地区旅行等。

另外，从4月5日起，托儿所、幼儿园和
小学将关闭3周；中学则停课4周，其中第
一周网上授课，第二和第三周放假，第四周
恢复网上授课。 新华社专特稿

国际疫情

法国恐疫情失控

第三次全国封城

世卫官员：欧洲疫苗接种

“慢得不可接受”
世界卫生组织一名官员4月1日说，欧

洲新冠疫苗接种速度太慢，可能会延长疫
情持续时间。

世卫组织欧洲区域办事处主任汉斯·克
卢格在一份声明中说，欧洲仅10%的人口接
种了一剂新冠疫苗，4%的人接种了两剂。

克卢格说，欧洲新冠病例数激增“令人
担忧”，加快推进疫苗接种“至关重要”。

克卢格敦促欧洲国家加快接种，“我们
必须加大生产、减少接种疫苗的障碍、利用
手中现有的每一剂疫苗”。 新华社微特稿

据新华社北京4月1日电（记者 郑明达 成欣）外交部发
言人华春莹1日说，香港取得今天的发展成就，从来不是什么
任何外国的恩赐和施舍。美方取消或威胁取消所谓的“特殊
地位”，阻挡不了香港繁荣发展。

华春莹说，美方有关报告罔顾基本事实，对香港事务说三
道四，对中国中央政府和香港特区政府无端指责，严重干涉中
国内政，中方对此表示强烈不满并坚决反对。

她说，香港回归以来，“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
方针得到切实贯彻落实，香港居民依法享有的各项权利和自由
得到充分保障，香港发展取得举世公认的成就。美方取消或威
胁取消所谓的“特殊地位”，阻挡不了香港繁荣发展，也阻挡不
了香港继续融入祖国、贡献国家、获取更大发展空间的大势。

华春莹表示，香港是中国的香港，香港事务纯属中国内
政，任何外国无权干涉。我们敦促美方尊重事实，停止以任何
方式插手香港事务，停止干涉中国内政，为中美关系重返健康
稳定发展轨道创造有利条件而不是制造障碍。

据新华社开罗4月1日电（记者 吴丹妮）埃及金字塔在线
网站1日援引埃及苏伊士运河管理局主席乌萨马·拉比耶的
话报道，运河管理局就“长赐号”货船搁浅事故的一次性索赔
金额将超过10亿美元，以补偿运河停运6天造成的损失和相
关救援费用。

拉比耶说，埃及方面为救援“长赐号”付出极大努力，没有对
船体形成较大破坏，保障船上货物安全。运河管理局目前正在
计算救援工作的投入成本以及受损河堤的修复费用。据估计，
运河被迫停运造成的收入损失约为每天1400万到1500万美元。

拉比耶表示，在事故原因调查结束并达成赔偿协议前，
“长赐号”不能离开。

我外交部

香港发展成就从来不是外国恩赐和施舍

埃及苏伊士运河管理局

货船搁浅事故索赔将超10亿美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