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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电

美国联邦政府暂时

结束“停摆”，联邦机构工作人员 28

日首次返回岗位， 处理积压 5 周的

工作。

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 28 日发布

的报告显示，2018 年 12 月 22 日至

2019 年 1 月 25 日的联邦政府部分

“停摆” 预计导致美国经济损失约

110 亿美元。

美国整体经济受创

国会预算办公室的报告说，政

府“停摆”风波可能导致去年第四季

度美国实际国内生产总值（GDP）损

失 0.1%，约 30 亿美元；今年第一季

度美国实际 GDP 可能损失 0.2%，约

80 亿美元。

据国会预算办公室估算， 随着

政府“停摆”结束，美国经济有望恢

复正常， 但其中约 30 亿美元损失无

法弥补， 相当于按年率计算的 2019

年 GDP 估值的 0.02%。

不仅如此，长达五周的“停摆”风

波还造成约 180 亿美元政府支出延

迟。 正常情况下，政府可将这些资金

用于购买商品和服务。 同时，部分政

府服务也因此推迟。

国会预算办公室认为， 与美国

整体经济相比，政府“停摆”对企业

和员工的影响更大， 特别是联邦雇

员和部分业务受损的私营企业。

特朗普威胁第二次停摆

一些民主党籍国会议员说，国

会预算办公室对经济损失所作估算

是对特朗普的明确警告。

众议院议长、民主党人南希·佩

洛西说：“全国家庭还在试图从少发

一个月工资和账单逾期

（ 的打击）

中

恢复， 但总统已经准备威胁第二次

停摆。 ”

特朗普 25 日签署的临时拨款法

案能够让联邦政府机构重新“开门”

并运行 3 周。 如果国会共和党人和

民主党人无法在 2 月 15 日以前就确

保边境安全达成一致， 联邦政府可

能再度停摆。

一个由共和党籍和民主党籍议

员组成的委员会定于 30 日召开公开

会议，讨论边境安全事宜，试图 2 月

15 日以前达成妥协。

据新华社电

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

28 日发表电视讲话， 强烈谴责美国制裁

委内瑞拉石油公司， 并称美方行为“违

法”。

马杜罗说， 美国对委内瑞拉石油公

司及其在美国子公司的制裁是违反国际

法和联合国宪章的“犯罪行为”，目的是

“偷窃”委在海外资产，委政府将采取一

切法律手段保护委国有资产。 他还说，委

政府已命令委石油公司立即采取法律行

动维护其权益。

马杜罗还指责日前自封为“临时总

统”的委议会主席胡安·瓜伊多鼓动美国

不断对委进行制裁和施压。

马杜罗重申， 愿同委国内反对党对

话以维护国家稳定与和平， 也愿在美国

同意不干涉他国内政的前提下与美国政

府沟通。

美国财政部 28 日宣布对委内瑞拉

石油公司实施制裁。 美财政部在一份声

明中说， 委内瑞拉石油公司是委国有企

业， 是该国财政收入和外汇的一个主要

来源。 该公司在美国境内的资产将被冻

结，美国公民不得与其进行交易。

美国政府 23 日宣布承认瓜伊多为

委“临时总统”，并称美国将继续通过经

济和外交手段向委内瑞拉施压。 马杜罗

同日宣布委内瑞拉正式与美国断交，并

驱逐美驻委外交人员。

瓜伊多 28 日通过社交网络宣称，委

内瑞拉议会已开始接手政府在海外资产

及银行账户， 这些资产和资金的使用将

由议会成立的专门委员会来授权和监

督。

据新华社电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加塞

米 28 日否认伊朗就其导弹计划与包括

法国在内的一些国家进行过对话。

加塞米在当天的伊朗外交部例行记

者会上表示， 伊朗目前没有与任何国家

就伊朗导弹计划进行过对话。 导弹计划

是伊朗国家防御的重要内容， 伊朗绝不

会与任何国家就导弹计划进行谈判。

近日有媒体报道说， 法国外长勒德

里昂表示， 若与伊朗就导弹计划问题对

话无果，法国将对伊朗采取制裁措施。

2015 年 7 月， 伊朗与伊核问题六国

（ 美国、英国、法国、俄罗斯、中国和德国）

达成伊朗核问题全面协议。 根据协议，伊

朗承诺限制其核计划， 国际社会将解除

对伊制裁。 2018 年 5 月，美国宣布退出伊

核协议， 称该协议未限制伊朗发展弹道

导弹项目。法国方面表示，希望保留 2015

年伊朗核协议的内容， 并对伊朗弹道导

弹计划等额外议题进行讨论。 伊朗方面

则坚称，伊朗有权发展防御性弹道导弹，

不会就国防问题与他国谈判。

28 日，星期一，联邦政府大约四

分之一机构正式复工。 众多雇员重

回通勤生活， 涌入首都华盛顿公共

交通系统，返回各自岗位。

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在一份声

明中说，“停摆”期间，总计 397 名雇

员中 367 人被迫休假， 导致这一机

构无法向 22 起道路或航空运输事

故派遣调查员， 包括 15 起航空事

故。 这些事故累计致死 30 人。

声明说， 由于一些事故数周前

发生，关键证据“可能已经丢失”，阻

碍事故原因认定。 另外， 超过 1800

起航空安全调查因为政府“停摆”而

暂停。

国家公路交通安全局正在审视

积压 5 周的汽车召回申请， 结果暂

时没有发布。

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 25 日

签署临时拨款法案， 暂时结束联邦

政府迄今持续时间最长的“停摆”。

35 天里，大约 80 万联邦机构雇员无

薪工作或无薪休假。

大约 80 万联邦政府雇员预定

31 日前拿到欠发薪资， 数额总计大

约 60 亿美元。 承包联邦政府机构业

务的企业可能面临巨大损失， 一些

议员试图推动立法， 向这些承包人

提供补贴。

新华

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公布美政府史上最长“停摆”对经济的影响———

“停摆”5周 美经济损失110亿美元

复工首日 美联邦雇员忙补漏

马杜罗强烈谴责美国

制裁委内瑞拉石油公司

伊朗否认就导弹计划

与法国进行对话

1

月

10

日，美国华盛顿，示威者抗议“

80

万人无薪”。 “停摆”

35

天里，大约

80

万联邦机构雇员无薪工作或无薪休假。

上个月， 美国华盛顿国家广场，大

量垃圾堆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