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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

挑战一个中国原则的企图不得人心

据新华社华盛顿1月 13日电（记者
徐剑梅 邓仙来）美国国会众议院13日表
决通过针对总统特朗普的弹劾条款，指控
他“煽动叛乱”。特朗普成为美国历史上首
位两度遭到弹劾的总统。

美国国会众议院当天下午举行全院表
决，并以232票赞成、197票反对的结果通
过弹劾条款。这一弹劾条款指控特朗普
“煽动叛乱”，称他“多次发表虚假声明”“干
扰权力和平过渡”“严重危及美国及其政府
机构的安全”，要求对其进行“弹劾和审判，
并免除其总统职务，取消其拥有的相关荣
誉、信用和有酬职位资格”。

所有民主党众议员和众议院共和党三
号人物切尼等10名共和党众议员投票支
持弹劾条款。共和党众议员多数未为特朗
普辩护，但对是否弹劾意见不一。反对者
主要以“仓促”、未经听证等程序、加剧美国
分裂等为理由。主张弹劾的众议员则认
为，不追究特朗普将“开创危险的先例”。

投票前，众议长佩洛西说，特朗普对美
国是“明显而现实的危险”；反对弹劾的众
议院共和党领袖麦卡锡表示，特朗普对国
会山骚乱“负有责任”。

弹劾案随后将由参议院审理，须有至
少三分之二参议员的支持才能将特朗普定
罪。国会参议院多数党（共和党）领袖麦康
奈尔当天表示，他尚未就是否支持弹劾作
出最终决定，参议院不会为审理弹劾案而
提前复会。预计弹劾案审理在当选总统拜
登1月20日中午宣誓就职前不太可能开始。

辩论投票过程中，白宫和国会大厦之间
道路被封锁，国会大厦周围竖起围栏，数百名
国民警卫队员在国会大厦彻夜警戒。华盛顿
警方13日宣布，部署到华盛顿特区的国民警
卫队员将超过2万人。拜登团队当天表示，将
高度重视就职典礼前后全美各地的暴力威胁。

1月6日，部分支持特朗普推翻总统选
举结果的示威者强行闯入美国国会大厦，
打断参众两院认证选举人团投票过程，造
成5人死亡。

美国国会众议院于2019年12月首次弹
劾特朗普，指控他滥用职权和妨碍国会。
2020年1月，国会参议院在审理后否决。

新华社联合国1月13日电 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13日
针对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凯莉·克拉夫特当天与台湾地区领
导人蔡英文通话一事发推文表示，美方挑战一个中国原则的
企图不得人心。

推文指出，作为常驻联合国代表，凯莉·克拉夫特应该再读
一读《联合国宪章》和1971年联大第2758号决议。美国应该认
识到，挑战一个中国原则的企图是不得人心的，也是徒劳的。

推文说，1978年12月16日发表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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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行径显然违反了美方向中方作出的严肃承诺，是
美国政府不守信用的又一例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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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国会众议院13日表决通过针对总
统特朗普的弹劾条款，指控他“煽动叛乱”，这
距离他卸任仅剩一周。特朗普成为美国历史
上首位两度遭到弹劾的总统。

美国舆论认为，再度遭弹劾重创特朗普
的形象和影响力，但弹劾也是一把“双刃剑”，
将进一步激化民主、共和两党之间的矛盾，进
一步加剧美国社会的撕裂。

如何审 存疑问
根据美国宪法，接下来，特朗普弹劾案将由

参议院负责审理，其未来走向存在三大疑问。
一是时间问题。目前距离特朗普1月20

日卸任、当选总统拜登宣誓就职仅剩一周，参
议院多数党领袖、共和党人麦康奈尔13日表
示，在权力交接前如此短的时间里无法完成
“公平严肃的审理”，参议院也不会为审理弹
劾案而提前复会。这意味着，参议院要在拜
登上台后才会审理弹劾案。

二是票数问题。根据美国宪法，给被弹
劾人定罪需要100名参议员中至少三分之二

的人支持。代表佐治亚州的两名新当选民主
党籍参议员就职后，民主党和共和党在参议
院将各掌握50个席位。也就是说，在民主党
保持团结的情况下，还需要至少17名共和党
籍参议员倒戈，才能给特朗普定罪。

三是定罪问题。特朗普若在卸任前被定
罪，那么将直接被免职；若卸任后被定罪，据
美国法律人士说，特朗普也将失去卸任总统
可以享受的一些权利。此外，美国有线电视
新闻网法律分析师埃利·霍尼格说，若特朗普
被定罪，参议院还可能会再进行表决，以禁止
他未来担任公职。这意味着，特朗普将无法
再度竞选总统，这对未来4年共和党党内竞争
以及两党之间的斗争都将产生实质性影响。

乱象多 裂痕深
为保障总统就职典礼前后的安全，美国

首都华盛顿警方13日宣布，部署到华盛顿的
国民警卫队员将超过2万人。

美国总统权力交接同弹劾案交织在一
起，加上此前国会遭暴力冲击，政治乱象之剧

烈前所未见。美国圣安塞尔姆学院政治学专
家克里斯托弗·加尔迪耶里说，出现这样的局
面令人感到痛心和沮丧。

过去4年，美国党派恶斗成为政坛“主旋
律”，社会撕裂也愈演愈烈。2020年美国大
选结束后，特朗普一直宣称选举“遭民主党人
窃取”，反复呼吁支持者抵制选举结果。国会
暴力事件发生前，特朗普还在白宫外举行集
会，鼓励支持者去国会示威。

不过，特朗普在共和党以及保守派选民中
的影响力仍不可小觑。从众议院对弹劾条款的
表决看，共和党人仍整体保持团结。辩论中，共
和党人抨击民主党人玩弄政治，企图抹除特朗
普的“政治遗产”。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一项
最新民调显示，85%的共和党受访者反对弹劾
特朗普，认为这会在美国制造更多裂痕。

美国长期深陷党争，贫富分化严重，种族
矛盾深重。分析人士指出，弹劾特朗普无法
从根本上化解这些问题，反而可能进一步激
怒其支持者，导致矛盾升级。

据新华社华盛顿1月13日电

美国国会众议院议长南希·佩洛西13日
宣布，打算对拒绝在众议院入口处接受金属
探测器检查的议员施加罚款，最高1万美元。

美国国会上周遭暴力冲击，众议院多个
入口12日晚立起金属探测安检门，检查议员
是否携带武器。佩洛西13日宣布，众议院21
日复会，将表决一项对拒检议员施加罚款的
新规。初次拒检人员罚5000美元，再次违规
罚1万美元，罚款从议员薪资中直接扣除。

路透社报道，有人看到多名共和党人或
绕过安检门，或大声向国会警察抱怨这一检
查手段。按照佩洛西的说法，众议院不少共
和党人“不尊重”国会警察，“辱骂他们并拒绝

遵守基本预防措施以保障包括国会警察在内
的全体国会员工安全”。

法新社报道，美国国会先前只对游客和国
会工作人员进行安检，议员享受“免检”待遇。
一些议员对新增加的安检手续表示不满。

新当选的共和党籍众议员劳伦·伯贝特
12日晚通过金属探测安检门时触发警报，并
拒绝打开手提包接受检查。伯贝特曾放话说
她在国会上班会带手枪。

伯贝特后来在社交媒体发文抗议称，众
议院入口设金属探测安检门无法阻止类似上
周发生的暴力行为，“它不过是众议长佩洛西
的又一个政治噱头”。 新华社微特稿

依据“哈勃”太空望远镜先前观测结果，宇宙可能有两万
亿个星系。不过，美国科学家最新研究认为，星系实际上可能
只有数千亿个。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13日报道，美国科学家近期使用美
国国家航空航天局“新视野”号冥王星探测器收集的数据研究
宇宙背景亮度，结果与预想的差距甚远。参与研究报告撰写的
美国太空望远镜科学研究所天文学家马克·波斯特曼12日发表
声明说：“星系数量是人们需要知道的重要数据。我们确实看
不到两万亿个星系发出的光。”按照波斯特曼说法，宇宙中星系
数量可能数以千亿计，而不是数以万亿计。 新华社微特稿

据新华社首尔1月14日电（记者 陆睿 耿学鹏）韩国大法
院（最高法院）14日对前总统朴槿惠“亲信干政”案和收受国家情
报院“特殊活动费”案作出终审判决，判处朴槿惠20年有期徒刑。

朴槿惠此前在干涉国会选举案中获刑2年，加上本次判
决刑期，须累计服刑22年，刑期从2019年4月17日算起。

韩国大法院当天还判处朴槿惠缴纳罚金180亿韩元（约
合1亿元人民币），并追缴35亿韩元（约合2074万元人民币）。
此次终审判决，维持了2020年7月韩国首尔高等法院作出的
二审重审判决。

据新华社华盛顿1月13日电 美国国家公路交通安全管
理局13日以存在安全风险为由，要求特斯拉召回部分Model
S和Model X车型，共计15.8万辆。

美国国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表示，召回原因是这些汽
车存在触屏失灵问题，影响车辆的安全功能，比如除雾和倒车
影像等，从而构成安全风险。

美国国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去年11月升级了一项安
全调查，并在1月13日正式致函特斯拉提出此项召回要求。
特斯拉须在1月27日前对此作出回应。如对召回存有异议，
必须向国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就其决定提供完整解释”。

据新华社德黑兰1月13日电（记者 夏晨）伊朗武装部队
总参谋长穆罕默德·巴盖里13日宣布，伊朗海军在红海水域
恢复巡逻。

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伊朗海军当天在阿曼湾水域举
行代号为“海军力量99”的军事演练。巴盖里在演练现场表示，
此前伊朗商船在红海水域遭遇了一些“有限规模的敌对行动”，
伊朗军方将恢复在该水域的巡逻，保护伊朗商船和油轮安全。

韩国

前总统朴槿惠终审被判20年

特朗普
美众议院二度弹劾

成为美国历史上首位
两度遭到弹劾的总统

1月13日，一名手持“弹劾”标语的男子从国会大厦前走过。 新华社发

相关新闻 议员拒过安检门？罚款！

国际观察 弹劾“双刃剑”激化党争

新冠疫情暴发以来，全球对疫苗翘首以
盼。在各方携手推动下，中国新冠疫苗研发
工作跑出“加速度”。目前，中国疫苗已被证
实在安全性和有效性等方面表现良好，多个
国家和地区已批准中国新冠疫苗注册上市或
紧急使用，一些国家和地区已与中方达成了
疫苗采购协议。

印度尼西亚总统佐科13日在雅加达总统
府接种了中国科兴公司的克尔来福新冠疫
苗。印尼药品食品监督管理局本月11日宣布，
克尔来福新冠疫苗已在印尼万隆市完成了Ⅲ
期临床试验，有效性高于世界卫生组织规定的
50%门槛，给予这款疫苗紧急使用许可。

土耳其卫生部长科贾13日接种中国科兴
公司研发的新冠疫苗。科贾当天在新闻发布
会上表示，中国疫苗是安全的，土耳其全国医
护工作者将从14日起开始接种中国疫苗。

阿尔及利亚政府发言人阿马尔·贝尔希
摩尔13日表示，阿1月底将从中国进口一批
新冠疫苗。

塞内加尔卫生部13日凌晨通过其社交
媒体账号宣布，正同中国政府接洽，预计购入
20万剂疫苗，以确保塞内加尔能顺利展开新
冠疫苗接种计划。

马来西亚国有大型制药企业发马公司
12日与中国科兴公司签署新冠疫苗合作协
议。科兴公司将逐步向马来西亚提供1400
万剂新冠疫苗半成品，与发马公司合作在马
来西亚完成疫苗最终生产。

巴西卫生部长爱德华多·帕祖洛7日宣
布，巴西联邦政府已与圣保罗州布坦坦研究
所签订协议，计划购买1亿剂由中国科兴公
司研发的克尔来福新冠疫苗。

秘鲁总统萨加斯蒂6日在向全国发表电

视讲话时宣布，秘鲁已与中国国药集团达成
购买该集团生产的新冠灭活疫苗协议。萨加
斯蒂表示，中国国药集团研发的新冠灭活疫
苗是安全的，必要时他会接种中国疫苗。

泰国卫生部3日发表公报说，泰国政府
已与中国科兴公司签署新冠疫苗订购协议，
采购200万剂新冠疫苗。

埃及卫生与人口部部长哈拉·扎耶德2
日表示，埃及正式批准在埃紧急使用中国国
药集团新冠灭活疫苗，中国新冠疫苗的安全
性和有效性已得到科学认证。

据乌克兰总统办公室网站2020年12月
30日发布的消息，乌卫生部与中国科兴公司
签署了新冠疫苗采购合同，中方将向乌方提
供191万剂科兴公司生产的新冠疫苗。

巴林国家卫生监督管理局2020年12月
13日宣布，正式批准中国国药集团研发的新
冠灭活疫苗在巴林注册上市。此项决定是基
于该疫苗在数国进行的临床试验数据及多家
权威机构的审查和评估做出的。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卫生和预防部2020
年12月9日宣布，给予由中国国药集团研发
的新冠灭活疫苗正式注册。

据新华社北京1月14日电

新华社北京 1 月 14 日电（记者 缪
培源）14日发表的一项英国研究发现，
新冠患者康复后免疫力可以维持至少5
个月。

路透社14日报道，英格兰公共卫生
署一项名为“新冠病毒免疫和再感染评
估”的研究发现，感染新冠病毒产生抗
体后，患者再次感染的情况很少见。去
年6月至11月，6614名曾感染新冠病毒
的研究对象中，仅有44人再次查出疑
似感染。

研究共同作者、英格兰公共卫生署高
级医学顾问苏珊·霍普金斯说：“我们现在
知道大部分感染病毒并产生抗体的人能避
免再次感染，但这还没结束，我们还不知道
这种免疫力能持续多久。”

研究人员将继续追踪这些研究对象，
以确定免疫力是否能维持更长时间。他们
警告说，早期研究表明，那些因感染而获得
所谓“自然免疫力”的人，他们的鼻腔和咽
部仍可能携带大量新冠病毒，仍可能隐蔽
地传染他人。

霍普金斯说，新冠患者康复后体内有
抗体，自身不太可能再出现重症，但仍有再
次感染并传染他人的风险。

多国青睐中国新冠疫苗
安全性和有效性等被证实良好 多个国家和地区与中方达成采购协议

1月13日，国会众议院议长佩洛西（前右
二）走在国会大厦内。 新华社发

新冠患者康复后
免疫力至少维持5个月

美监管机构要求

特斯拉召回15.8万辆问题车

执政联盟瓦解

意大利疫情下又遇政治危机
因不满意大利总理朱塞佩·孔特的执政表现，前总理马泰

奥·伦齐领导的意大利活力党13日退出执政联盟，使遭受新
冠疫情重击的意大利再次面临政治危机。

伦齐13日在首都罗马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宣布，来自活
力党的两名部长和一名副部长从内阁辞职。他说，接下来会
发生什么取决于孔特，活力党已准备好与相关各方进行“各种
各样的讨论”。活力党的退出，令执政联盟失去在议会的多数
席位。执政联盟由四个政党组成——民粹主义政党五星运
动、中左翼政党民主党，以及活力党、自由与平等党两个小
党。尚不清楚执政联盟内其他三党将做何选择。

孔特对此回应：“目前复杂、困难的形势下，人民希望这届
政府坚持下去。”民主党领导人尼古拉·津加雷蒂说，13日意
大利新增新冠死亡病例超过500例，伦齐此刻的举动“不利于
这个国家”。 新华社专特稿

最新研究认为

宇宙也许没那么多星系

伊朗

宣布在红海水域恢复巡逻

1月13日，土耳其卫生部长科贾在
安卡拉接种中国新冠疫苗。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