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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债务上限难解美国经济困局

!

新华社记者 刘丽娜 蒋旭峰

美国会众议院
!

日投票通过了提高
债务上限和削减赤字的法案" 预计参议
院

"

日投票通过的悬念不大# 备受关注
的美国政府违约危机暂时得以化解 "但
提高债务上限不过是把危机后移" 以高
失业$ 高赤字和低增长为特点的美国经
济%两高一低&困局仍难改变#

奥巴马影响力被削弱

与希腊可能出现的主权债务违约有
着本质不同的是" 这次美国濒临违约在
更大程度上是华盛顿的政治秀# 民主和
共和两党围绕提高债务上限展开了数月
的讨价还价"直到最后关头才达成妥协#

%象&%驴& 都强调自己是妥协的赢
家#民主党出身的奥巴马在

#

月
""

日的
讲话中说" 他的唯一底线就是确保债务
上限提高的额度足以支撑到

"$!"

年美
国总统换届选举之后" 而共和党一再强
调不增税且削减赤字额度要大于提高债
务上限的额度" 双方的这些核心要求都
得到了满足#

不过"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保罗!克
鲁格曼

!

日在'纽约时报(刊文称奥巴马
向共和党投降# 该报的另一篇评论则认
为总统的影响力被削弱#

分析人士指出" 尽管奥巴马守住了
底线"但他此前强调的%平衡&途径"即一
方面削减赤字" 一方面增加税收的要求
并未达到" 而在医疗等社会福利项目上
削减开支的让步也让民主党内许多议员
感到不满#正因如此"法案

!

日在众议院
投票通过时" 投反对票的民主党议员超
过了共和党议员#

可能恶化长期债务形势

克鲁格曼认为" 提高债务上限的妥
协方案是一场 %灾难 &"它不仅对奥巴马
和民主党如此"对美国经济更是如此#它
使美国经济雪上加霜" 而且很可能使美
国的长期债务形势恶化"而不是改善#他
预计 "直到

"$!%

年 "美国经济都将处于
低迷状态"在这种情况下削减政府开支"

只会使经济进一步受挫#

美国外交学会资深研究员塞瓦斯蒂
安!马拉比

!

日说 "从政治角度看 "白宫
与共和党达成的提高债务上限协议可能
是最好的协议)但从经济角度看"这是一
个糟糕的协议# 它既没有解决美国面临
的长期财政挑战" 也没有消除政策的不
确定性#此外"协议也没有扭转因政治僵
局给美国声誉造成的严重伤害#

马拉比认为" 当前美国经济复苏极
为脆弱"负债严重的家庭不敢消费"政府
开支仍是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 他说"聪
明的削减赤字办法应当是改革福利计划和
堵住税收漏洞" 使政府中期财政重归可持
续轨道"同时不伤害短期增长#而两党达成
的妥协方案意味着债务上限提高额度仅够
支撑到

"$!%

年"不到两年之后"关于债务
上限的问题又要面临新的政治厮杀#

美国智库布鲁金斯学会资深研究员埃
斯瓦尔!普拉萨德在最新发表的一份报告中
说"发达国家的债务问题已成为一个全球
威胁#

关于美国的主权信用评级" 分析人
士认为" 标准普尔等评级机构也许并不
会真正下调美国的评级" 一个重要原因
是评级机构本身与华盛顿存在利益关
系 #据报道 "今年年初以来 "三大评级机
构用于在华盛顿游说的费用超过

!#&

万
美元"力图减轻政府对自身的监管#在此
情况下" 很难相信评级机构会拿美国政
府信用开刀#

拉动就业将是紧迫任务

随着提高债务上限问题暂时解决 "

就业将成为奥巴马政府的紧迫任务和一
道难题"也将是未来一段时间两党较量的
核心议题#

参议院多数党领袖$ 民主党人里德
!

日在新闻发布会上说" 违约问题得以避
免"下一步就业日程将置于首位#为寻求
连任" 奥巴马希望今年能把失业率降到

'()*

以下"但根据目前的经济形势"实现
这一目标难度极大#

美国商务部
#

月
"+

日公布的最新
数据显示" 上半年美国经济形势比预期
要糟 #根据当天的报告 "今年第二季度 "

美国经济按年率计算实际仅增长
!(%*

#

商务部同时向下大幅修正了今年第一季
度的经济增速" 由原先预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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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调
至

$(,*

" 创下本轮经济衰退结束后的最
低季度增幅#最近"经济学家纷纷下调美
国今年下半年的增长预测#

在经济缺乏增长点" 自我复苏动力
不足的情况下" 新的宏观经济刺激显得
愈发必要#尽管财政政策受到限制"预计
奥巴马政府仍会千方百计推动一些新刺
激政策" 这从债务上限提高的额度上即
可推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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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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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年美国财政赤字
仍将超过万亿美元" 这仍远远超过金融
危机前的水平#

与此同时"在货币政策上"美联储预
计会继续保持宽松货币政策" 推出新一
轮量化宽松政策的可能性增大# 本月下
旬美联储将召开的年度会议将是观测其
政策走向的重要依据#

颂萨!革素拉暖当选

泰国国会主席
新华社曼谷

(

月
!

日电 *记者林宁+ 泰国第二十四届
国会下议院第一次会议

"

日在曼谷举行" 会议选举颂萨!革
素拉暖为国会下议院议长暨国会主席" 乍龙!占哥蒙及威素!
差纳伦为副议长#

据泰国当地媒体报道" 泰国国家发展党议员帕拉通提
名为泰党议员颂萨!革素拉暖为新一届国会下议院议长 "

与会议员无人反对 " 颂萨因此获得议长资格 # 此外 " 会
议还选举乍龙!占哥蒙为第一副议长 " 威素!差纳伦为第
二副议长#

颂萨!革素拉暖曾担任下议院副议长" 并在沙马政府和
颂猜政府时期分别担任文化部长和司法部长职务#

根据泰国宪法" 三名正副议长将在国王御准其资格之
后" 主持国会下议院工作#

据国会下议院秘书处此前发布的消息 " 新当选议长
有望在本周内主持国会下议院会议 " 选举新一届政府总
理 #

这张
%

月
$

日拍摄的电视截图显示的是美国国会众议

院投票情况$ 当天% 美国众议院投票通过提高美国债务上限

和削减赤字法案$ 新华社记者 张军 摄

我局于 !"#$ 年 % 月 !$ 日在 '池州
日报( &' 版和 '中国土地市场网( 上
发布了 '青阳县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
让公告( 青国土资告字 (!"$$) ' 号 "

根据有关法律法规" 现就 !"$$!*+号地
块出让事宜补充公告如下,

!,$$!*+ 号出让地块" 原公告报名
截止时间为 !"$$ 年 - 月 . 日" 因该地
块上原房屋拆迁补偿安置等问题" 影响
正常交地时间" 决定该地块延期出让"

具体报名时间另行公告#

青阳县国土资源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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