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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19日，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美国总统特朗普
同巴西总统博索纳罗（不在画面中）在白宫玫瑰园举
行联合记者会。

美国总统特朗普 19 日称，美国有意给予巴西
“非北约主要盟国”地位。“非北约主要盟国”是美国
政府给予不属于北约组织、但与美国军方有战略合
作关系盟国的定位，这一定位并不自动包括共同防
卫条款，但为这些国家提供了美国本不与非北约盟
国开展的军事与财政合作。 新华社 发（沈霆 摄）

3月20日，在新西兰克赖斯特彻奇，一些中学生在枪击案现场跳起毛利战舞以慰逝者。
新西兰南岛克赖斯特彻奇市两座清真寺15日发生严重枪击事件，致50死50伤。新西兰全国各地持续展开悼念活动。本

周克赖斯特彻奇大中小学纷纷举行悼念活动，纪念遇难者。 新华社记者 卢怀谦 摄

美国拉拢巴西有何用意
巴西新任总统博索纳罗19日到访白宫，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会晤。特

朗普在会晤后宣布，美国将加强与巴西在安全和经贸领域的合作，并有意给予
巴西“重要非北约盟国”地位。

分析人士认为，此番向巴西“示好”体现出美国的多重考量：一方面美国希
望巴西能在委内瑞拉问题上发挥更大作用，另一方面也希望将巴西拉进自己
的拉美阵营，扩大美国的地区影响力。

据新华社北京3月20日新媒体专电 英媒称，莫
桑比克总统菲利佩·纽西说，“伊代”气旋在该国造成
的死亡人数可能达到1000人。“伊代”气旋3月14日
在港口城市贝拉附近登陆，最高风速达到每小时
177公里，但救援队伍17日才抵达贝拉。

据英国广播公司网站3月19日报道称，“伊代”气
旋带来的洪水和大风摧毁了民房，还掀翻了水泥建筑
的屋顶。总统纽西在视察贝拉时说，“伊代”气旋的影
响是毁灭性的，他还说，自己看到洪水中漂浮着一些尸
体。较早前，红十字会与红新月会国际联合会形容“伊
代”气旋是“巨大而可怕的”。该机构评估团队负责人
杰米·勒瑟尔说，一些灾民不得不在树上等待救援。

在邻国津巴布韦，政府称，东部和南部已有 98
人死亡，217 人失踪。其中包括奇马尼马尼地区一
所寄宿学校的两名学生，两人在宿舍被滚落的山石
砸中后不幸遇难。马拉维也遭受了严重影响。据报
道，“伊代”气旋登陆前的降雨造成当地洪水暴发，导
致至少122人死亡。

近日，美国总统特朗普首次动用总统
否决权，否决了一项美国国会决议。该决
议旨在叫停特朗普此前宣布的美国南部
边境进入“国家紧急状态”，阻止其绕过国
会正常拨款程序，从其他渠道调拨资金，
建造美墨边境墙。

此番动用否决权，特朗普是在遭遇美国
国会两院一致挑战后，做出的强硬反击。分
析人士普遍认为，美国内政治博弈陡然升级，
特朗普与国会的明争暗斗将进一步加剧。

特朗普遭遇国会两院双面夹击

叫停特朗普宣布美国南部边境进入
“国家紧急状态”的决议案，先后在国会众
议院和参议院获得通过，特朗普遭到来自
国会两院的双面夹击。2月26日，民主党
人占据多数席位的众议院通过叫停“国家
紧急状态”的决议；3月14日，共和党人占
多数席位的参议院表决时，12名共和党籍
参议员倒戈。

这里需要说明的一点是，客观地说，此

次倒戈的参议员未必对抗特朗普或反对建
造隔离墙，而是防止今后更多总统、尤其是民
主党籍总统借助“紧急状态令”推进他们主张
的项目。这反映了共和党内部某种程度上
的分裂。共和党人愈发显现的对抗姿态，促
使特朗普就任总统以来首次动用否决权。

这次特朗普大笔一挥，否决了国会决
议。随后，民主党控制的众议院宣布，将
继续举行投票，推翻特朗普的否决令。国
会决议案以及总统否决的拉锯，凸显了特
朗普与国会的博弈陡然升级，分歧难消，
华盛顿权力失衡无解。

“造墙”是特朗普寻求连任的政治筹码

在美墨边境建造隔离墙，是特朗普的

核心竞选承诺之一，也被美国舆论认为是
特朗普稳固票仓、寻求连任的重要政治筹
码。美国圣安塞尔姆学院助理教授克里
斯托弗·加尔迪耶里表示，许多选民坚定
支持特朗普，就是因为他的造墙承诺。

分析人士表示，特朗普此番高调行使
总统否决权，意在向支持他造墙的选民释
放信号，会履行自己的承诺。

但在民主党看来，修建边境墙低效、
昂贵且没有必要，是特朗普煽动保守派选
民的“政治噱头”。

美国府院之争未来或更加激烈

在特朗普行使否决权后，参众两院均
需至少三分之二票数重新通过决议案，才

能驳回总统的否决。因此，国会重新通过
决议案的门槛很高。

美国智库传统基金会梅斯法律和司
法研究中心主任约翰·马尔科姆认为，就
此前国会表决结果和目前情况看，参众两
院均不太可能获得足以推翻特朗普否决
令的三分之二票数。

美国布鲁金斯学会高级研究员达雷
尔·韦斯特指出，此番较量凸显出国会制
衡白宫的意愿，预计国会将对白宫施加更
多监管和审查。未来，美国府院之争可能
会更加激烈。这无疑将给特朗普实现其
政治抱负带来更多障碍！

□ 钟玉岚
（新华社华盛顿3月19日电）

新华社柏林3月19日电（记者 任珂）德国总理
默克尔19日表示，避免英国“无协议脱欧”符合欧盟
各方根本利益。

当天在柏林举行的一个讨论全球政策的论坛
上，默克尔发表主旨演讲时说，她将为英国能够“有
序脱欧”“奋斗到3月29日的最后一个小时”。默克
尔强调，避免英国“无协议脱欧”符合欧盟各方的根
本利益。

欧盟春季峰会将于 3 月 21 日和 22 日在布鲁塞
尔召开，英国的“脱欧”之路如何走下去是最重要议
题之一。英国首相特雷莎·梅预计将在峰会上正式
提出推迟“脱欧”的期限。

默克尔说，德国在欧盟峰会的立场将取决于梅
在会上的表态，希望英国“脱欧”后德英两国仍然保
持良好关系。

英国议会下院 13 日投票决定，反对“无协议脱
欧”。根据议会下院 14 日通过的一项政府动议，若
议会下院在本月20日前通过一份“脱欧”协议，英国
政府将与欧盟协商，寻求将英国“脱欧”期限由目前
的3月29日推迟至6月30日；否则英国政府仍将与
欧盟协商推迟“脱欧”事宜，但“脱欧”最终期限将取
决于欧盟的决定。

新华社华盛顿3月19日电（记者 刘晨 朱东阳）
美国财政部 19 日宣布制裁委内瑞拉矿业总公司及
其总裁。

美财政部当天在声明中说，委内瑞拉矿业总公
司是该国唯一的国有黄金加工企业，主要通过黄金
加工与贸易支持马杜罗政府。该公司总裁阿德里
安·马塔2018年7月起任现职。

根据声明，受制裁对象在美国境内的资产将被
冻结，美国公民不得与其进行交易。

1月23日，委内瑞拉议会主席、反对派领导人瓜伊
多自任“临时总统”，获得美国政府承认。1月28日，美
国财政部宣布对委内瑞拉石油公司实施制裁。为逼迫
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下台，美方不断加大对委制裁力
度。委内瑞拉政府谴责美国对委制裁。

新华社北京 3月 20 日电（记
者 张莹）据美国媒体 19 日报道，
2018 年印尼狮子航空公司客机发
生空难前一天执飞另一个航班时，
飞行控制系统曾险些导致飞机失
控，驾驶舱内一名“搭便机”的轮休
飞行员帮助排除险情，避免了事故
发生。

熟悉狮航空难调查的匿名消
息源对彭博社说，2018 年 10 月 28
日 ，这 架 波 音 737-8 客 机（属 于
737 MAX 系列）从巴厘岛飞往雅加
达途中，飞行控制系统险些导致飞
机失控，驾驶舱内碰巧搭载了一名
处于轮休的飞行员，他正确诊断出
问题，并让当班机组人员及时切断
驱使飞机俯冲的发动机电源，排除
了险情。

第二天，这架飞机在执飞狮航
JT610 航班时发生空难。本月 10
日，埃塞俄比亚航空 302 航班同一
型号客机失事。美国联邦航空局
此前承认，卫星数据显示两架失事
客机运动轨迹相似，起飞不久后飞
行高度急剧变化，本应爬升却突然
俯冲。

印尼政府去年 11 月公布了狮
航空难的初步调查报告，将事故原
因指向名为“机动特性增强系统
（MCAS）”的飞行控制系统，认为传
感器读数错误使该系统误判导致
飞机坠毁。

印尼国家交通安全委员会官员
在公布这份报告的发布会上说，飞
行控制系统错误地认为机翼失去了
升力，启动安全措施让机鼻持续自
动往下调整，机长多次尝试调整控
制系统让机鼻重新抬起，但最终失
控。该失事客机前一天执飞途中也
发生类似问题，机长坚持飞行并平
安抵达后向狮航上报了这一问题，
狮航在维修后决定让这架客机继续
执飞第二天的 JT610航班。

但当时这份调查报告没有提
及这名“搭便机”并帮助排除险情
的飞行员。

根据波音公司本月 11 日发表
的声明，波音将对 737 MAX 系列飞
机进行一系列软件升级，其中就包
括更新 MCAS，以应对传感器读数
错误等问题。波音还计划加强飞
行员培训，更新飞行手册。

新华社北京3月20日电（记者 王逸
君）英国经济学人智库 18 日发布的全球
生活成本调查报告显示，法国首都巴黎、中
国香港和新加坡首都新加坡城是最“贵”的
三座城市。

前三名并列

这家经济学人报业集团旗下智库以每
半年为一个周期，对133座城市的150多项
价格指标作比较，包含汽车、食品、房租、交
通和服饰。

比如，女性修剪头发，在印度第五大
城市本加卢鲁（旧译班加罗尔）需要大约
15 美元(约合 101 元人民币)，在美国最大
城市纽约需要 210 美元（1411 元人民币）；
在尼日利亚经济中心、西部非洲最大城市
拉各斯，一罐啤酒大约 0.5 美元（3.4 元人
民币），在瑞士苏黎世超过 3 美元（20.2 元
人民币）。

“花都”巴黎、“东方之珠”香港和“狮
城”新加坡并列前三名。第四至第六位依

次是瑞士苏黎世、日内瓦以及日本第二大
城市大阪。

受较高通货膨胀和货币贬值影响，土
耳其最大城市伊斯坦布尔和俄罗斯首都莫
斯科等新兴市场国家的城市排名下滑。由
于英国脱离欧洲联盟带来不确定性，英国
城市生活成本变高，排名因而上升，首都伦
敦名列 22 位，曼彻斯特位列 51 位，分别上
升8位和5位。

委内瑞拉政治危机导致这个南美国家
的首都加拉加斯跌至榜单最后一位。倒数
前十名的城市还包括叙利亚首都大马士
革、巴基斯坦最大城市卡拉奇、阿根廷首都
布宜诺斯艾利斯和印度首都新德里。

在世界资源研究“土耳其可持续城市”
部门代理主管居内什·詹瑟兹看来，“最贵”
城市排名下滑不意味着生活成本自动降
低。比如，伊斯坦布尔排名下滑，似乎显示
生活成本降低，但居民家庭的实际开支却
增加了。排名与伊斯坦布尔人的日常生活
没有呈现正相关关系。

全球化显现

报告作者、经济学人智库城市实践部
门主管罗克萨娜·斯拉夫切娃说，这是 30
多年来首次发生三座城市并列榜首的情
况，显示那些生活成本最高昂的城市越发
相似。

斯拉夫切娃在一份声明中说，历史上
一些生活成本相对较高城市生活成本趋同
是全球化的显现，同时说明居民生活品味
和购物模式相似。

在她看来，尽管一些城市的食品、副食
品价格相对低廉，水、电、煤气和交通费用
仍然增加了整体生活成本。

英国智库城市问题研究中心分析师安
东尼·布里奇解读，一般情况下，如果就业
市场活跃，以高工资吸引技术类劳工，会推
高城市生活成本。他告诉汤森路透基金
会，城市规划者必须提前规划，修建更多住
宅，以维持居民负担得起的价格，降低整体
生活成本。

全球城市哪家“贵”？巴黎香港新加坡

美国内政治博弈陡然升级！
特朗普首用否决权的背后

美媒称

狮 航 客 机 失 事 前 一 天
曾被飞行员排除过一次险情

外媒称“伊代”气旋或致
莫桑比克千人死亡

默克尔：

避免英国“无协议脱欧”
符合欧盟各方根本利益

美国宣布

制裁委内瑞拉矿业总公司

3月20日，在约旦河西岸城市纳布卢斯，人们为
被以色列部队打死的两名巴勒斯坦人举行葬礼。

巴勒斯坦方面证实，以色列部队19日晚在约旦
河西岸城市纳布卢斯和拉姆安拉附近开枪打死3名
巴勒斯坦人。 新华社 发（艾曼·努巴尼 摄）

谈合作 拉关系

特朗普当天下午在白宫玫瑰园与博
索纳罗举行的联合记者会上说，美国有意
给予巴西“重要非北约盟国”地位，甚至会
考虑让巴西成为“北约盟友”。美国会与

“重要非北约盟国”进行只有北约盟国才
能享有的军事与财政合作。

白宫在随后发布的联合声明中说，美
巴致力于强化与巴西在安全与经贸领域
的合作。两国于 18 日签署《技术保障协
议》，允许美国公司使用巴西境内位于赤
道附近的卫星发射基地。巴西还同意将
给予美国公民赴巴旅游免签入境待遇。

两位领导人均高调表示双边关系进
入“新阶段”。特朗普表示，美巴关系正处
于历史最好时期。博索纳罗则称，这是过
去几十年里首次有“不反美”的巴西总统
来到美国。

此访是博索纳罗1月就职后的首次出
访，也成为第一个将首访目的地定在美国
的巴西总统。博索纳罗去年以“黑马”之
势当选巴西新总统。他打出契合民意的

“严惩腐败、恢复治安”的口号，宣称“巴西
至上”。

有需求 谋交换

分析人士认为，在过去 20 年间，巴西

和委内瑞拉、古巴等国家同属拉美地区
左翼阵营，与美国一直“不对付”。现在，
随着明确表达“亲美”意愿的博索纳罗上
台，美国看到了与巴西走近的可能性，随
即展现“招揽”姿态，满足自身的多重利
益需求。

首先，强化反马杜罗联盟。美国智库
传统基金会外交政策研究员詹姆斯·罗伯
茨对新华社记者表示，美国企图拉拢委内
瑞拉的邻国巴西这一南美洲重要经济体，
使其与哥伦比亚和阿根廷一道反对委内
瑞拉总统马杜罗，建立更加强大的反马杜
罗联盟。

其次，扩大美国在拉美地区的影响
力。美国共和党政策分析师福特·奥康奈
尔对记者表示，美国明显希望将尽可能多
的拉美国家变成自己的“盟友”，满足其在
该地区获得更多利益的诉求。

与此同时，巴西对美国也同样“有所
求”。从白宫声明及媒体报道中可知，
巴西寻求美国支持其加入经济合作与发
展组织，并希望美国进一步对巴西开放
市场，并在扩大双边贸易等方面为其

“开绿灯”。

存分歧 阻力大

美国圣安塞尔姆学院助理教授克里
斯托弗·加尔迪耶里告诉新华社记者，自
特朗普上台以来，疏远了包括北约成员国
在内的诸多美国传统盟友，而博索纳罗的
上台让特朗普有机会与一位南美大国领
导人建立亲密关系。

不过，双方若想继续拉近关系也并非
易事。两国在很多国际问题上的观点相
差较大，巴西国内的“反美”声音依然强
大。博索纳罗刚上任时曾表示对在巴西
建立美军基地持“开放态度”，这番表态直
接遭到巴西军方的反对。博索纳罗此次
访美也在巴西社交媒体引发很大争议。
反对者认为巴西并未获得美国的“平等”
对待，博索纳罗的行为有损巴西尊严。

美国总统与国会研究中心副主任丹·
马哈菲认为，未来博索纳罗执政之路绝非
一片坦途，巴西政局和经济发展情况都将
对美巴关系走向产生影响。

□ 新华社记者 刘晨 朱东阳 刘品然
（新华社华盛顿3月19日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