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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

美眾院混亂一天基建法案終過關



美基建法案要點（單位：美元）

項目

道路
和橋樑

公共
交通

鐵路

電動車

互聯網

電網
現代化

機場

清潔
飲水

*新法案還將撥款500億美元應對乾旱、山火和洪災等的緊急情況
來源：美聯社、《紐約時報》

金額及具體內容

1100億，修復老化的道路
、橋樑和高速公路

390億，改善交通系統、擴大殘疾人
士無障礙服務、助地方購低碳排巴士

660億，修復735公里的
東北走廊鐵路等

150億，建設全國汽車充電站網絡
、購買電動校車等

650億，建設互聯網寬帶設施，改善
農村部落等偏遠地區的互聯網服務

650億，改善全國電網、發展碳捕捉
技術、使用氫氣等較清潔能源發電

250億，改善機場的跑道、航站樓
和交通管制塔等設施

550億，更換鉛管、解決全氟烷基和
多氟烷基物質（PFAS）造成的水污染

初版法案金額

1540億
（-29%）

770億
（-49%）

740億
（-11%）

1570億
（-90%）

1000億
（-35%）

820億
（-21%）

不變

1110億
（-50%）

休斯敦音樂節踩踏事故八死三百傷
【大公報訊】綜合法新社、《休

斯敦紀事報》報道：當地時間5日晚
間，美國得州休斯敦NRG公園內一
場大型音樂節發生嚴重踩踏事故，至
少8人死亡、多人受傷送院，傷者包
括一名10歲的兒童。

休斯敦消防局長培尼亞表示，事
發於當天晚上9時，約有5
萬人在場，當饒舌歌
手 斯 科 特 （Travis
Scott）登場時，人群

開始向舞台擠
壓，引發恐慌。

「人們開始摔倒、昏迷，導致恐慌加
劇。」

迄今已有8人被確認死亡，許多
人非常年輕。另有17名傷者被送往
醫院，其中11人心臟驟停，需要當
場進行心肺復甦急救。傷者包括一名
年僅10歲的兒童。休斯敦警察局助
理局長薩特懷特表示，事故發生十分

突然，短短幾分鐘內就有數人倒在地
上。據統計，共有逾300人在混亂中
受傷，當局在公園設立臨時醫院提供
救治。

警方正在調查為何人群會向前方
擠壓。有目擊者指慘劇發生前已亂象
頻生，社交媒體上的視頻顯示，大批
觀眾湧向入口處的鐵網圍欄，並推倒

圍欄強行衝入引發混亂。其間
多人倒地形成踩踏，警方派出
騎警維持秩序。

這場名為 「Astroworld」
的音樂節原定一連兩日舉行，
主辦方宣布取消所有活動。這
也是自2003年羅德島一處夜總
會大火造成約100人喪生後，
美國音樂會上死亡人數最多的
一次。

▲基建法案5日通過後，眾議院議長佩洛西（右
二）等人滿面笑容。 法新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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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斯敦一場音
樂節5日擠滿觀
眾。 美聯社

拜登政府於今年3月提出2.3
萬億美元大基建法案，其後規模
不斷縮水，先是在共和黨攔截下
數字被大幅減少，8月在參議院
通過後又因民主黨內訌在眾議院
膠着。在周五的表決中，法案以
228票贊成、206票反對獲通過，
其中6名激進派民主黨人投票反
對，共和黨則有13人倒戈。法案
已送往白宮，拜登簽署之後將成
為法律。

這項總額1.2萬億的基建法案
將在五年內投入5500億美元的新
增加支出，其中1100億美元用於
建設高速公路、660億美元建設
鐵路、650億美元建設互聯網寬
帶設施、550億美元建設飲用水
管道設施等。拜登形容法案獲通
過是國家向前邁出的 「里程碑一
步」 ，稱後人回顧歷史時都會明
白 「這一刻是美國勝出21世紀經
濟競爭的時候」 。

眾議院癱瘓至深夜
基建法案和社會安全開支法

案一直是拜登上台後力推的 「標
誌性工程」 ，但二者在民主黨掌
控的眾議院接連遇挫。表決當
天，眾議院議長佩洛西原定將兩
項法案同時進行表決，但因多名
溫和派議員不願支持1.75萬億美
元社會安全開支法案，佩洛西決
定，單獨就基建法案進行投票。
此舉惹怒黨內激進派，20多人揚
言對基建案投下反對票。

激進派承受巨大的挫敗感，
尤其是民主黨在弗吉尼亞州長選
舉中慘敗後， 「每個人都筋疲力
盡，每個人都沮喪不已。」 另有
白宮官員透露，拜登臨時推遲前
往特拉華州霍博斯海灘度假的計
劃，連夜進行馬拉松式電話
會議。激進派領袖賈亞帕爾
表示，拜登甚至給她在印度
的母親打電話，她的
母親 「像個小女孩一

樣不停尖叫」 。
投票過程原本僅需15分鐘，

當晚拉鋸長達7小時，令眾議院
癱瘓至深夜。在最後一刻，6名
溫和派議員做出讓步，承諾在11
月15日當周投票支持社會安全開
支法案，只要跨黨派的國會預算
辦公室（CBO）核算出的成本與
白宮的估計相符。承諾令激進派
態度軟化，最終放行基建法案。
但包括紐約州眾議員奧卡西奧—
科爾特斯在內的民主黨激進派代
表 「六人小分隊」 ，還是對基建
法案投下反對票。

美財政赤字居高不下
上述基建法案將進一步推高

美國的財政赤字。據美國國會預
算辦公室估計，基礎設施投資法
案將在未來10年內推高聯邦預算
赤字約2560億美元。美國財政部
近期公布的數據顯示，2021財年
美國聯邦政府財政赤字達到2.77
萬億美元，低於上一財年創紀錄
的3.13萬億美元。

在基建法案艱難過關之後，
外界預計另外的社會安全開支法
案將更難在國會通過。眾議院最
快會在15日就該社會開支法案進
行投票，預計在參議院迎來惡
戰。民主黨西弗吉尼亞州參議員
曼欽（Joe Manchin）及亞利桑那
州聯邦參議員西內瑪（Kyrsten
Sinema）可能以金額過高為由投
下反對票，由於民主黨和共和黨
在參議院議席平分秋色，就算算
上副總統兼參議院議長哈里斯的
關鍵一票，民主黨黨內一票都不
能少，可能再次上演鬧劇。

民主黨內訌拉鋸七小時 10年內再推高財赤兩萬億
【大公報訊】綜合美聯社、《衛報》、CNN報道：經歷數

個月拉鋸後，美國眾議院終於在5日表決通過1.2萬億美元（約
9.36億港幣）基礎建設法案。因為民主黨內部激進派和中間派
內訌，整個過程歷時七小時，總統拜登徹夜進行馬拉松電話會
議試圖彌合各方矛盾。美媒形容，這是拜登政府的重大立法勝
利，但再一次暴露了民主黨內部分歧。不過，該基建法案將進
一步推高美國的財政赤字，據估計在未來10年內推高聯邦預算
赤字2560億美元（約1.99萬億港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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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時間11月6日上午，美眾議院以
228票贊成、206票反對的表決結果，通
過了高達1.2萬億美元的《基建法案》，
這標誌着拜登政府取得了一次重大立法
勝利，也算是給剛剛失利的民主黨弗吉
尼亞州長選舉造成的負面衝擊進行了一
次對沖。

早在8月上旬，參議院就已通過《基
建法案》，眾議院緊隨其後通過《基建
法案》本不是難事，但民主黨控制的眾
議院卻出現了激烈內鬥。黨內激進派把
《基建法案》作為一張牌來打，希望以
此撬動《社會安全開支法案》（又稱重
建美國更好未來法案）也能搭車通過。
於是他們提出，希望首先通過3.5萬億美
元的社會安全開支法案，之後再來討論
基建問題，結果導致《基建法案》的討
論陷入僵局。後經議長佩洛西的協調，
答應將兩個法案進行捆綁表決，算是一

種折衷安排。
但黨內溫和派堅持認為，社會安全

開支法案的預算過於龐大，不予支持，
之後在拜登干預之下將開支壓縮至1.75
萬億美元，溫和派議員仍不滿意。一位
資深議員就此評價道， 「這幫傢伙得寸
進尺，一個要求得到滿足，馬上就提新
的要求。」

弗州選舉充分表明，選民對民主黨
無所作為已失去耐心，再將兩大法案無
限期拖下去，對民主黨的明年中期選舉
將造成無可挽回的影響，所以必須採取
立法動作。於是佩洛西決定作一次冒
險，將兩個法案分開表決，但20多位激
進派議員擺出了 「死磕」 姿態，如果佩
洛西一意孤行，他們將就《基建法案》
投下反對票，而民主黨在眾議院的席位
優勢只有區區幾個，如果有20多位眾
議員 「變節」 ，將意味着《基建法案》
注定要流產，這讓民主黨大佬們犯了
難。

拜登周五不得不親自下場，參加國
會激進派小組的電話討論，勸導他們支
持《基建法案》，並承諾會說服其他議

員支持《社會安全開支法案》。但這些
議員仍不放心，堅持要求相對中立的國
會預算辦公室拿出開支成本估算清單，
如果這個機構的估算與白宮的說辭相一
致，即通過向富人徵稅等辦法籌資，而
不相應增加財政赤字，他們就不再反
對，從而為《基建法案》闖關掃清了道
路。

從昨日投票的分布來看，民主黨有6
位議員變節，共和黨共有13名議員投下
贊成票，而共和黨反對票高達200張。雖
然基建老化在兩黨均有共識，但在投票
過程中，仍呈現出黨派之分的清晰界
限，黨派鬥爭的激烈程度由此可見一
斑。

美國基建老化有目共睹，美國土木
工程學會早已給美國的基礎設施現狀打
了D+級（較差）。振興基建產業一直是
美國歷屆政府希望有所作為的領域，從
基建入手是美國經濟復甦的一條捷徑。
早在2019年初，以基建出身的特朗普就
曾提出過1萬億美元的基建計劃，民主
黨順手推舟，將計劃加碼至2萬億美
元，讓特朗普高興了好一陣子，但直到

特朗普被趕下台，也沒能搞成像樣的項
目。

拜登上任後，把基建和社會安全開
支計劃視為復甦美國經濟的兩大法寶。
拜登在多次演講中，一直以中國為靶
子，以此激勵美國人迎頭趕上。前不
久，拜登再次來到他的出生地、賓夕法
尼亞州斯克蘭頓小鎮，他問聽眾， 「知
道中國高鐵速度是多少嗎？430英里
啊！」 聽眾張着下巴，將信將疑。《紐
約時報》知名專欄作家弗里德曼曾經訪
問上海，對中國的機場和高鐵印象深
刻，回去以後就在《紐約時報》刊文，
質問究竟誰是第三世界？美國前議長金
里奇也曾撰文，要求那些反對基建計劃
的官員們到中國坐一次高鐵，一切就會
想明白了。

中國被世界輿論視為基建 「狂
魔」 ，但魔力的背後是中國人民的辛勤
付出，基建既是髒活，也是苦活、累
活，美國能不能找到足夠的建築工人都
是一大疑問。更重要的是，基建的圖紙
和規劃固然不可或缺，但要把圖紙和模
型變成實物，將需要很長時間；美國人

的耐心十分有限，弄不好基建還沒搞出
名堂，拜登政府恐怕就要到換屆的時候
了。

在參眾兩院相繼通過《基建法案》
之後，預料拜登會很快簽署成法。如此
龐大的《基建法案》能否給中美在此領
域的合作帶來新的機遇？筆者的看法相
對悲觀。不僅因為美國的戰略定位是把
中國視為競爭對手，而且也是美打算通
過此戰略進一步落實 「買美國貨」 、
「僱美國人」 ，成為振興經濟、增加美
國就業的重要手段。從這一點來看，拜
登的確是不折不扣的特朗普政策繼承
者。儘管中國是鋼鐵出口大國，但美國
貿易代表戴琪前不久明確表示，將考慮
對中國的鋼鐵產品加徵新的關稅，由此
可見，在美國的基建規劃中，中國不在
美國的合作名單之中。美國通過對國外
產品加徵關稅的方式，無疑將大大提高
美國進口商的成本，這樣做旨在倒逼美
國鋼鐵產業的復甦，而不是增加中國的
鋼鐵出口。由此看來，《基建法案》與
中美關係 「機遇論」 掛鈎恐怕是想多
了。

美《基建法案》的通過會成為中美合作的機遇嗎？
周
德
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