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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国会参议院 10日以 69票赞
成、30票反对的投票结果，通过总额
约 1万亿美元的基础设施建设法案，
较 总 统 拜 登 的 最 初 提 案 大 幅“ 瘦
身”。分析人士认为，法案在众议院
闯关前景不明，对经济的提振作用有
待观察，且将进一步增加联邦财政压
力。

经过数月讨论和修订，当天通过
的“基础设施投资和就业法案”将为
现有联邦公共工程项目提供资金，同
时在5年内新增约5500亿美元投资，
用于修建道路、桥梁等交通基础设
施，更新完善供水系统、电网和宽带
网络等。该法案虽然得到共和、民主
两党支持，但规模较拜登最初提出的
约2.25万亿美元大幅缩水。

拜登当天发表声明称，虽然白宫
的经济议程“远未完成”，但这项“历
史性投资”将在未来 10 年使美国焕
然一新。参与起草该法案的参议员
当天也称，基建法案将给美国带来

“数十年的经济增长和繁荣”。但在
经济学家看来，这一“瘦身”后的基建
法案能在多大程度上提振经济有待
观察。

短期而言，基建法案中的新增支
出仅为 5500 亿美元左右，与国会疫
情期间累计通过的近 6 万亿美元经
济纾困措施不可同日而语。同时，基
建法案中的新增支出将在未来 5 年
内分阶段实现，与经济纾困法案中的
失业救济福利以及小企业支持资金
等向经济直接注入大规模资金的财
政支出相比，对经济增长的短期贡献
并不显著。

高盛研究部首席政治经济学家
亚历克·菲利普斯认为，基建法案对
2022年和 2023年美国国内生产总值
（GDP）的提振力度或将分别达0.2 个
百分点和0.3个百分点。

长期来看，基建法案对经济增长
的贡献很难量化。哈佛大学经济学
教授卡伦·戴南表示，目前很难期待
基建法案对经济增长贡献“亮眼数
据”。基建项目通常规模大、耗时长，
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很难量化”。

宾夕法尼亚大学经济学家吉勒
斯·迪朗东表示，建设高速公路或会
在短期内推动经济增长，但长期作用

“似乎值得怀疑”。
前旧金山联储银行经济学家约

翰·费尔纳德指出，虽然州际高速公
路曾大幅提高美国经济生产力，“但
这不意味着再建一个高速公路网能
起到相同效果”。

从事基建经济研究的麻省理工
学院经济学家詹姆斯·波特巴认为，
基建法案提出的使用美国本土制造
原材料等要求，将推高建设成本，从
而压缩基建法案带来的收益。

值得一提的是，美国联邦体制给
予州及地方政府较大的财政自主权，
联邦基建投资落实到州及地方具体
项目的过程中往往难以充分发挥效
用。

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日前发布
的一份报告预测，在道路和桥梁等实
体基建领域，联邦政府每多投资 1美
元，州及地方政府投资将相应减少15
美分，相当于给联邦政府投资打了

“八五折”。
华盛顿智库美国进步中心基建

政策部门主任凯文·德古德形象地指
出，州政府在运用联邦基建资金方面
的极大自主性，恐难让基建法案得到
全面落实。

与此同时，基建法案或导致本已
岌岌可危的联邦财政状况进一步恶
化。据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预计，
2021 财年（2020 年 10 月 1 日至 2021
年 9月 30日）美国联邦财政赤字将达
到 3万亿美元，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
重达到13.4%，是 1945年以来第二高
水平，而基础设施投资法案将在未来
10年内推高联邦预算赤字约2560亿
美元。

虽然基建法案提出通过挪用未
使用的疫情救济资金、推迟降低处方
药价格以及强化加密货币投资收益

报税制度等方式筹集资金，但有分析
认为，这些措施于支出而言无异于

“杯水车薪”。
接下来，基建法案将送至众议院

审议。众议院议长佩洛西此前曾表
示，众议院希望在参议院通过另一
项 3.5 万亿美元支出法案后，一并就
这两项法案进行审议。不过，民主
党籍众议员就众议院同时讨论并通
过上述两项法案存在分歧。众议院
中间派民主党议员 10 日致信佩洛
西，敦促后者发起对基建法案的全
院投票，以及时提振受疫情重创的
美国经济，同时对 3.5 万亿美元支出
法案可能继续推高通胀压力和财政
赤字表达了担忧。这表明，两项法
案一并在众议院顺利“通关”并非易
事。

（新华社华盛顿8月10日电）

美基建法案“瘦身”后获批
提振经济作用有待观察

新华社记者 许缘 高攀

这是 8 月 10 日在美国纽约拍摄的一处维修的路段。
美国国会参议院 10 日通过总额约 1 万亿美元的跨党派基础设施投资法案，随后该法案将被送交国会

众议院审议，但其批准前景尚不明朗。 新华社发

美国会参议院通过万亿美元基础设施投资法案

阿富汗塔利班 10 日宣布又
夺取两个省的首府，占领的省会
城市至此达到8座。

阿富汗政府和国际社会呼吁
达成政治解决方案；急于从战争
泥潭抽身的美国则继续表示，阿
富汗政府军必须靠自己。

5天夺8城

阿富汗塔利班 10 日在社交
媒体说，塔利班武装当天攻占
西部法拉省首府法拉市和北部
巴格兰省首府普勒胡姆里市。
6 日至今，塔利班已经宣布攻占
北部和西部 8 座省会城市。

巴格兰省议会议员马穆尔·
艾哈迈德扎伊告诉法新社：“塔
利班已经进入这座城市（普勒
胡姆里），在省长办公楼和主要
广场上升起旗帜。”另外 3 名议
员告诉德新社，塔利班武装已
经 占 领 市 中 心 和 主 要 政 府 建
筑，政府军撤退至附近地区。

普勒胡姆里位于首都喀布
尔以北大约 200 公里，处于连接
喀布尔与北部重镇马扎里沙里
夫的交通要道上。马扎里沙里
夫是巴尔赫省首府，正受到塔
利班武装围攻。

阿富汗北部是传统的反塔
利班地区。塔利班先前宣布攻
占 了 北 部 塔 哈 尔 省 首 府 塔 卢
坎、昆都士省首府昆都士、萨尔
普勒省首府萨尔普勒、萨曼甘
省首府艾巴克和朱兹詹省首府
希比尔甘。法新社报道，如果
马扎里沙里夫失陷，将意味着
阿富汗政府失去对北部地区的
控制。

塔利班武装同时还向西部
赫拉特省首府赫拉特、南部坎
大哈省首府坎大哈和赫尔曼德
省首府赫尔曼德发起进攻。

路透社 10 日以一名欧洲联
盟高级官员为消息源报道，塔利
班已经控制阿富汗65%的国土。

难民逃入喀布尔

联合国机构国际移民组织10
日说，今年已有超过 35.9 万阿富
汗人因战乱逃离家园。阿富汗北
部地区激烈战事导致大批人南下
逃至喀布尔。阿富汗政府相关部
门说，过去两周，超过 1.7 万人从
北部地区进入喀布尔。国际组织
救助儿童会 10 日说，上周末以
来，至少 6 万人因战乱逃离昆都
士，其中超过半数是儿童。

数百名难民栖身喀布尔一座
公园。从昆都士逃来的福齐娅·
卡里米告诉美联社，塔利班武装
进攻时，政府军不战而走，但随
后开始空袭塔利班控制区，迫使
她带着5个孩子逃离。

来自塔哈尔省的扎米娜·塔
卡里与大约 2000 名难民落脚另

一座公园。她说，她的12名亲属
死于战乱，其中 4 人是警察。塔
利班武装夺取她居住的村子后，
发现她的亲属中有警察，继而在
她家射杀8名男性亲属。

美国继续“观战”

阿富汗战事持续吃紧，美国
继续“一走了之”的政策。美国
总统约瑟夫·拜登 10 日表示，不
后悔作出从阿富汗撤军的决定，
美方将继续为阿富汗政府军提
供近距空中火力、食品、装备等
支援，但“他们必须为自己而战，
为他们的国家而战”。

拜登 4 月宣布，驻阿美军 5
月 1 日开始撤离，9 月 11 日前完
全撤出。7 月 8 日，拜登宣布美
国在阿富汗的军事任务将于8月
31 日结束。随着美军加速撤离
阿富汗，塔利班发动猛攻，阿富
汗安全形势持续恶化。

五角大楼发言人约翰·柯比
10日承认，美军空中支援的效果
有限。“没有人说过空袭是灵丹
妙药，会解决一切地面问题。我
们从没这样说。”他表示美军有
权限在8月 31日前空袭塔利班，
但拒绝说明在那以后是否还能
继续空袭。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援引两
名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美国国务
院正在考虑是否进一步缩减美
国驻阿富汗使馆人员。国务院
发言人内德·普赖斯在记者会上
说，美方每天评估阿富汗局势，

“当然，我们想把在阿富汗的人
员减至最少”。

国际社会劝和

美国、联合国等多个国家和
组织的代表 10 日在卡塔尔首都
多哈讨论阿富汗局势。阿富汗
政府和塔利班代表先前在多哈
举行多轮谈判。

阿富汗代表团团长、民族和
解高级委员会主席阿卜杜拉·阿
卜杜拉10日发表声明说，会议各
方对阿富汗紧张局势表达忧虑，
呼吁立即停止冲突，恢复和平谈
判，组成包容性政府，达成政治
解决方案。

阿卜杜拉说，阿富汗政府敦
促塔利班提出政治解决方案，同
时敦促国际社会向塔利班发出信
号，强调和平的必要性，因为眼下
的局势对任何一方都没有好处。

联合国发言人斯特凡纳·迪
雅里克当天说，阿富汗局势“令
人极为忧虑”，联合国与阿富汗
国内外相关方继续保持接触，寻
求政治方案。

塔利班驻多哈政治办事处发
言人告诉卡塔尔半岛电视台，塔
利班愿意继续多哈谈判。

（新华社专特稿）

塔利班再下两城
美国坚持“观战”

美国飞机制造商波音公司 10
日说，其 7 月净订单量为 14 架飞
机，连续 6 个月净订单量为正。继
去年遭遇“退订潮”，波音公司今年
业绩有所好转。消息传出后波音股
价10日小幅上涨。

波音公司说，其 7 月新订单量
为 31 架飞机，但有 17 架飞机遭退
订，即净订单量为14架飞机。这一
业绩好于波音竞争对手欧洲飞机制
造商空中客车公司，空客 7 月净订
单量为两架飞机。

印度尼西亚狮子航空公司和埃
塞俄比亚航空公司 2018 年 10 月和
2019 年 3 月 各 有 一 架 波 音 737
MAX8 型客机坠毁，共 300 多人遇
难。各国随后陆续停飞 737MAX
客机。受此影响，波音先前获得的
大量该机型订单被客户取消，而新

冠疫情又令全球航空客运业务锐
减，使得波音新机订单“跳水”。

在多重因素打击下，波音公司
2020 年多数月份净订单量为负。
以 2020 年 7月为例，波音旗下所有
机型均无新订单。

波音业绩今年扭转，2月至 7月
连续 6个月净订单量为正。今年迄
今，波音公司净订单量总计270架飞
机。

波音737MAX客机因两起空难
被停飞20个月后，美国联邦航空局
去年 11 月解除对这型客机的停飞
令。今年 7 月，巴西戈尔航空公司
订购 9 架波音 737MAX 客机，美国
西 南 航 空 公 司 订 购 6 架 波 音
737MAX客机。

美联社注意到，波音公司当前
交付进度不如空客公司。波音公司

7 月交付 28 架飞机，包括给爱尔兰
瑞安航空公司的 9 架 737MAX 客
机。空客公司7月交付47架飞机。

分析师认为，飞机的交付进度
非常重要，影响飞机制造商的现金
流。通常情况下，一半以上合同金
额在交付飞机时才能到账。

今年迄今，波音公司共交付184
架飞机，这已经超过该公司去年全
年交付量。

不过，波音公司上月宣布将临
时减产 787 型梦想客机，原因是发
现这型客机“机首附近有制造质量
问题”，需要返工改造。波音787客
机 2011年底投入商业航线运营，以
燃油消耗低著称，首次实现了中型
客机执飞长程航线，但是此后多次
出现故障，其交付因而暂停。

（新华社专特稿）

波音连续6个月净订单量为正

美国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 10
日宣布，任命一名国务院“高级能源
安全顾问”，职责是紧盯俄罗斯与德
国合作的“北溪-2”跨境天然气管
道项目，制订有助于“降低风险”的
措施，防止俄罗斯“把能源供应作为
地缘政治武器”。

这一职务由阿莫斯·霍赫施泰
因出任。他现年 48 岁，曾在贝拉
克·奥巴马任总统期间出任美国国
际能源事务特使。2017 年起，他转
入商界，包括为能源企业充当说客，
2020 年 10 月从乌克兰石油天然气
公司监事会辞职。

据德新社、俄罗斯卫星社报道，
在美国外交界，霍赫施泰因以反俄
立 场 闻 名 ，尤 其 是 高 调 反 对“ 北
溪-2”项目。

布林肯在声明中说：“这一任命

展现本届政府决心运用能源外交手
段确保能源转型关键时期的供应安
全，遏制克里姆林宫把能源用作地
缘政治武器，帮助乌克兰以及北大
西洋公约组织和欧洲联盟的前线国
家实现更加安全和可持续的能源未
来。”所谓“前线国家”指北约和欧盟

“东扩”所吸纳邻近俄罗斯的中东欧
国家。

“北溪-2”天然气管道从俄罗斯
经波罗的海海底到德国，设计年输
气能力约 550 亿立方米，可使俄罗
斯出口德国的天然气规模翻倍并从
德国向其他欧洲国家输送俄产天然
气，预计8月底前完工。

美国一直对“北溪-2”项目耿耿
于怀，千方百计阻挠。美方称这是
俄方“地缘战略”项目，令欧洲过于
依赖俄方能源供应，威胁欧洲能源

安全，且俄方可能停止经由乌克兰
向欧洲供气，致使乌方能源供应受
到影响并损失“过境费”收入。

俄方指认美方阻挠“北溪-2”项
目意在挤占俄罗斯在能源市场的份
额，企图向欧洲高价兜售更多美国
液化天然气。

德国出于保障自身能源供应安
全考虑，不顾美方压力，坚持推进这
一项目。

约瑟夫·拜登就任总统后着手
修复美国与德国等欧洲盟友的关
系。双方 7 月达成妥协：美方不再
威胁制裁“北溪-2”相关德国企业，

“默许”管道建成；德国承诺采取措
施避免利益受俄方牵制，同时尽可
能保留乌克兰作为俄欧输气中转国
地位。

（新华社专特稿）

不死心！

美国委任专人盯“北溪-2”项目
新华社北京 8 月 11 日电（记者 刘羊

旸）记者 11 日从国家管网集团获悉，中俄
东线天然气管道自 2019 年 12 月投产通气
以来，已累计输送天然气超100亿立方米。

国家管网集团有关负责人表示，目前，
中俄东线天然气管道日输气量达 2800 万
立方米，到今年底预计提升至4300万立方
米，可有效保障今冬明春天然气供应，满足
冬奥会用能需求。

中俄东线天然气管道在我国境内途经
9个省区市，境内段新建管道3371公里，利
用已建管道1740公里，按照北、中、南三段
分期建设。目前北段、中段均已建成投产；
南段计划2025年全线贯通。贯通后，最大
输气能力可达每年 380 亿立方米，惠及沿
线4亿人口。

德国下萨克森州地方政府
10日说，由于部分新冠疫苗可能
遭调包，8600人或需重新接种疫
苗。

据北德意志电台报道，该州
弗里斯兰地区政府当天说，将联
系3月 5日至4月 20日在当地一
个红十字会接种中心接种疫苗
的约8600人，安排重新接种。这
个接种点的一名护士4月下旬承
认，用生理盐水代替新冠疫苗为
接种者注射。警方调查后发现，
这名护士不止一次这样违规操
作。

当地政府先前打算，通过检

测抗体确定哪些接种者并没有
真正接种疫苗。然而，由于已经
过去数月，这一方法的检测结果
不准确，因此考虑重新接种。

德国卫生部门官员说，注射
生 理 盐 水 不 会 对 人 体 构 成 危
害。不过，涉事护士的做法不利
防疫，因为受影响的接种者年龄
均超过70岁，属于新冠病毒易感
人群。

警方目前不清楚这名护士掉
包疫苗的动机，不过，警方调查
人员说，这名护士在社交媒体上
散布过怀疑疫苗对防疫是否有
效的言论。 （新华社微特稿）

疫苗疑遭盐水调包
德国逾8000人需重新接种

中俄东线天然气管道
累计输气量
突破100亿立方米

美国一艘货运飞船 10日启程前往国
际空间站，为在那里生活的7名宇航员送去
披萨饼等补给。

据美联社报道，航空航天企业诺斯罗
普-格鲁曼公司的“安塔瑞斯”火箭当天携

“天鹅座”飞船从美国弗吉尼亚州瓦勒普斯航
天发射场升空，预计12日抵达国际空间站。

“天鹅座”飞船这次载货 3700公斤，包
括供空间站7名宇航员食用的新鲜苹果、土
豆、猕猴桃以及披萨饼和奶酪等食物。货
物中还包括空间站3D打印机所用材料、将
于明年发射升空的新太阳能电池板所用支
架、法国一个教育实验所需的粘液菌，以及
红外线探测器等。

这是诺斯罗普-格鲁曼公司第16次承
接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的空间货运任务，
载货重量为历次之最。美国太空探索技术
公司今后几周内将向国际空间站送去另一
批补给。

目前有7名宇航员在国际空间站生活，
分别来自美国、俄罗斯、法国和日本。

（新华社微特稿）

货运飞船给空间站
送披萨饼

新华社曼谷8月11日电（任
芊）泰国国家科技发展局日前宣
布，该局研发的两种针对新冠病
毒的鼻喷疫苗有望今年底进入 I
期临床试验。

泰国国家科技发展局 10 日
在声明中说，由该局下属的国家
基因工程和生物科技研究中心
自主研发的两种鼻喷新冠疫苗
目前已完成动物实验阶段测试，
效果良好，将于近期向泰国卫生
部食品与药品监管局申请开展
临床试验。

该研究中心疫苗研发负责
人阿南·凯瓦塔纳说，这两种鼻

喷疫苗分别为腺病毒载体疫苗
和减毒流感病毒载体疫苗。动
物实验显示，两种疫苗均成功
使实验鼠产生了针对新冠病毒
的免疫反应。他说，鼻喷疫苗
通过特制的喷雾设备，可直接
将疫苗成分输送到上呼吸道黏
膜上。

阿南还表示，研究人员还将
测试这两种疫苗针对德尔塔毒
株的有效性，如果能获得食品与
药品监管机构的批准，将于今年
底启动 I 期临床试验，明年 3 月
进行 II 期临床试验，并有望于明
年年中开始量产。

泰国研发的鼻喷新冠疫苗
有望年底进入临床试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