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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参众两院谈妥经济刺激计划
美国国会领导人11日下
午宣布，
经过两天协商，
国会
参议院和众议院已就经济刺
激计划达成一致。两院经协
商决定，将计划耗资削减到
7890亿美元。两院最早可能
于12日举行投票。
两院达成协议
国会两院的谈判从 10 日晚
开始。 参议院当天通过经济刺激
计划之后，两院就派出代表，就双
方不同计划版本展开磋商， 以求
拿出一个双方都认可的版本，返
回到两院再投票， 最终送交总统
贝拉克·奥巴马签字。
至 11 日下午，谈判结束。 参
议院多数党（民主党）领袖哈里·
里德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 两院
达成协议， 新版本的经济刺激计
划花费定格在 7890 亿美元。
我们达成的妥协方
里德说：“
案将比参议院通过的议案创造更
多工作机会， 同时比众议院通过
的花费更少。”至于为何能在两天
之内就达成协议，里德说，两份议
案其实差别不大。
里德说，两院最早可能在 12
日就开始投票。 参议院财政委员
会主席马克斯·鲍卡斯说，议案可
能在周末获得通过。
新计划具体内容尚未公布，
但根据已公布的信息， 这份新计
划将包含失业救济、食品券、健康
保险等对经济衰退受害者的帮
助，还包括对地方政府的援助。整
个计划金额有大约 35％用于减
税。 预计这一计划将创造 350 万
个工作岗位。眼下尚不清楚，新计
划是否包含饱受批评的“买国货”
条款。

美国国防部长称

一票值万金
民主党人在参议院和众议院都
占有多数，但在参议院并未达到确保
议案通过的 60 票。 因此，民主党人
争取到了 3 名共和党人的支持。为满
足这 3 名共和党人的要求，民主党人
砍掉了计划中大笔支出项目，将其规
模保持在 8000 亿美元之下。 参议院
和众议院先前通过的方案花费分别
为 8380 亿美元和 8190 亿美元。
为减少花费，新计划将奥巴马给
工薪族的减税金额从每人 500 美元
削减到 400 美元， 每个家庭最高减
税从 1000 美元削减到 800 美元。
柯林斯当时说：“我不是说该增
添或砍掉哪些项目， 我的意见是必
须控制计划规模。 ”她说，如果两院
妥协后的最终版本花钱太多， 下次
投票表决时她不会再投赞成票。 斯
佩克特 11 日说，他坚持认为，最终
计划花费应在 7800 亿美元左右。

印度比哈尔邦警方 11 日说，
当地一贫困家庭因为儿子与一富
家小姐秘密结婚， 一家 8 口惨遭
女方家人杀害。
警方 10 日在比哈尔邦首府
附近的一个小镇纳加齐亚发现了
8 具漂浮在河面上的尸体， 尸体
均遭到“
斩首”。 这 8 具尸体来自
于同一个家族。 目前，警方已经就
此案对 15 人进行起诉，这其中大
部分都是这位富家小姐的家人。
由于种姓制度的残酷壁垒，
21 岁的拉坦·曼达尔与 18 岁的
富家小姐库马里虽然相爱， 却担
心由于双方家庭的阻拦， 无法结
为夫妻。 为此，他们选择了私奔并
秘密结婚。女方的家人以商量如何
解决争端为名，邀请男方家人进行
会面，随后杀死了参加会面的 8 个
亲属，并将他们斩首。

据韩国 《中央日报》12 日报
道，美国当地时间 2 月 10 日，美
国国防部长盖茨称：“如果朝鲜意
图发射大浦洞 -2 型远程导弹，
美国将会启动导弹防御系统，准
备进行拦截攻击。”美国国务卿希
拉里·克林顿也警告称：“朝鲜最
近表现出来的威胁举动是所有东
亚国家都不可容忍的。 ”
一位韩国军方负责人表示：
“
在美国根据实战要求配置的弹道
导弹拦截系统中，将有可能使用在
东海的宙斯盾舰艇上配置的
SM-3‘标准’导弹以及在阿拉斯
加最南端格里利堡基地中装置的
地上拦截武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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赤字蹿升快

美国国会众议院议长佩洛西
（
左
）
和众议院民主党领袖斯霍耶发表讲话。

面对经济衰退，美国政府不惜投
入巨资拯救金融系统、 刺激经济复
苏。美国财政部 11 日发布报告显示，
本财政年度从去年 10 月开始至今
年 1 月，4 个月间美国政府预算赤字
已达 5690 亿美元，为上一财年同期
的 6 倍多， 超过上一财年全年的
4548 亿美元赤字。 在今年 1 月 1 个
月间，政府赤字就达到 838 亿美元。
造成赤字的原因除了投入
7000 亿美元用于金融救援外， 还因
为衰退导致税收剧降。美国政府收入
在本财年前 4 个月约为 7735 亿美
元，比上一财年同期下降 10.2％。
国会预算局估计，本财年的政
府赤字将高达 1.2 万亿美元，这一
预计不包括尚未通过的经济刺激
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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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穷小伙

携富家女私奔
一家八口遭斩首

将用导弹防御系统
拦截
“
大浦洞 -2”

获救考拉找到伴侣

有好奇心的萨姆看着镜头。
新京报 富

近日关于澳大利亚东南部地区
罕见山林大火的新闻中， 一只小考
拉吸引了不少人的目光。 它从大火
中幸运逃生后向人类要水喝的照片
登上了各大媒体的头版。日前，这只
小考拉又传来惊喜： 得到救治的它
竟然意外地找到了“真爱”。
这只小考拉名叫萨姆，几天前，
它在墨尔本东南部地区的山林大火
中侥幸逃生， 并主动向消防志愿者
戴维·特里求救。特里赶紧给萨姆喂
矿泉水， 萨姆竟然还把烧伤的爪子
放到特里的手中。
44 岁的特里表示，做消防志愿
者已有 26 年， 但如此近距离接触
考拉极为少见。“
小考拉萨姆当时停
了下来，向前动了动，然后看着我，
仿佛想说，‘我跑不动了， 我很虚弱
也很疼’。 我给它喂水解渴时，它竟

然把右爪子放到我的手中缓解疼痛。
这真令人惊讶” 。
萨姆随后被送往位于罗森的南部
野生动物庇护中心进一步救治，没想到
在这里，萨姆竟遇上了它的
“
白马王子”
—鲍勃。鲍勃也是从大火中幸运逃生
——
的一只考拉，比萨姆早来两天，得到了
野生动物工作者的救治。 目前，萨姆和
鲍勃正在激情热恋中，鲍勃时不时地会
拥抱萨姆，逗它开心。
该中心工作人员柯琳·伍德正细心
照料这对小考拉。 柯琳表示，萨姆和鲍
勃当前状况良好。 不过，萨姆的小爪子
被诊断为二度烧伤， 要完全恢复还需
要 7—8 个月的时间，受轻伤的鲍勃恢
复得会快些。“
这对小考拉一直用手臂
紧紧拥抱对方， 我感觉很温馨。 萨姆
2—4 岁，鲍勃估计 4 岁，两个小家伙年
龄也很般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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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海军在亚丁湾
抓获 7 名海盗

据美国媒体报道， 美国海军
在亚丁湾抓获 7 名海盗。当时一艘
商船发出求救信号，称海盗乘一艘
小船正试图阻截他们的船。
美军第五舰队一位 发 言 人
称， 一艘悬挂马绍尔群岛共和国
的商船 11 日下午发出求救信号，
之后美国维拉湾巡洋舰迅速行
动， 截获海盗船， 抓获了 7 名海
盗。 据称，这些海盗配有 AK-47
突击步枪和 RPG 火箭弹，他们将
被移交给肯尼亚。
这是美国海军第五舰队牵头
组建新国际海军部队后首次在亚
丁湾抓获海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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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色列排除
轮流执政可能性
以色列《国土报》网站 11 日
报道，由于前进党和利库德集团
得票接近，以色列出现了利库德
集团与前进党组成联合政府轮流
执政的呼声。 但利库德集团和前
进党官员 11 日排除了这种可能
性。 利库德集团成员沙洛姆 11 日
对军方电台说，由于右翼集团的政
党获得议会 120 席中的 65 席，而
中左集团仅获 55 席，右翼集团优
势明显，不必与前进党联合。
根据轮流坐庄的规则， 内塔
尼亚胡和利夫尼可分别当两年总
理。以色列上次出现此种情况还是
在 1984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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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雪源拍卖有限公司拍 卖 公 告

我公司受林芝县税务局委托，对依法查封的林芝地区运输公司汽修厂的
东风牌汽车喷漆烤漆房及升降机面向社会进行公开拍卖，欢迎社会各界人士
参加竞买。
东风牌汽车喷漆烤漆房 1 台、升降机 3 台
整体拍卖
人民币 5.2 万元
凡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公司、企业、其它组织和个人，除法
律另有规定者外均可参加竞买。
有意竞买者，请在公告发布之日起到拍卖会前一日，持本人身份证或其
他有效证件到我公司办理竞买登记手续， 交付拍卖参考价 30%竞买保证金
方有资格参加竞买。 拍卖成交者竞买保证金抵作部分价款，未成交者竞买保
证金在拍卖会结束次日起三个工作日内全额退还（不计利息）。

标的如下：
拍卖方式：
拍卖参考价：
竞买条件：

本次拍卖会采取有底价增价的方式进行拍卖。由国家注册拍卖师洛桑贡
嘎先生主拍。
西藏雪源拍卖有限公司（拉萨市金珠西路 54 号金藏林
卡 A1 幢）
2009 年 2 月 13 日 -2 月 22 日下午 18：00
2009 年 2 月 23 日上午 11：00
林芝县国家税务局会议室
林芝地区运输公司汽修厂
http://www.xueyuanpaimai.com
郭先生：13549064118
0891-6812165

交付保证金地点：
登记截止时间：
拍卖时间：
拍卖地点：
预展地点：
公司网站：
联系人：

公司电话：
西藏雪源拍卖有限公司
2009年2月13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