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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朗普諗縮數 華府出資不足兩成

美地方政府硬食 10 萬億基建
美國總統特朗普於美國東岸時間周一，公佈 2019 年度財政預算案，
並同時首度公開他競選時承諾的 1.5 萬億美元(約 11.7 萬億港元)基建大
計。不過這項龐大的基建計劃中，特朗普只讓聯邦政府出資 2,000 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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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元(約 1.56 萬億港元)，佔總數不足一成半，意味州政府等地方政府
需承擔大部分開支，與過往基建計劃中聯邦政府出資最少一半差異極
大，勢必加重地方財政負擔。

基建計劃將分為兩部分，包括維修殘
破的道路和機場，以及加快基建審

公共道路殘破，窒礙經濟活動，但他上任
初期集中推動廢除奧巴馬醫改，至今才推
出獲公眾支持的基建計劃，不少政界人士
認為他策略出現失誤，白白錯失挾民意促
使民主黨支持的機會。

批和環境評估等程序。聯邦政府將在未來
10 年，從其他項目中抽調 2,000 億美元，
當中一半用於交通、供水、渠務和改善污
染，另有 500 億美元(約 3,910 億港元)用於
改善各州鄉郊設施。白宮預算辦公室主任
馬爾瓦尼稱，新方案有助放寬基建監管、
簡化審批過程，聯邦政府期望於未來兩
年，額外增撥 210 億美元(約 1,642 億港元)
改善基建。

現時中期選舉臨近，民主黨未必再願
意輕易向共和黨人讓步。白宮官員承認方
案將於國會面臨阻力，促請共和、民主兩
黨多作磋商，制訂最理想的基建方案。

過往出資50%至80%

難吸引私企投資

州政府和各級縣市鎮政府可利用聯邦
政府撥款，支付 20%基建開支，但與現
時聯邦政府出資 50%至 80%相比，方案
將大幅加重地方政府財政負擔。特朗普上
月發表國情咨文時，表明地方政府需與聯
邦政府合作，並適度採用公私營合作模
式，改善基建赤字。他昨日與 4 個州的州
長會面，明日則會跟國會領袖會面，解釋
基建計劃，他周五將前往佛羅里達州奧蘭
多推銷方案。
特朗普過去多次批評國家基建老化、

眾議院少數黨領袖佩洛西批評，基建
方案把財政負擔推卸至地方政府，民主黨
人亦要求當局增加開支時，提供新的收入
來源，例如增加燃油稅。基建專家則認
為，聯邦政府只願支付兩成基建開支，難
以吸引私人企業投資。
美國全國製造商協會(NAM)則支持方
案，指出交通、電力和供水等基本設施關
乎製造業競爭力，改善基建有助刺激就
業，讚揚特朗普具領袖風範。
■《華爾街日報》
《紐約時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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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選臨近 民主黨拒買賬

預算案加劇赤字 恐掀共和黨內訌
特朗普公佈基建計劃的同時，亦公佈
2019年度財政預算案，焦點落在國防開支
增長，還有在美墨邊境興建圍牆的支出
等。華府明年開支大增，收入卻因早前通
過稅改下降，外界估計華府明年赤字將突
破 1 萬億美元(約 7.8 萬億港元)，特朗普亦
很可能放棄共和黨10年後滅赤的目標，恐
引起共和黨內保守派系「茶黨」不滿。

1400億建美墨邊境圍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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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宮預算辦公室主任馬爾瓦尼透露，預
算案將提出增加 230 億美元(約 1,799 億港
元)開支，加強邊防及入境管制，180 億美
元(約 1,408 億港元)用作興建美墨邊境圍
牆，亦會撥款加強國防。其他開支方面，
預算案建議未來兩年增撥 130 億美元(約
1,017 億港元)，改善鴉片類藥物濫用問
題，亦有 855 億美元(約 6,687 億港元)用作
保障退伍軍人健康。
馬爾瓦尼強調政府赤字長遠會減少，邁
向收支平衡，但曾任眾議員的他也承認，
假如自己仍是議員，不會對方案投贊成
票。預料預算案將提出較樂觀的中長期經
濟預測，從而推算政府收
入持續增長，使未來估算赤
字逐漸減少。
■《華盛頓郵報》/路透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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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改對朝口風 施壓同時願對話

出席平昌冬奧開幕禮的美國副總統彭斯
前日啟程回國，雖然在韓國期間與朝鮮代表
團全程零交流，但他在飛機上接受專訪時表
示，美國準備在維持現有施壓措施下，不設
前提地直接與朝鮮對話。這一表態明顯有異
於特朗普政府過往堅持朝鮮必先棄核才能談
判的主張。
改變華府態度的關鍵，是彭斯與韓國總
統文在寅的兩次會談。彭斯表示，他在首次
會談前要求文在寅提出方法，避免重蹈歷屆
政府與朝鮮接觸時讓步的覆轍。文在寅於是
保證，將向朝鮮表明會談不會獲得任何經濟
或外交好處，只會集中商議無核化措施，彭
斯因此有信心可以在冬奧結束後繼續與平壤
接觸。到了第二次會談，文在寅表示已經要
求朝鮮與美國談判，韓美於是進一步商定細

節，包括朝鮮先與韓國對話，然後再與美國
面對面會談。
特朗普政府以往對朝立場是首先施加最
大壓力，在平壤真正讓步後才進行對話，但
彭斯形容新策略是「同時施加最大壓力和保
持對話」，若然平壤有意對話，美國願意打
開談判大門。
不過與此同時，出訪歐洲的美國國防部
長馬蒂斯卻表示，朝鮮領導人金正恩在冬奧
開幕禮前舉行閱兵，令人質疑朝鮮是否真心
釋出善意，一旦冬奧完結，韓朝關係可能再
生變故，未必達至持久的和解。他亦否認，
美韓關係因朝鮮的體育外交而出現裂縫。正
在開羅訪問的美國國務卿蒂勒森亦表示，要
評論朝韓是否真的開展對話仍是言之尚早。
■《華盛頓郵報》/法新社

韓力爭4國支持 促成總統訪朝
朝鮮代表團以平昌冬奧為契機訪韓
後，韓國政府將採取的外交跟進動作
受到各方關注。韓聯社報道，青瓦台
未來或會向中美日俄 4 國介紹朝代表
團訪韓結果，並將致力於讓各國理解
及支持總統文在寅提出的構想，即以
此次朝高官訪韓為契機，推動韓朝關
係改善，進而促進朝美開展對話，實
現半島和平。報道認為，這一連串動
作可以說是為文在寅訪朝創造條件。
朝鮮領導人金正恩胞妹金與正上周
六與文在寅會談期間，轉交了金正恩
的親筆信，並轉達了金正恩邀請文在
寅訪朝的口信。文在寅當時表示，要
創造條件促成訪朝之行，據稱所謂

「條件」是指為促成韓朝首腦會談營
造氣氛，重中之重是朝美重啟對話。
預計文在寅將向美方強調，為引導朝
鮮實現無核化，有必要與朝鮮對話了
解其意圖。
鑑於美國副總統彭斯此次訪韓期
間，拒絕與朝方代表接觸，反映華府
立場，因此文在寅可能在不久的未來
與美國總統特朗普通電話。另有觀點
指出，韓方將通過青瓦台國家安保室
室長鄭義溶和美國國家安全顧問麥克
馬斯特之間的熱線機制，介紹朝代表
團的訪韓結果，並在不久的未來促成
韓美首腦通話。
■韓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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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擬購美F-35B
成準航母艦載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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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奧委主席冬奧後訪朝
朝鮮領導人金正恩胞妹金
與正訪韓掀起旋風，被質疑
搶去了平昌冬奧的鋒頭，甚
至認為朝鮮代表團「騎劫」
了整場冬奧作政治宣傳，有
份促成朝鮮參賽的國際奧委
會主席巴赫昨日受訪時反駁

■巴赫
巴赫((左)與韓朝聯隊交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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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說法，強調朝鮮參奧安
排只是發揮了體育鋪橋搭
路、打開大門的角色，別無
他意。國際奧委會官員則透
露，作為國際奧委會與朝韓
兩國的協議，巴赫將於冬奧
結束後訪問朝鮮。
平昌冬奧將於 2 月 25 日閉
幕，消息稱巴赫的訪問時間
大約在冬奧之後。國際奧委
會上月與朝韓在瑞士洛桑簽
署協議，列明朝鮮參加冬奧
的細節，當中列明巴赫將會
訪問朝鮮。
巴赫表示，國際奧委會很

樂意擔當和平調停者的角
色，但強調朝韓關係今後能
否更進一步，還看政治人物
的造化。「體育不能創造和
平，但可以搭建橋樑，我們
可以打開大門，證明談判能
夠產生正面結果……這是我
們能夠做的事，我們亦永遠
會緊守體育事務這條線，至
於其他事情則留給政客們去
辦。」
巴赫又透露，直至朝韓運
動員一同踏進冬奧開幕禮會
場前，他還不肯定聯隊入場
能否成事。
■法新社

日本為提升離島防衛能力，據報有意
向美國引入 F-35B 隱形戰機，並以 2026
年度作為部署目標。由於日本正研究把
「出雲」號直升機護衛艦改造成航空母
艦，意味 F-35B 很有可能將成為「出
雲」號的艦載機。
日本
《讀賣新聞》
昨日引述多名政府相
關人士透露有關消息。F-35B 擁有短場
起降能力，一方面可使用在跑道短的離
島機場，提升離島防衛能力，一方面亦
可於改造後的
「出雲」號甲板上升降。
「出雲」號如果順利改造成航空母
艦，將可用於離島防衛的補給點。雖然
當局目前假設是供美軍 F-35B 使用，但
透過學習美軍如何讓戰機在艦上起降的
關鍵能力，未來也可能讓日本航空自衛
隊 的 F-35B 使 用 。 一 旦 順 利 導 入
F-35B，將有利日本使用在離島民用機
場，因為即使在機場跑道受到攻擊時，
F-35B仍有很高機會可起飛迎擊。
日本政府為替換舊式 F-4 戰機，已決
定引入 42架用於一般跑道起降的 F-35A
戰機，第一架 F-35A 已於 1 月部署在青
森縣的航空自衛隊三澤基地。F-35B 可
能作為航空自衛隊主力戰機 F-15 的後
續機種，購買數量約為20至40架。
■日本《讀賣新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