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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快讯 美国国会众议院民
主党人11日正式公布弹劾总统特朗
普的条款，指控他“煽动叛乱”。

执法部门

调查至少25起
冲击国会涉恐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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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正恩被推举为朝鲜劳动党总书记
新华社平壤1月11日电（记者 洪可润 江亚平）据朝中社

11日报道，在平壤举行的朝鲜劳动党第八次代表大会10日推
举金正恩为朝鲜劳动党总书记。

报道说，会议当天议程为选举朝鲜劳动党中央领导机
构。大会选举产生了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委员与候补委
员。之后，还举行了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八届一中全会。

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八届一中全会发布公报说，金正
恩、崔龙海、李炳哲、金德勋、赵勇元当选为朝鲜劳动党中央政
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

据朝中社10日报道，朝鲜劳动党第八次代表大会9日讨
论了修改朝鲜劳动党章程，根据修改后的劳动党章程，各级党
委委员长、副委员长的职务名称改为责任书记、书记、副书记，
政务局改为书记局，政务处改为书记处。

朝鲜劳动党第八次代表大会5日在平壤召开，会议还将
继续进行。

新华社北京1月11日电（记者 马卓
言）针对美国国务卿蓬佩奥称将解除美台
交往限制，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11日表
示，中方对此坚决反对，予以强烈谴责，敦
促美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
公报规定，停止任何提升美台关系、加强与
台军事联系的言行。

当日例行记者会上，赵立坚回答有关
提问时说，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
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华人民共和

国政府是代表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这是
国际社会公认的基本事实，也是国际关系基
本准则。
赵立坚说，美国政府在台湾问题上是向

中方作出过严肃承诺的。中美建交公报明确
指出，美国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
的唯一合法政府，在此范围内美国人民将同
台湾人民保持文化、商务和其他非官方关
系。美方应该言而有信，不得以任何借口曲
解和背离。

“美方所谓‘与台湾关系法’严重违反一
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规定，中方
从一开始就坚决反对。”赵立坚说，“在台湾问
题上，美方应该遵守的是一个中国原则和中
美三个联合公报规定，而不是美方单方面搞
的什么‘与台湾关系法’。”
“中国人民捍卫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决

心坚定不移。我们绝不允许任何人任何势
力阻挡中国统一进程，利用台湾问题干涉
中国内政。任何损害中国核心利益的行径

都将遭到中方坚决回击，也不可能得逞。”
赵立坚说。

他说，台湾问题始终是中美关系中最
重要、最敏感的核心问题。一个中国原
则是中美关系的政治基础，也是双方建
立和发展外交关系的前提。“我们奉劝蓬
佩奥之流认清历史潮流，停止操弄涉台
议题，停止倒行逆施，不要在错误和危险
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否则必将受到历史
严厉惩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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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压彭斯
佩洛西当晚致信众议员，宣布众议院将

于11日投票表决一项决议，要求彭斯及内阁
援引宪法第二十五修正案，以特朗普无法履
行总统职责为由，解除他的权力。如果彭斯
在24小时内不行动，众议院将启动立法程
序，第二次弹劾特朗普。佩洛西在信中指认
特朗普对美国宪法和民主构成“迫在眉睫的
威胁”，主张有必要立即采取行动。

路透社报道，众议院11日举行的是例
行会议，只有极少数议员出席。根据规则，
如果不是全员到会，只要有一名议员反对，
要求彭斯罢免特朗普的决议便无法通过。
如果出现这种情况，佩洛西12日将召集众
议院全体会议，进行记名投票。由于民主
党占据多数席位，决议料将通过。

这份决议没有法律强制力，不清楚彭
斯是否会照做。彭斯身边一名不愿公开
姓名的顾问告诉路透社，彭斯反对动用宪
法修正案罢免特朗普。如果彭斯不行动，
众议院将启动弹劾特朗普的立法程序。

参院“终审”
不过，即便众议院闪电通过弹劾条款，弹

劾案还要过参议院这道关。按照规则，众议
院握有弹劾发起权，审理权则在参议院手中。
参议院要等到19日才复会，而特朗普

定于20日卸任，留给参议院审理的时间极
其有限。而且弹劾罪名需三分之二多数参
议员投票赞成才能成立。这意味着，即使
50名民主党籍参议员全部投票赞成，还需
要至少17名共和党籍参议员支持。
目前，只有两名共和党籍参议员明确

表态要求特朗普下台。
众议院2019年12月表决通过两项针对

特朗普的弹劾条款，指控他滥用职权和妨
碍国会，不过参议院最终否决了弹劾条款。

牵动全局
特朗普卸任后，弹劾案还可以继续审

理。只是，如果事情那样发展，当选总统约
瑟夫·拜登就任头几周，参议院将疲于应付
弹劾案，无暇顾及新内阁人事任命听证和
应对新冠疫情等当务之急。
拜登先前宣布就职头100天内的抗击

疫情方案，具体措施包括让一亿美国人接
种新冠疫苗、呼吁美国人自愿戴口罩、让大
多数学校恢复线下授课。
针对是否应该因国会大厦骚乱弹劾特

朗普，拜登说，要由国会决定。
依照美国宪法，一旦弹劾成功，参议院

可以禁止特朗普再次担任公职。这意味着
如果弹劾成功，特朗普可能无法再次竞选总
统。这将对今后4年共和党党内竞争以及两
党选战产生实质性影响。 新华社专特稿

美国陆军部长瑞安·麦卡锡10日告诉
一名民主党籍众议员，执法部门已经按照
“国内恐怖主义”定性，对暴力冲击国会大
厦的示威者启动案件调查至少25起。

众议院军事委员会成员、民主党人贾
森·克罗披露与麦卡锡通话内容。麦卡锡
告诉他，五角大楼注意到，当选总统约瑟
夫·拜登1月20日宣誓就职当天及之前这
段时间，“那些想要成为恐怖分子的人可能
构成进一步威胁”。

克罗说，警方在逮捕冲击国会大厦示
威者过程中，起获若干“长枪、燃烧瓶、爆炸
装置、扎线带”，说明一场更大的灾难险些
上演。克罗提出，国会大厦遭冲击前，执法
机构的威胁线索报告机制存在不足。麦卡
锡回应，五角大楼正与地方和联邦执法机
构协调，完善安保工作。 新华社微特稿

在国会大厦上周遭示威者暴力冲击之
后，美国首都华盛顿市长缪里尔·鲍泽正寻
求加强当选总统约瑟夫·拜登就职相关活
动的安保。

美联社10日报道，鲍泽9日致信国土安全
部代理部长查德·沃尔夫：“鉴于美国国会大
厦在暴乱中遭遇混乱和死伤事件，我们坚信，
1月20日第59届总统就职典礼需要采取与以
往非常不同的方式。”鲍泽请求让华盛顿进入
“灾前状态”以便获得联邦援助。他说，围绕
总统就职的安保工作跨度应延长至1月24日。

华盛顿市所在哥伦比亚特区对国会
大厦及其他位于特区境内的联邦地产没
有管辖权。鲍泽在信中请求国防部、司法
部、国会和最高法院协调出台一个方案，
保护所有联邦地产，以便首都警察局“专
注于地方任务”。 新华社微特稿

新华社莫斯科1月10日电 俄罗斯联
邦消费者权益保护和公益监督局局长波波
娃10日说，俄罗斯确诊首例被此前英国报
告的变异新冠病毒感染的病例，患者为一
名从英国返回的俄公民。

塔斯社当天援引波波娃的话报道说，
这名变异新冠病毒感染者去年年底返回俄
罗斯，目前感觉良好。她说，变异新冠病毒
传染性更强，但并未变得更危险。

目前，全球已有多国发现变异新冠病
毒感染病例。世界卫生组织欧洲区域办事
处主任克卢格本月7日说，变异新冠病毒
将成为2021年新挑战。

俄罗斯

报告首例变异
新冠病毒感染病例

新华社突尼斯1月10日电（记者 黄灵）
阿尔及尔消息：阿尔及利亚总统府10日发表
声明说，总统特本因新冠并发症于当天赴德
国进行治疗。

声明说，这次治疗并非因紧急病情，而是
特本在新冠感染后出现并发症引起脚部不
适，因此赴德国进行相应处理。声明还强调，
特本在去年12月29日返回阿尔及利亚前已
确定将再赴德国进行并发症的治疗。

因与新冠疑似病例有过接触，特本2020
年10月24日宣布自我隔离。10月28日，他前
往德国进行全面医疗检查。11月3日，阿总
统府发表声明说，特本新冠病毒检测结果呈
阳性。12月29日，特本在德国完成针对感染
新冠病毒的治疗后返回阿尔及利亚。

据新华社首尔1月11日电（记者 陆睿
耿学鹏）韩国总统文在寅11日在青瓦台宣
布，将面向全体国民实行新冠疫苗免费接种，
接种工作预计从2月开始。

文在寅当天在总统府发表2021年新年
贺词，阐述2021年施政纲领。他介绍说，新
冠疫苗接种将从下个月开始按先后顺序依次
进行，同时韩国企业研发的新冠治疗药物也
正在审批中。文在寅还表示，将继续鼓励自
主研发新冠疫苗，确保“疫苗自主权”，为本国
国民安全和加强国际卫生合作做出贡献。

医务人员被列为首批疫苗接种对象，其次
是老人和慢性疾病患者，以期降低新冠病亡率。

去年12月，英国先后报告发现名为
VOC 202012/01的变异新冠病毒和另一
种传播能力更强、变异更大的变异病毒；南
非报告发现名为501.V2的变异新冠病毒；
非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报告，在尼日利亚
发现一种新变异新冠病毒，可能与先前在
英国和南非发现的变异病毒没有关联，具
体情况有待进一步调查。

此后，更多国家和地区报告了变异新
冠病毒感染病例。世卫组织欧洲区域办事
处主任克卢格7日说，世卫组织欧洲区域
办事处负责的53个国家中，已有22个国家
出现了变异的新冠病毒毒株。

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新冠疫情负
责人亨利·沃克指出，新冠病毒常发生变异，
随着时间推移，可能会有更多变异病毒。

世卫组织官员克卢格指出，变异病毒
传染性更强，引发病症的严重程度并无变

化。如果不加强控制以减缓其传播，将对当
前已承压的医疗系统产生更大影响。

世卫组织官员呼吁，各国应提高警惕，调
查和跟踪异常的快速传播事件、意外的疾病
表现或重症，加大对变异病毒的系统性测序
力度并利用测序数据来推动早期预防，以及
更多分享数据。

世卫组织首席科学家斯瓦米纳坦强调，
人们应持续监测病毒基因变化，同时也要着
力降低病毒传播速度。因为病毒传播越多，
发生变异的机会就越大。不能让病毒在人群
中失去控制地传播，这样才能降低基因突变
的发生率。

此外，专家还敦促各国政府和民众继续
执行现有公共卫生抗疫措施，包括戴口罩、保
持手部卫生、保持社交距离等。这些措施已
被证明能够有效遏制包括最新变异在内的病
毒传播。 据新华社北京1月11日电

据新华社亚的斯亚贝巴1月10日电
非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截至10日晚的数
据显示，非洲累计新冠确诊病例已突破
300万例，达到3024819例，累计死亡
72148例，累计治愈2451116例。

数据显示，当前累计确诊病例数居非洲
前几位的国家包括南非、摩洛哥、突尼斯、埃
及、埃塞俄比亚等，其中南非最多，超过120
万例。南非也是非洲报告新冠死亡病例最
多的国家，累计报告死亡病例超过3万例。

对此，非洲疾控中心强调，随着新冠疫情
在非洲大陆继续恶化，非洲联盟各成员国有
必要重新评估目前的新冠应对机制，重新制
定防疫战略，以确保各国准备好应对当前的
第二波疫情，以及可能发生的第三波疫情。

1月10日，位于印度尼西亚首都雅加达北区的丹戎不碌
港气氛紧张，不时有警车、救护车闪烁着驶过。印尼三佛齐航
空公司失事客机临时搜救指挥中心就设在港口的2号国际集
装箱码头。

当地时间9日14时36分，三佛齐航空公司一架载有62人
的波音737-500客机从雅加达国际机场起飞，4分钟后与地
面失去联系，之后被发现坠毁在雅加达千岛群岛区域海域。
事发后，印尼国家搜救局联合印尼交通部、海军、空军等部门，
出动舰船、直升机、潜水员等参与搜救。经过一天一夜搜寻，
相关人员已打捞起部分遇难者遗体和一些客机残骸。

新华社记者当天在搜救指挥中心现场看到，集装箱码头停放
着多辆警车和军车，临时搭设的帐篷中堆放着救援设备与物资。
数十名军警正在维持秩序，大量身着制服的救援人员来回奔忙。
海面上不时有橡皮艇驶过，向岸上运送装有打捞物的黑色袋子。
地面上摆放着刚刚出水的打捞物，工作人员一边检查，一边拍照。

在事发海域，十几艘参与打捞的船只正在紧张作业，空中
有直升机盘旋，潜水员在水下搜索。搜救指挥中心的一名工作
人员说，打捞上来的主要是客机残骸，还有部分遇难者遗骸和
遗物，“预计不会有生还者了”。 据新华社雅加达1月10日电

据新华社纽约1月10日电（记者 刘亚南）美国纽约证券
交易所以执行联邦政府行政令为由在中国三家电信企业股票
是否摘牌问题上表现反复，引起部分投资者不满。

据《华尔街日报》10日报道，纽约市居民阿里埃尔得知中
国移动发行的美国存托凭证（ADR）存在风险后，在4日卖出
了中国移动公司股票。然而，纽交所4日晚宣布，经与相关监
管部门进一步咨商，决定停止推进三家中国电信运营商在纽
交所的摘牌程序。中国移动公司美国存托凭证价格次日大幅
上涨，阿里埃尔由此遭受损失。

阿尼尔·欣圭是密歇根州一名75岁老人。因为觉得分红
有保障，欣圭从2003年开始投资中国移动公司股票。在得知
纽交所最终仍决定摘牌三家电信公司股票后，欣圭说这是只
“被踢来踢去的政治皮球”。

美国投行莱萨·斯鲁夫公司7日卖出所持有的中国移动
股票。该公司首席投资官莱萨·斯鲁夫表示，她不愿意卖出这
一股票，但其托管机构表示将不再参加该股票交易，自己被迫
进行了操作。斯鲁夫表示，行政令及其仓促实施对美国股民
伤害巨大，并带来严重信誉问题。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日前强调，中方坚决反对美国
政府将经贸问题政治化，滥用国家力量、泛化国家安全概念，
无端打压中国企业，美方有关行径严重违背美方一贯标榜的
市场竞争原则和国际经贸规则。华春莹表示，希望美方尊重
市场、尊重法治，多做维护全球金融市场秩序、保护投资者合
法权益和有益于全球经济稳定发展的事。

据新华社东京1月10日电（记者 姜俏梅）日本以日本海
沿岸为中心的多地近日连降大雪，局部地区积雪厚度达两米
多，9日和10日两天已造成10人死亡、近300人受伤。

据日本气象厅消息，受冬季气压和极强寒流影响，日本新
潟县和北陆地区近日降雪量创纪录。新潟县上越市观测点的
积雪厚度达2.26米，富山县和福井县观测点的积雪厚度超过1
米，均为往年积雪厚度两倍多。

据日本媒体报道，仅9日和10日两天，此次降雪在包括北
海道、东北和北陆地区等地已造成10人死亡、277人受伤。

英国哈里王子和夫人梅根决定退出脸书和推特等社交媒
体平台。英国媒体认为，两人退出的原因是不堪忍受社交媒
体上针对他们的“仇恨”言论。

英国《星期日泰晤士报》10日报道，哈里夫妇对那些“仇恨”
言论感到“失望”。一名与哈里夫妇关系密切的消息人士说，哈
里夫妇“不打算”使用社交媒体为他们新成立的阿彻韦尔基金会
服务，而且今后“很可能不会”以个人身份重返社交媒体平台。
哈里夫妇打算今后用其他方式代替社交媒体宣传他们的工作，
包括发布在线视频、在电视上露面、选择一些出版物发表文章、
或者通过阿彻韦尔基金会网站发布信息。 新华社微特稿

纽交所

在涉中企问题上反复无常引发投资者不满

日本

多地连降大雪至少10人死亡

英国

哈里王子夫妇退出社交媒体

我外交部

批驳美方取消美台交往限制

特朗普 彭斯收最后通牒 变异新冠病毒增防疫挑战

美国国会众议院议长南希·佩洛西10日给副总统迈克·彭斯
下“最后通牒”，要求他根据相关宪法修正案罢免总统唐纳德·特
朗普，否则众议院将启动弹劾程序。

自去年年底英国发现变异新冠病毒以来，多个国家和地区陆
续报告了英国发现的变异病毒感染病例。世界卫生组织欧洲区域
办事处主任克卢格日前指出，进入2021年，世界拥有了疫苗等应
对新冠疫情的新工具，但同时也面临病毒变异等新挑战。

华盛顿市长

呼吁强化拜登
就职活动安保

非洲

新冠确诊病例
突破300万

韩国

总统宣布全民
免费接种疫苗

1月6日，国会警察紧急应对闯入国会
的抗议者。 新华社发

1月7日，美国国会众议院议长佩洛西在新闻发布会上讲话。 新华社发 1月9日，在埃塞俄比亚首都亚的斯亚贝巴，人们在露天市场上行走。 新华社发

阿尔及利亚

总统因新冠并发症
赴德国治疗

印尼失事客机搜救工作紧张进行 搜救人员——

“预计不会有生还者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