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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媒体3月14日曝光
一张总统唐纳德·特朗普的
2005年纳税单据， 显示他当
年纳税3800万美元。

一直没有公开纳税记录
的特朗普随后在推特上怒
批这份文件是“假新闻”，而
获得这张纳税单的记者则
称，“泄密人” 也许正是特朗
普本人。

税单被晒

曾获得普利策奖的美国
记者戴维·凯·约翰逊当天在
美国微软—全国广播公司节
目中晒出两页特朗普的纳税
单据， 显示特朗普当年收入
1.53亿美元， 纳税3800万美
元。单据还显示，特朗普当年
申报1.03亿美元经营亏损。

竞选总统期间， 这名地
产大亨打破惯例， 没有像先
前的总统参选人那样公布自
己的纳税记录。特朗普称，他
的纳税记录在接受美国国内
收入署审计，完毕后将公布。
但是，至今他仍未公布。

特朗普的反对者和政治
对手试图从纳税记录中寻找
于他不利的信息，包括他“通
俄”的蛛丝马迹。不过，14日
曝光的税单中并没有细节。

特朗普还被怀疑利用税
法漏洞避税。 美国《纽约时
报》 去年曝光特朗普1995年
的纳税记录， 显示他当年申
报超过9亿美元亏损。这家报
纸说， 这笔巨额亏损使特朗
普得以在随后最长18年内不
必交税。

“泄密者”是谁？

约翰逊称， 有人向他的
电子邮箱发送了这份纳税记
录。他怀疑，“泄密者”可能正
是特朗普本人。

“我想指出，这封信完全
可能来自唐纳德。 唐纳德素
有泄露有关他自己信息的做
法， 只要他认为这样做对他
有利，”约翰逊在微软—全国
广播公司节目中说。

特朗普对税单遭曝光的
反应却显得与约翰逊的说法

相反。 他在推特上写道：“谁
会真正相信一个记者、 一个
无名之辈‘进入他的电子邮
箱’，然后发现了我的纳税记
录？全国广播公司，你们这是
假新闻！”

白宫方面也指出，媒体
公布纳税记录是“非法”行
为。

不过， 白宫同时试图凸
显这一事件对特朗普有利的
一面， 强调特朗普即使遭受
了“大规模”房产贬值，仍然
缴纳数千万美元所得税，同
时还缴纳数千万美元其他税
种，比如销售税、雇佣税和选
择性销售税。

特朗普的儿子小特朗普
也借此回击怀疑特朗普避税
的人。 他在推特上写道：“我
不知道究竟是多少。但是，如
果我没记错的话，3800万美
元比零美元多得多……没错
吧？？？”

■据新华社

美国政府定于3月16日
向国会递交一份2018财政年
度预算案，预计会猛砍环保、
科学和艺术、社会福利、对外
援助等领域的开支， 以便增
加军费开支。

知情人士透露， 唐纳
德·特朗普就任总统后的首
份预算案“相当精简”，只涉
及很少一部分财政项目，而
更为详细的预算方案预计要
数月后才会出炉。

美国国会知情人士15日
告诉路透社， 这份2018财年
预算案将把国防开支上调
10%、增加540亿美元，把国
土安全开支上调6%。

这份预算案将为2017财
年追加300亿美元国防预算，
主要用于边境防卫； 将为
2017财年投入 15亿美元 、
2018财年投入26亿美元，用

于在美墨边境修建隔离墙。
为解决上述花销， 特朗普

政府有意削减国务院28%的开
支，猛砍公共广播费用、科学和
艺术资助、采暖补贴等，以及削
减美国环境保护局多达三分之
一的预算。

按照惯例， 新上台的美国
政府递交给国会的首份预算案
往往“较为瘦身”，只大致勾勒
预算设想， 而具体细节和措施
要在数月内陆续出炉。

但3名预算专家注意到，特
朗普政府这份关于从今年10月1
日开始的2018财年预算案，很可
能会较以往“更加精简”，例如只
涉及每年重新评议的项目，而未
提及社会保险、医疗保健、医疗
补助等相对稳定的项目。

预计有关税率、 强制性开
支和赤字、 经济预测等详细内
容要到5月才会出炉。

年纳税3800万税单被晒，特朗普怒了
记者：“泄密人”或正是特朗普本人 被怀疑利用税法漏洞避税

特朗普15日晚说，
夏威夷联邦地区法院裁
决暂停执行新版移民入
境限制令的做法“越
权”，称不排除将此案上
诉至美国最高法院的可
能性。

“在许多人眼里，这
是一次前所未有的司法
越权。”特朗普当天在田
纳西州纳什维尔的一个
集会上演讲时称， 这一
裁决受到“政治驱动”。

当天早些时候，夏
威夷联邦地区法官德
里克·沃森作出裁决，
要求在全美范围内暂
停执行特朗普日前颁
布的新版移民入境限
制令，此时距离该禁令
生效仅数小时。

沃森在长达43页的
裁决意见中指出， 特朗
普的禁令违反了美国宪
法中有关宗教的条款，

带有宗教歧视色彩。
沃森说，该禁令将会
影响夏威夷旅游
业， 对该州经济
造成伤害，并且
会让招收国际
学生的该州大
学收入受损。

美预算案将出炉
国防开支上调10%
引媒体质疑、民众不安

据法国媒体报道，国际货币基
金组织驻法国办事处16日上午发
生邮件爆炸事件，目前已造成一人
受伤。

巴黎警察局局长米歇尔·卡多
在现场接受媒体采访时说，国际货
币基金组织驻法国办事处一名工
作人员当天上午在打开一封邮件
时发生爆炸， 其脸部和手部受轻
伤，但没有生命危险。

卡多说，虽然爆炸声音较响，但
并没有造成建筑物损坏。警方目前
已经介入调查。截至目前，警方尚
未就事件性质予以表态。

事发后，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总裁拉加德发表声明， 谴责这一
“暴力的懦弱行径”， 并强调国际
货币基金组织有决心继续履行好
其职责。 ■均据新华社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驻法办事处发生爆炸

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3月16
日批准“脱欧”法案，授权英国首相
特雷莎·梅正式启动脱欧程序。

另据消息， 英国皇家特许测量
师学会最新数据显示，英国离开欧
洲单一市场后，可能失去将近20万
欧盟工人，使英国一些最大型建筑
和基础设施建设项目面临“泡汤”
或烂尾风险。

皇家特许测量师学会数据显
示，英国建筑业8%的工人是欧盟成
员国公民，大约有17.65万人。接受
调查的建筑业专业人士中，30%认
为雇用非英国工人对生意成功颇
为重要。

英国女王批准法案
授权首相启动“脱欧”

马来西亚警察总长哈立德16
日表示，警方已获得国际刑警组织
针对涉金正男死亡案的4名朝鲜籍
嫌疑人开出的红色通缉令。

哈立德是在当天出席一场公
开活动后作上述表示的。他说，这4
名嫌疑人在2月13日案发当天出现
在吉隆坡国际机场，现在已经逃出
马来西亚抵达平壤。

马来西亚检方此前指控， 这4
名在逃嫌疑人和另外两名来自印
度尼西亚和越南的女性嫌疑人一
起在吉隆坡国际机场实施了对金
正男的蓄意谋杀。

国际刑警组织的网站上当天
也出现了这4名嫌疑人的照片和个
人信息，他们年龄在32岁到56岁之
间，全部来自朝鲜，状态为“被马来
西亚司法部门以谋杀罪通缉”。红
色通缉令是国际刑警组织要求他
国协助侦查犯罪时发放的七种国
际通报中最高级别的紧急快速通
缉令。

国际刑警红色通缉
金正男案朝鲜嫌疑人

影响

尽管特朗普所在的共和
党眼下掌控国会参众两院，
不少人仍推测这份预算案会
在国会受到较大阻碍。 一些
温和派共和党人已对预算案
中的某些削减表示“不安”。

美联社、 法新社等多家
媒体质疑， 美国军费总额超
过5000亿美元，居全球首位，
比第二至第八的7个国家加
起来的总额还多， 如今又要

猛涨国防预算， 甚至不惜砍掉
社会福利和环保项目。

特朗普竞选期间作出过不
少“昂贵”承诺，例如大幅增加
基础设施投入、减税，而首份预
算案并未提及这些内容。 美国
传统基金会财政政策专家罗米
娜·博奇亚感到费解，如果特朗
普果真兑现这些承诺，“那么美
国的财政赤字将继续飙升”。

■据新华社

引发不安

“法院叫停新版移
民入境限制令属
‘越权’”

夏威夷州司法部长道格·钦（左）出席记者会。

3月15日，在美国田纳西州纳什维尔，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一场集会上讲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