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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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将举行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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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党众议员将于11
日准备弹劾条款，最早13日或14日投票表
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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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主党籍众议员詹姆斯·克莱伯恩接
受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采访时暗示，民主
党人准备把弹劾条款提交参议院的日期延
后100天，好让新政府腾出手脚施行“百日
新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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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电

佩洛西施压彭斯罢免总统
否则众议院将启动弹劾特朗普的立法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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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1月7日在美国华盛顿拍
摄的美国国会众议院议长佩洛西
在新闻发布会上讲话的资料照
片。 新华社

新华社平壤1月11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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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正恩被推举为
朝鲜劳动党总书记

据新华社电 意大利定于
13日在南部大区卡拉布里亚
一座特别装备的建筑内开始
大规模审理当地黑手党相关
案件，涉及355名被告，预计
整个审判过程耗时超过两年。

法新社11日报道，这次
大规模审判主要针对植根当
地的黑手党组织“恩德朗盖
塔”，被告包括这一组织成员
以及与他们同流合污的政客、
公务员、警察、商业精英。相
关案件涉及355名被告、超过
900名控方证人和 400名律
师。还有58人愿意打破黑手
党成员被捕后所遵从的“缄默
法则”，说出黑手党不为人知
的秘密。

最近一次相关听证会上，
仅念完所有被告名字就用了3
小时。这些被告多为黑手党
成员，各有绰号，例如“狼”“胖
子”“甜甜”和“金发”等。绰号

为“叔叔”的“恩德朗盖塔”头
目路易吉·曼库索是被告之
一，曼库索家族是“恩德朗盖
塔”的组织核心。

大部分被告在2019年12
月意大利发起的联合扫黑行
动中被捕。他们被控犯有多
项罪行，包括组织黑手党、谋
杀、谋杀未遂、贩毒、敲诈、放
高利贷、泄露官方机密、渎职、
占有偷窃物品和洗钱。

报道说，在“恩德朗盖塔”
势力强大的卡拉布里亚举行
审判展示出意大利的国家力
量。意大利赫赫有名的反黑
手党检察官尼古拉·格拉泰里
将提起诉讼。

就规模而言，即将开始的
审判仅次于1986年至1987年
期间对西西里黑手党组织“我
们的事业”的审判。那次大规
模审判对338名被告判刑，有
两名检察官因此遭暗杀。

涉及被告355人

意大利要“大审”黑手党

据新华社电 受风暴“菲洛梅娜”影响，
西班牙多地交通几乎陷入瘫痪。政府10日
承诺，确保完成新冠疫苗运输和配送。

西班牙交通大臣何塞·路易斯·阿瓦洛
斯和内政大臣费尔南多·格兰德—马拉斯卡
在当天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说，政府保证疫
苗将按照原计划运输至目的地。

路透社报道，西班牙政府11日将派车
队运送疫苗和食品至受灾严重地区。首都
马德里因天气原因关闭的国际机场10日逐
步恢复运营。

暴风雪导致4人死亡，西班牙中部超过
600条公路一度关闭。中部和东部一些地方
积雪厚度接近50厘米。国家气象局发布的
数据显示，马德里9日降雪量达到20至30
厘米，为1971年以来最高，预计本周部分地
区最低气温将降至零下10摄氏度。

一些市民在马德里街头
堆雪人、滑雪，一些市民自愿
帮助清理积雪。

因积雪严重，医生阿尔瓦

罗·桑切斯9日步行17公里前往位于马德里
附近“卫星城”马哈达恩达的医院上班。他
呼吁开车的人让医护人员搭个便车。

遭遇强暴风雪
西班牙力保疫苗运输

据新华社电 美国国务卿
迈克·蓬佩奥10日说，美方打
算把也门胡塞武装定性为“外
国恐怖组织”。

蓬佩奥在一份声明中说，
美国国务院将告知国会这一
决定。声明发表前不久，不愿
公开姓名的消息人士告诉路
透社，美国唐纳德·特朗普政
府最近几周一直在激烈讨论
是否“拉黑”胡塞武装以及如
何确保制裁不影响也门接受
国际援助。

一些分析人士说，现任总
统特朗普在卸任前对伊朗及
其相关方加大制裁，目的是给
继任者“使绊子”，阻挠下一届
政府重回伊朗核问题全面协

议。美国前驻中东外交官瑞
安·克罗克说，蓬佩奥这一决
定“完全无益于维护美国利
益”，“胡塞武装一直是也门社
会的有机组成部分。这种做
法相当于把一支延续好几代
人的也门地方武装当成战略
敌人。他们并不是伊朗的代
理人”。

美国、沙特阿拉伯等国指
责伊朗长期以来向胡塞武装
提供军事和经济支持，伊朗予
以否认。

胡塞武装2014年9月夺
取也门首都萨那，沙特主导的
多国联军2015年3月介入也
门内战，帮助也门政府与胡塞
武装作战。

美国将把也门胡塞武装
列为恐怖组织

美国媒体10日报道，尽管美国企业在
疫情期间未停止招工，仍有将近400万美
国人处于长期失业状态。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的报道
把失业至少6个月的人群定义为长期失业
人口，这一群体占整个失业群体比例超过
37%。截至去年9月，240万人美国人处于
长期失业状态。

CNN认为，处于长期失业状态的人通
常难以返回劳动力市场，而这将进一步遏
制美国经济复苏。

霍华德大学经济学教授威廉·斯普里
格斯说：“他们被困住了，开始面对歧视

……雇主认为他们是‘残次商品’。”
斯普里格斯说，长期失业者不断增加，

将使当选总统约瑟夫·拜登更难衡量美国
的失业率。这一数字在去年12月为6.7%，
为去年4月以来首次没有增长。

CNN分析劳工统计局数据后发现，超
过半数长期失业者主要来自少数几个行
业，例如，休闲和酒店业的长期失业者占这
一群体大约四分之一。其他几个行业包括

教育、健康服务和批发零售贸易。
难以再就业同时困扰高技能和低技能

失业者。其中，从事管理、专业和销售岗位
的失业者，其长期失业率高于普通服务岗
位的失业者。

与此同时，联邦数据显示，在非洲裔和
亚裔失业群体中，超过40%的人失业至少
半年。这一比例在白人和拉美裔群体中接
近三分之一。

另外，女性群体的长期失业率略高于
男性，尤其是年龄25岁至44岁的女性。

联邦政府提供的数据显示，大约840
万人通过“（新冠病毒）大流行紧急失业补
偿项目”领取救济金。这一项目去年12月
19日结束。另外450万美国人通过“大流
行失业援助计划”领取失业救济。这一项
目向自由撰稿人等自由职业者开放。

芝加哥大学和圣母大学经济学家上月
联合发布的研究显示，去年6月以来约780
万美国人跌入贫困线以下，全国贫困率从
6月的9.3%上升至11月的11.7%。

据新华社电

近400万美国人半年没工作

新华社德黑兰1月10日
电 伊朗议长卡利巴夫10日
表示，伊朗不寻求退出伊朗核
问题全面协议，但有权根据协
议中有关解决争议机制的条
款来中止履行协议。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
社当天援引卡利巴夫在议会
会议上的讲话报道说，西方国
家应承认伊朗人民的权利，如
果只向伊朗施压，将会付出相
应代价。卡利巴夫说，当伊朗
能够自由出口石油、伊朗中央

银行可以通过官方机制获得
收益、伊朗企业家能与外国合
作伙伴正常开展业务时，对伊
朗的制裁才被视为解除。在
这种情况下，伊朗将恢复履行
伊核协议。

另据伊朗迈赫尔通讯社
报道，伊朗议会主席团成员法
拉哈尼9日说，如果针对伊朗
尤其在金融、银行、石油等领
域的制裁没有在2月21日之
前解除，伊朗将根据议会法案
驱逐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员。

伊朗议长表示伊朗不寻求
退出伊核问题全面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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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张朝中社1月11日提供的图片显示的是朝鲜劳动党第
八次代表大会10日会议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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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社

1月11日，工作人员在印度尼西亚雅加达丹戎不碌港转移失事客机残骸。当地时间9日14时36分，印尼三佛齐航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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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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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月11日，工作人员在印度尼西亚
雅加达丹戎不碌港转移失事客机遇难
者遗骸。 新华社

印尼失事客机
搜救工作紧张进行

新华社首尔1月11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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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中
央防疫对策本部本部长郑银敬本月8日曾
表示，考虑到全国人口的60%至70%产生
抗体才会形成群体免疫，防疫部门的目标
是通过接种新冠疫苗，在今年11月前达到
群体免疫效果。她还透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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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日韩国新冠疫情扩散趋势出现缓和
迹象。据韩国中央防疫对策本部统计，当
地时间10日0时至24时，韩国新增确诊
451 例，累计确诊 69114
例；新增死亡15例，累计死
亡 1140 例 ；累 计 治 愈
52552例。

韩国总统宣布
全民免费接种新冠疫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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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 1 月 9 日，人们在西班牙马德里的阿

尔卡拉门广场的雪地上玩耍。 新华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