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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纽约市警方14日说，纽约五大黑手党
家族之一甘比诺家族“掌门”弗朗切斯科·卡利
在家门口遭枪击身亡。

末路
警方说，卡利13日晚在斯塔滕岛区的住宅

门前遭枪击身亡。嫌疑人驾驶一辆蓝色轻型客
货两用卡车逃离现场。

根据警方消息，嫌疑人驾驶那辆小型卡车
在卡利家门外倒车时，撞坏后者的凯迪拉克牌
运动型多功能车(SUV)。大约 21 时 15 分，卡利
走出家门查看。

警方调查和监控视频显示，嫌疑人与卡利
交谈大概一分钟后，手持一把9毫米口径手枪
向卡利开枪。后者身中6弹倒地，试图爬到自己
的车下躲避。嫌疑人驾驶小型卡车碾压卡利，
随后逃跑。

卡利被送往斯塔滕岛一家医院，伤重不
治。

警方探长德莫特·谢伊说，根据现有信息，
车辆刮蹭可能是嫌疑人作案计划的一部分；不
能断定这是一起“黑吃黑”案件。

警方暂时没有逮捕嫌疑人，案件处于调查
阶段。

上位
卡利53岁。近年来，联邦检察官在多份法

庭文件中提及他，说他是甘比诺家族“二把
手”，2015年以后升任“掌门”。

法新社报道，卡利成功上位，大部分要得
益于他与意大利西西里岛黑手党联姻。卡利据
信与西西里岛首府巴勒莫主要黑手党头目的
女儿结为夫妇。这成为他在甘比诺家族中升迁
的垫脚石。

卡利一贯行事低调，成为“掌门”后住在斯
塔滕岛一处富人区。那里植被茂密，绿树成荫，
十分隐秘。

在黑手党中混迹多年，卡利唯一一次承认
犯有与黑帮相关罪行是2008年承认向美国全
国汽车比赛协会赛道的承建方收取“保护费”，
犯勒索罪，被判16个月监禁，2009年获释。

不过，联邦检察官指认卡利牵涉一系列其
他罪行，包括在纽约布鲁克林区多地运营违禁
赌博机。

甘比诺和杰诺韦塞、卢凯塞、科隆博、博南
诺是纽约五大黑手党家族。美联社报道，过去
25年，联邦检察机关对五大家族成员不断提起
刑事犯罪诉讼，许多“掌门”锒铛入狱，致使这
些家族元气大伤。随后，各家新“掌门”行事变
得相对低调，却仍不时涉嫌放高利贷、赌博、敲
诈等罪行。

“旧习”
谈及卡利在家门口遭枪杀，纽约市长比

尔·德布拉西奥说，原以为这种作案方式“已经
一去不复返”。“我想，这是旧习难改。”

德布拉西奥所言，指甘比诺家族前“掌门”
保罗·卡斯泰拉诺34年前以相似方式遭“同门
兄弟”约翰·戈蒂算计。

卡斯泰拉诺当年乘坐黑色豪华轿车前往曼
哈顿一家牛排餐厅就餐，刚下车就被戈蒂派去的
杀手枪杀。戈蒂继而成为甘比诺家族新“掌门”。

戈蒂在公众面前一向形象光鲜：双排扣西
服、名牌大衣、银色大背头……他咧嘴笑的照
片经常出现在街头小报上。

不过，检方没有停止“扳倒”戈蒂的脚步。
1992年，戈蒂承认犯有谋杀、共谋谋杀、诈骗等
罪行，被判终身监禁，不得保释，2002年因癌症
死在狱中。 新华社特稿

纽约黑帮老大家门口遭枪杀

新华社华盛顿3月14日电（记者
高攀）世界银行14 日宣布，世行执行
董事会确认美国财政部负责国际事
务的副部长戴维·马尔帕斯成为下届
世行行长唯一提名人选。此前，提名
人选的时间已于美国东部时间14日9
时截止。

世行当天发表声明说，根据遴选流
程，世行执行董事会未来数日将在华盛
顿对候选人进行正式面试，预计将在今
年4月的春季会议前完成遴选流程。

时任世界银行行长金墉1月7日
突然宣布提前卸任。世行1月10日发
布新行长遴选流程，新行长人选可由
世行执董提名，提名时间为2月7日至

3月14日。
美国总统特朗普2月6日宣布提

名现年 62 岁的马尔帕斯为下届世行
行长人选。马尔帕斯曾在里根政府
和老布什政府中任职，也曾担任华尔
街投行贝尔斯登首席经济学家。特
朗普2016年竞选总统时，马尔帕斯曾
担任他的经济顾问。

世行总部设在华盛顿，美国是世
行最大股东国，长期以来世行行长一
直由美国人担任。随着新兴经济体
和发展中国家在全球经济中的影响
力等日益上升，不少学者认为世行应
当打破美国人把持行长职务的惯例，
更多考虑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和关切。

戴维·马尔帕斯成下届世行行长唯一提名人选

新华社东京3月15日电（记者华
义）东京奥组委等机构15日在东京发
布“2020年东京奥运会机器人计划”，
2020年东京奥运会合作伙伴日本丰田
公司和松下公司在发布会上展示了计
划服务于东京奥运会的机器人等产
品。

“2020年东京奥运会机器人计划”
负责人、日本产业技术综合研究所机
器人创新研究中心主任比留川博久表
示，2020年东京奥运会将是难得的展
示日本机器人技术的机会。

丰田公司展示的“人类支持机器
人”高度可以在105厘米到140厘米之
间调节，可以任意方向移动，也可与人
对话。它有一个机械臂可以捡拾物品
或递送物品给人。该公司另一款“递送
支持机器人”与“人类支持机器人”配

套，也可以任意方向移动，它上部是一
个可容纳12千克物品的箱子，可用于
向客人提供商品，“人类支持机器人”
可以从箱子中取出商品交给客人。丰
田计划在东京奥运会上提供16个“人
类支持机器人”和约 10 个“递送支持
机器人”，用于引导观众和搬送物品。

松下公司展示了一款形似背包的
助力外骨骼设备，它重约4.5千克，其
中的锂电池在一次充电后可使用约4
小时。这种外骨骼设备可以大大减轻
体力劳动者腰部负担，最多减轻腰部
肌肉负担约40%。这款设备将在东京
奥运会上用于搬运运动员行李等。

东京奥组委表示，这些机器人是
“2020年东京奥运会机器人计划”展示
的首批产品，今后还将展示更多的可
服务于东京奥运会的机器人。

美国国会参议院14日通过一项决议，终止总
统唐纳德·特朗普在南部边境宣布的“国家紧急
状态”。

这是美国国会首次叫停总统颁布的“紧急状
态令”。特朗普立即回应，将动用总统否决权。

1212人人““反水反水””

共和党人占多数席位的参议院当天以59票
赞成、41票反对通过决议，终止特朗普2月15日
签署的“国家紧急状态令”。

6 名共和党籍参议员投票前公开宣布反对
“紧急状态令”。表决时，12名共和党籍参议员倒
戈，包括2012年总统候选人米特·罗姆尼。

美联社解读，表决结果标志特朗普与参议院
共和党人的关系出现明显裂痕。路透社报道，特
朗普和国会因建造美墨边境“隔离墙”经费陷入
冲突，不少共和党人“谈墙色变”。

特朗普 2016 年竞选总统时承诺建造“隔离
墙”，以阻止非法移民入境，声称要让墨西哥承担
费用。他近期要求国会通过包含57亿美元筑墙
费用的拨款法案，民主党人强烈反对。这一争议
导致联邦政府部分机构去年 12 月下旬至今年 1
月下旬“停摆”35天。

为避免政府再次“停摆”，国会民主、共和两
党2月11日达成原则性协议，同意为“筑墙”拨款
13.75 亿美元。只是，这不足特朗普索要金额的
四分之一，促使他宣布南部边境进入“国家紧急
状态”，以绕过国会正常拨款程序，调用国防部部
分项目经费用于“筑墙”。

参议院14日通过的决议2月26日在众议院
获得通过。特朗普当时警告参议院共和党人不
要“临阵倒戈”。

阻止阻止““扩权扩权””

美联社报道，这是美国国会首次终止总统依
据 1976 年《全国紧急状态法》颁布的“紧急状态
令”。反对者认定，特朗普颁布“紧急状态令”违
反宪法，企图扩大行政权、剥夺国会作为立法机
构决定如何使用财政拨款的权力。

多名共和党籍参议员说，表决未必是为否定
特朗普、反对“筑墙”，而是为了防止今后有更多
总统借助“紧急状态令”推进他们看中的项目。

田纳西州联邦参议员拉马尔·亚历山大说，
参议院先前“有点懒散”，过去几周以来“稍微觉
醒，意识到我们的职责”。

一些共和党籍参议员近期起草《全国紧急状
态法》修正案，游说特朗普向国会让渡部分宣布

“国家紧急状态”的权力，以换取更多共和党人支
持。特朗普拒绝，但在参议院表决前暗示愿意

“以后”考虑。
特朗普本周在参议院接连遇挫。13日，参议

院通过决议，要求政府停止支持以盟友沙特阿拉
伯为首的多国联军，把美国军事力量撤出也门战
事。这一决定与特朗普对沙特政策相悖。

参议院民主党领导人查克·舒默说：“国会两
党都起来反对唐纳德·特朗普……我希望过去的
一周不是异常，而是转折点。”

料遭料遭““否决否决””

特朗普14日早些时候在社交媒体“推特”发
帖，把共和党人对参议院决议赞成与否等同为就
边境安全事宜“与他一致”或“与他作对”。

在他看来，参议院共和党人当天要表决是否
支持众议院议长、民主党领导人南希·佩洛西和

“主张开放边境的民主党人”。
路透社报道，特朗普就任头两年，美国国会

参众两院都由共和党人控制，多数时候对他采取
迎合态度。如今，共和党人愈发显现对抗姿态，
促使特朗普就任总统以来首次打算动用否决权。

参议院终止“紧急状态令”不久，特朗普发了
只有一个单词的“推文”：“否决！”稍后写道：“我
期盼否决（参议院）刚刚在民主党人鼓动下通过
的决议……感谢所有投票支持边境安全和我们
所急需‘墙’的铁杆共和党人。”

按照特朗普的说法，决议将“打开边境，增加
犯罪、贩毒和走私”。

国会参众两院有权推翻总统对决议的否决，
但需要至少三分之二赞成票。不少议员预期，这
一门槛较难跨越。一名众议员告诉路透社记者，
众议院或许会在26日表决是否推翻特朗普所承
诺的否决。 新华社特稿

北大西洋公约组织14日发布2018年
度军费报告，显示29个成员国去年国防开
支总额接近1万亿美元，波兰、荷兰等国增
幅显著，更多成员国“达标”，即军费达到
相当于各自国内生产总值(GDP)2%的水
平。

北约秘书长延斯·斯托尔滕贝格在发
布报告的新闻发布会上
说，美国、加拿大以外，其
余 27 个北约欧洲成员国
去年军费支出相当于这些国家GDP总和
的1.51%，创近5年新高。

斯托尔滕贝格发布消息时“话里有
话”，为北约叫屈：“一些人质疑这一跨大
西洋联盟的实力，但事实是，我们比以往
任何时候做得都多。”

路透社解读，斯托尔滕贝格这番话明
显说给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听。特朗
普竞选总统期间就对北约颇为不满，多次

“唱衰”这一多边防务体系，抱怨其他成员
国占美国便宜。就任总统后，他多次拿北
约费用说事，要求其他成员国增加防务开
支。

北约年度报告显示，波罗的海国家、
波兰、荷兰和保加利亚去年军费增加幅度
最大；加拿大不增反减，去年军费同比减

少11%。
另外，西班牙、意大利和比利时等国

的军费占GDP比重保持在1%以下。屡遭
特朗普非难的德国虽然军费增加50亿美
元，但由于经济增速快，占比依旧维持在
1.23%。

斯托尔滕贝格14日为德国说话，说德
国保证以2014年支出为基数，到2024年把
军费开支上调80%。北约年度报告同时显

示，2016年至2020年，北约欧洲成员国将
累计追加1000亿美元军费。

除美国外，只有爱沙尼亚、希腊、波
兰、拉脱维亚、立陶宛和英国6个北约成员
国军费“达标”，比前年多两个国家。

北约2014年9月威尔士峰会确定这一
军费目标，要求成员国拿出相当于各自国

内生产总值 2%的“份子
钱”，限定10年内逐步达
成。

斯托尔滕贝格受美国国会邀请，定于
4月3日到国会演讲，庆贺《北大西洋公约》
签署70周年。

美国1949年4月4日与加拿大、英国、
法国、比利时、荷兰、卢森堡、丹麦、挪威、
冰岛、葡萄牙、意大利共12国在华盛顿签
署《北大西洋公约》，创建作为跨大西洋军
事联盟的北约。

新华社特稿

美参院阻拦

特朗普紧急状态令

日本发布“2020年东京奥运会机器人计划”

北约去年军费增加至万亿美元

世界银行3月14日宣布，世行执行董事会确认美国财政部负责国际事务
的副部长戴维·马尔帕斯成为下届世行行长唯一提名人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