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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严阵以待总统权力交接
我外交部：

习近平主席出席“达沃斯议程”对话会
并发表特别致辞具有重要意义

据新华社北京1月19日电（记者 温馨 马卓言）外交部发
言人华春莹19日表示，中方高度赞赏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
对中俄关系所作的积极表态。中俄团结如山，友谊牢不可破。
双方战略合作没有止境，没有禁区。

当日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问：1月18日，俄罗斯外长拉
夫罗夫在年度记者会上谈及俄中关系，对双方在高层交往、科
技创新、经贸合作、抗击疫情、多边协作等方面都作出了高度
评价，表示俄中协作永无止境。中方对拉夫罗夫外长这一表
态有何回应？
华春莹说，在过去一年里，中俄关系经受了世纪疫情洗礼和

百年变局考验，取得新的显著成果。习近平主席同普京总统5
次通话，多次互致函电，引领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
持续提升。双方守望相助，共抗疫情，推动经贸、科技创新等领
域务实合作逆势前行。

华春莹表示，2021年对中俄关系具有特殊意义，双方将迎
来《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0周年。中俄双方同意将以
此为契机，全面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各项共识，重温世代友好、
合作共赢的缔约初心，在更高起点、更大范围、更深层次上推进
双方合作，继续为世界经济复苏注入中俄动力，为全球战略稳定
打造中俄支柱，为维护国际公平正义筑就坚固屏障。

据新华社日内瓦1月18日电（记者 凌馨）总部位于日内瓦
的世界经济论坛18日宣布，将于25日至29日在线上举行“达
沃斯议程”对话会。届时，全球7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500多位
政商界和社会组织领导人将围绕“把握关键之年，重建各方信
任”主题，分析新冠疫情下全球面临的多重挑战，寻求合作抗疫
和经济复苏良方。
世界经济论坛创始人兼执行主席施瓦布在当天的新闻发布

会上表示，面对疫情，世界各国愈发需要调整优先事务，改革社
会经济系统。各方必须重建信任，增强国际合作。
此次对话会将围绕五大议题展开讨论，包括构建强韧、可持

续和有凝聚力的经济体系，推动负责任的行业转型和增长，改善
全球公域治理，利用第四次工业革命技术成果以及推动全球和
区域合作。

世界经济论坛每年年初在瑞士达沃斯举行年会。2021年，
受疫情影响，世界经济论坛年会调整为5月在新加坡举行。

25日至29日线上举行

世界经济论坛“达沃斯议程”
对话会聚焦重建各方信任

新华社北京1月19日电（记者 温馨 马卓言）外交部发言
人华春莹19日表示，习近平主席出席世界经济论坛“达沃斯议
程”对话会并发表特别致辞具有重要意义。

应世界经济论坛创始人兼执行主席施瓦布邀请，习近平
主席将于1月25日在北京以视频方式出席世界经济论坛“达沃
斯议程”对话会并发表特别致辞。

华春莹在例行记者会上说，2017年1月，习近平主席首次
出席世界经济论坛年会，并在开幕式上发表题为《共担时代责
任，共促全球发展》的主旨演讲。习近平主席在讲话中系统阐述
了中方关于经济全球化的看法和主张，发出了支持经济全球化
的时代强音，在国际社会引起热烈反响。“很多人都还记得当时
的那些精彩论述，比如‘世界经济的大海，你要还是不要，都在
那儿’‘搞保护主义如同把自己关进黑屋子’等。习近平主席
的那次主旨演讲具有里程碑意义。”

华春莹说，国际社会普遍认为，当前形势与2017年初有相
似之处。新冠肺炎疫情仍在全球扩散蔓延，世界经济深度衰退，
全球性挑战层出不穷，人类再次站在何去何从的十字路口。中
方希望并相信这次对话会能够凝聚全球共识、重建全球互信、提
振全球合作，为解决当今国际社会面临的紧迫的全球性问题集
思广益、贡献力量。
华春莹表示，中方始终致力于维护和践行多边主义，推动建

设开放型世界经济，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更加开放、包容、普惠、
平衡、共赢的方向发展，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在当前疫情
背景下，中方也将继续为国际抗疫合作、世界经济复苏、应对全
球挑战、完善全球治理贡献中国智慧和力量。”

我外交部：

中俄战略合作没有止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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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盛顿堪比战区
白宫和国会大厦戒备森严，国家广场周围路段几乎

全线车辆限行，全副武装的国民警卫队队员、安保人员和
重型军用车辆层层把守，重点区域和重点建筑周围竖起
围栏……这是记者在华盛顿特区看到的景象。法新社用
伊拉克首都巴格达“绿区”来类比此刻的美国首都。

1 月 6 日发生的国会暴力事件不仅成为特朗普再
次遭众议院弹劾的导火索，而且让总统权力交接笼罩
上浓重阴霾，引发各方对拜登就职典礼能否安全举行
的担忧。

特朗普此前宣布首都华盛顿于1月11日至24日处于紧
急状态。五角大楼调派2.5万名国民警卫队队员参与就职典
礼安保工作。美国《国会山》日报网站称此为“华盛顿历史上
最大规模的安保驻军”。对比之下，目前驻阿富汗和伊拉克的
美军总数不过约5000人。

另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联邦调查局正在对所有进驻华
盛顿的国民警卫队队员进行审查，以防出现“内部袭击”。美
国代理国防部长克里斯托弗·米勒18日在一份声明中说，没
有情报显示存在“内部袭击”威胁，但在保证华盛顿安全的问
题上不会留任何死角。

多地气氛紧张
国会暴力事件后，特朗普在各方压力下承诺把注意力放

在权力平稳有序过渡上。他日前在一份声明中呼吁“不要出
现任何暴力、违法和破坏行为”。

但美国联邦调查局依然警告说，从16日开始，全美50个
州的首府和华盛顿特区可能发生武装示威活动。国民警卫队
司令丹尼尔·霍坎森表示，各地国民警卫队与当地执法部门正
保持密切协调，以提供所需的支持。

过去几天，多个州的议会大楼外出现示威活动，规模不大，
总体平和。有些地方的示威活动中还有人持枪，但未发生暴力
事件。

据悉，多州首府已经提升戒备，在州议会大楼外加强安
保，至少有十几个州已启用国民警卫队协助治安。总统权力
交接在即，全美严阵以待，这在美国历史上十分罕见。《华盛顿
邮报》刊文说，各州议会大楼如今采取“非比寻常的安保措
施”，反映出美国当下的不安状态。

据新华社华盛顿1月19日电

美国当选总统、民主党人拜登定于20日
宣誓就任美国第46任总统。第45任总统、共
和党人特朗普当天将卸任。

美国当选总统约瑟夫·拜登的发言人18日确认，为防控新
冠疫情，拜登无意解除美国对部分欧洲国家和巴西施行的入境
限制措施。针对国际旅行，新政府将施行更严格防疫措施。

白宫18日早些时候在一份公告中说，总统唐纳德·特
朗普决定，美国1月26日起解除对申根区成员国、英国、爱
尔兰和巴西的入境限令。白宫称，这项决定兼顾美国防疫
和“允许安全地重启旅行”。

美国政府去年3月开始限制人员由一些欧洲国家入
境，去年5月起对巴西施行类似入境限令。

白宫发布解除入境限令方案几分钟后，拜登的发言人
珍·普萨基在推特留言，确认即将就职的新政府“无意解除”
涉及疫情的国际旅行限制措施。

“依据我们医疗团队的建议，新政府无意于1月26日解
除这些限令。事实上，为进一步控制新冠病毒传播，我们打算
围绕国际旅行强化公共卫生措施。”

普萨基另一条推文写道：“疫情严峻，传染性更强的变异
病毒在全球多地出现，现在不是解除国际旅行限令的时候。”

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18日数据显示，美国累计新
冠确诊病例超过2400万例，新冠死亡人数超过39.8万。

拜登去年12月宣布了就职后100天内抗疫目标，包括实现
1亿剂疫苗接种、让大多数学校恢复线下授课。他上周承诺，就
职后加快疫苗接种进度，方案包括增加注射器等医用物资产量
以及开设数以千计疫苗接种中心。

新华社专特稿

国际疫情

美国首都华盛顿
国会大厦附近18日
上午发生一起火警，
导致当选总统约瑟
夫·拜登的就职典礼
彩排短暂中断，美国
国会大厦及相邻的参
众两院办公楼被临时
封锁。图为 1 月 18
日拍摄的国会大厦和
隔离围栏。

新华社发

特朗普取消部分旅行限制方案发布几分钟后再“反转”

防控疫情 拜登无意解除多国入境限令

新冠疫情持续蔓延，疫苗被视为战胜疫情的有力武器。
近日又有一些国家和地区批准中国新冠疫苗注册上市或紧
急使用，更多国家和地区与中国达成了疫苗采购协议。中国
新冠疫苗为这些国家和地区抗击疫情提供助力、注入信心。
塞尔维亚药品和医疗器械局18日晚批准使用中国国药

集团生产的新冠疫苗。首批由中国国药集团生产的新冠疫
苗16日上午运抵塞尔维亚首都贝尔格莱德。塞尔维亚总统
武契奇、卫生部长隆查尔前往机场迎接这批疫苗。武契奇在
迎接仪式上说，这批疫苗是塞中两国“伟大友谊的证明”。

阿塞拜疆18日正式启动第一阶段新冠疫苗接种工作，
阿卫生部长奥格塔伊·希莱里耶夫在首都巴库率先接种了中
国科兴公司的新冠疫苗克尔来福。他在接种疫苗时说，经过
综合比较，阿塞拜疆选择引进中国疫苗。

巴西国家卫生监督局17日宣布，给予中国科兴公司新
冠疫苗克尔来福紧急使用许可。土耳其药品和医疗设备局
13日发布公告，批准紧急使用科兴公司的新冠疫苗。

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13日晚在全国电视讲话中说，菲
政府计划采购的中国新冠疫苗质量好，“如果他们的新冠疫
苗不足够安全可靠，那中国是不会冒险（生产这些疫苗）
的”。菲卫生部近期表示，菲政府已与中国科兴公司达成采
购意向，计划从科兴采购2500万剂新冠疫苗。菲律宾食品
和药物管理局说，已收到科兴公司提交的新冠疫苗紧急使用
申请，预计最快在2月给予紧急使用许可。

新华社北京1月19日电

据塔斯社莫斯科1月18日报道，俄罗斯将从1月18日起
对自愿接种人群进行大规模疫苗接种。俄罗斯居民可以免费
选择两种已注册疫苗中的一种——“卫星V”或“肽新冠疫苗”。

据报道，俄罗斯总统普京1月13日下令，从2020年12月
10日开始的大规模疫苗接种(在此期间，医生、教师、慢性病
患者和一些其他范畴的公民获得了接种疫苗的机会)向群众
性接种过渡。俄联邦消费者权益保护和公益监督局局长安
娜·波波娃指出，应以在秋季流行病季节来临前形成群体免
疫为目标组织疫苗接种。同时她表示，疫苗接种第一年可以
覆盖全国60%的人口。 据新华社电

中国新冠疫苗助力国际抗疫 俄罗斯开始大规模疫苗接种
美国辉瑞制药公司上周起暂时减少疫苗交付量，多国政

府18日谈及所受影响或应对方案。
法国经济部负责工业的部长级代表阿涅丝·帕尼耶-吕纳

谢18日告诉法国电视四台新闻频道，法国预估本周接收的辉瑞
疫苗减少14万剂，疫苗交付1月25日起有望“加快进度”。
波兰18日收到的辉瑞疫苗量较先前“至少减半”。多地

医院18日报告，由于接收的疫苗少于原定量，接种服务卡壳。
奥地利总理塞巴斯蒂安·库尔茨18日在记者会上说，奥

地利接收的辉瑞疫苗量会减少20%，“最迟2月回升”。
新华社专特稿

辉瑞疫苗接收减量 多国接种卡壳

突发火警
就职典礼
彩排中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