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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五角大楼29日说，将合计向西南部边境派出超过
5200名现役军人，协助应对来自中美洲的非法移民大军。

距离国会中期选举仅剩一周，总统唐纳德·特朗普紧
盯那些缓慢北上的非法移民，展示强硬立场，打出“国家安
全牌”，以期吸引选民。

超预期超预期

美军北方司令部指挥官、空军上将特伦斯·奥肖内西
说，800名军人正前往得克萨斯州，预计到本周末，在西南
边境部署的军队规模将超过5200人，其中一些部队将携带
武器。部署重点依次是得州、亚利桑那州和加利福尼亚州。

这一规模大大超过美国官员上周预估的 800 至 1000
人，堪比美国现有驻伊拉克部队。美国在叙利亚打击极端
组织“伊斯兰国”的部队现有2000人。

“总统已经明说，边境安全是国家安全。”奥肖内西说，
这一代号“忠诚爱国者”的行动将加强入境口岸及其附近
区域的防御，帮助海关和边境保护局“收紧边境”。

他说，边防人员可驾驶先进直升机作俯冲机动，阻滞
试图非法越境的人。部队将用蛇腹形铁丝网封堵入境点
之间的“缺口”。

路透社解读，特朗普动用现役部队协助守卫边境的做
法不同以往，至少在近几年，这类任务一般由作为预备役部
队的国民警卫队执行。自今年4月以来，按照特朗普的要求，
已有大约2100名国民警卫队员沿美国与墨西哥边界部署。

按照美联社的说法，现役部队在边境承担的支持性任
务将与国民警卫队重叠，不清楚特朗普政府缘何选择派兵。

阻移民阻移民

多名美国政府官员说，派往边境的部队不承担维持边
境治安任务，不直接面对寻求入境的非法移民，而是当“配
角”，承担搭帐篷、设路障和人员运输等工作。

只是，特朗普暗示，军人将为应对非法移民发挥更直
接的作用。

“许多帮派成员和一些非常坏的家伙混入正朝我们南
部边境走来的（非法移民）队伍，”他29日在社交媒体写道，

“请回头，除非你们走合法程序，否则不得进入美国。这是
侵略我们国家，我们的军队会等着你们！”

海关和边境保护局专员凯文·麦卡利南说，大约3500名
非法移民正取道墨西哥南部，企图抵达美国边境。另一支大
约3000人组成的队伍正在穿过危地马拉与墨西哥边界。

按照麦卡利南的说法，过去三周，边防人员平均每天
撞见近 1900 名非法越境者和出现在入境口岸的非法移
民。其中超过半数是无人陪伴的儿童或带儿童长途跋涉
的家庭。

麦卡利南说:“我们的西南边境正面临边境安全和人道
主义危机。”

用旧招用旧招

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定于11月6日投票，将决定特朗普
所属共和党是否保持对国会参众两院的控制。如果共和
党失利，特朗普在余下两年任期内将难以推进政策议程。

选举进入“冲刺”阶段，特朗普试图把非法移民变成关
键话题，动员保守派选民支持共和党。

他27日晚在伊利诺伊州一场竞选集会上说：“这将是
关于移民队伍……治安、减税的选举……它将是一场关于
常识的选举。”

按照路透社的说法，这是故技重施。特朗普2016年竞选
总统时痛斥来自墨西哥和其他拉丁美洲国家的非法移民。

美国皮尤研究中心9月底至10月初所作民意调查发
现，75%的共和党选民认定非法移民是“非常大的问题”，持
这一看法的民主党选民仅19%。

美国民权联盟讽刺派兵做法，说这是政治噱头。这一
团体设在得州的边境权力中心的政策顾问肖·德雷克说，
特朗普在中期选举即将到来前把军事强行加入“恐惧和分
裂的反移民政策”。

德雷克说，向边境派兵不仅是巨大的财政浪费，“也
不必要……会进一步让边境社区军事化，让居民感到恐
惧”。 新华社特稿

英国政府说，将拟定引入“数字税”方
案，征收对象为大型技术类企业在英国数字
业务产生的收入。

英国财政大臣菲利普·哈蒙德29日说，
这些企业在英国的数字服务将按2%税率缴
税，自2020年4月起执行。这一税率仅针对
已经盈利的技术类企业，企业全球年运营收
入至少5亿英镑（约合6.4亿美元）。

哈蒙德说，“数字税”可能为英国创造每
年大约4亿英镑（5.1亿美元）税收。

上述提议涉及的数字业务包括搜索引
擎、社交平台和电子商务。美国《华尔街日
报》29日报道，这意味着谷歌广告业务和脸

书尤易受到冲击。新税种不会影响数字音
乐或电影销售。

报道说，对互联网巨头而言，尽管需要
向英国政府额外缴纳的税金谈不上多大负
担，这意味着一国政府就向技术类企业征税
迈出实质性的第一步。

哈蒙德说，数字平台业务在英国产生可
持续利润，却不在英国纳税，“这显然不可持
续，也不公平”。

他说，尽管达成全球协议是最佳长期解
决方案，但相关进展“非常缓慢”。

分析人士认为，征收“数字税”面临不少
问题，比如这项税收能否在企业所得税前抵

扣。另外，英国财政监管机构预算责任司
认为，财政部对“数字税”可能创造的税
收估算不准确，这一新增税种可能影响企
业行为，令企业以重新分类收入等方式规
避“数字税”。

《华尔街日报》所列数据显示，脸书英国
分支2017年营收和利润分别为12.6亿英镑
（16亿美元）和6276万英镑（8030万美元），
在英国纳税1719万英镑（2200万美元）。谷
歌英国公司在截至2017年6月31日的一年
间创造12.6亿英镑（16亿美元）营收和2亿
英镑（2.6 亿美元）利润，向英国政府缴税
4736万英镑（6059万美元）。 新华社特稿

意大利水城威尼斯受狂风暴雨影响，
水位29日涨至近十年来最高位，城市四分
之三沦为泽国。

威尼斯街头不少游客和居民穿长筒靴

涉水出行。经常被水淹没区域架高的走道
也被淹没，不得不拆除，“水上巴士”暂
停服务。

威尼斯位于潟湖之中，狂风经常将水

灌进这座城市，导致洪
水。只是，这次水位极
高 ，最 高 达 到 156 厘
米。官方数据显示，它
创下 2008 年 12 月以来
最高纪录。

威尼斯商户通常
在店门口用金属条或
木条挡水，但这次动用
水泵排水。

副市长路易吉·布
鲁尼亚罗说，在建的水
下坝原本应能阻挡洪
水，建设项目却因超支
和腐败一拖再拖。

布鲁尼亚罗已要
求面见总理朱塞佩·孔
特，强调项目的紧迫
性。按照他的说法，威
尼斯平均一年有四次
水位超过109厘米。

强降雨导致意大
利不少地区面临洪灾
风险。在那不勒斯、拉
齐奥和利古里亚，狂风
刮倒树木，多名路人被
压身亡。在首都罗马，
多个主要景点早早关

闭，包括斗兽场和古罗马广场。
威尼斯所属威尼托区区长卢卡·扎亚

说，洪灾本周可能达到威尼斯和佛罗伦萨
1966年所遭遇洪灾的水平。 新华社特稿

一项国际考古研究表明，人类开始种
植可可这种巧克力主要原料作物的时间比
先前所知早大约1500年，最初种植地不是
先前认为的中美洲，而是南美洲。

研究人员 29 日在 《自然·生态学与进
化》杂志发表报告，说他们研究了厄瓜多
尔圣安娜-拉佛罗里达出土的陶制品。那
里是马约-钦奇佩文化发源地，发源于至
少5450年前。

研究人员用三条线索证明，马约-钦
奇佩文化在 5300 年前至 2100 年前种植和

食用可可。他们在陶制器皿和陶片中发现
可可树特有的淀粉颗粒、人工种植可可树
特有而野生可可树没有的可可碱残留物以
及 序 列 为 可 可 树 特 有 的脱氧核糖核酸
(DNA)片段。

参与研究的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
学人类学家迈克尔·布莱克说：“这项研究
表明，延伸到厄瓜多尔东南部安第斯山脚
下的亚马孙盆地上游的人们种植和食用可
可，这些可可似乎与后来墨西哥那里的人
食用的可可是近亲，但是他们这样做的时

间早了1500年。他们食用可可使用的精美
陶制器皿的年代也早于在中美洲和墨西哥
发现的陶制品。”

研究人员发现，圣安娜-拉佛罗里达
的一些手工制品与太平洋海岸有关联，因
而推测，墨西哥那里的人食用和种植的可
可是经由贸易由圣安娜-拉佛罗里达引进。

布莱克说：“如今我们或多或少依赖
美洲原住民种植的食物，而最受全世界喜
爱的食物之一就是巧克力。”

新华社特稿

新华社华盛顿10月29日电（记者 徐
剑梅 郭一娜）美国公共宗教研究所 29 日发
布题为 《党派极化主导特朗普时代》 的
调查报告，认为自美国总统特朗普 2017
年 1 月上台以来，民主、共和两党对立
日趋严重。

调查显示，民主、共和两党选民不仅
就如何应对某一问题而争论，而且就优先
应对问题也存在重大分歧。面对中期选举
的迫近，民主党选民在投票中优先考虑的
是医保费用、贫富差距扩大、控枪和种族

不平等；而共和党选民优先考虑的是经
济、国家安全和移民问题。

在移民问题上，78%的共和党选民支
持更严格地控制合法移民数量，而赞同这
一观点的民主党选民只有36%。就移民对
美国的影响，近八成民主党选民和逾三分
之二独立选民认为，移民凭其聪颖勤奋增
强了美国实力；而超六成共和党选民认为
移民威胁美国价值观，夺走了美国人的工
作、住房和医保。

此外，两党选民都高度不看好对方阵

营。根据报告，90%的民主党选民对共和
党看法负面；而共和党选民中，反感民主
党的也高达87%。

调查还发现，两党选民对特朗普的看
法趋于两极。82%的共和党选民对特朗普
看法积极，而只有10%的民主党选民持相同
看法，持负面看法的民主党选民高达79%。

无党派非营利组织美国公共宗教研究
所调查人员于9月17日至10月1日，随机抽
样调查了全美 50 州和首都的逾 2500 名 18
岁以上成年人，误差率约为2.8个百分点。

特朗普增兵“对阵”非法移民

新华社华盛顿10月29日电（记者 刘阳）美国北卡罗
来纳州警方 29 日说，该州一所高中当天上午发生枪击事
件，一名学生中枪后身亡，嫌疑人已被抓获。

枪击事件发生在北卡罗来纳州马修斯市。马修斯市
警方负责人斯塔森·蒂雷尔对当地媒体说，一名学生和嫌
疑人在校园走廊发生口角，之后嫌疑人拔枪射击。中枪学
生被送往医院后不治身亡。

当地警方认为此次枪击是一起孤立事件。事发高中
被短暂封锁后已恢复教学。

美国一高中发生枪击事件
一名学生死亡

英国拟对互联网巨头征“数字税”

意大利遭暴雨 威尼斯七成以上被淹威尼斯七成以上被淹

巧克力起源时间提早约1500年

调查报告称党派极化主导当今美国调查报告称党派极化主导当今美国

10月29日，在意大利威尼斯圣马可广场，一
名女子抱着孩子在积水中行走。 新华社/路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