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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华盛顿1月12日电 美国
副总统彭斯当地时间12日致信国会众
议院议长佩洛西，拒绝援引宪法第25
条修正案罢免特朗普总统职务。当日
晚些时候，众议院依然正式通过决议，
敦促彭斯采取行动。美国国会众议院
预期13日将对弹劾案举行全体投票。

彭斯在信中写道:“我相信这一行
动不符合美国最大利益，也有违宪法。”
他说，宪法第25条修正案只适用于总
统失去行为能力或残疾而无法履行职
责的情况，在目前条件下罢免特朗普将

“开创一个可怕的先例”。据悉，此前一
天，彭斯曾与特朗普会晤。

当天早些时候，国会众议院公布了
准备付诸表决的弹劾案最终版本，弹劾
条款指控特朗普“煽动叛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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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综合美媒报道，占据众议院多数席
位的民主党人已获得通过弹劾案所需
简单多数票；众议院共和党领导层决定
不劝说本党议员对弹劾案投反对票，目
前至少3名共和党众议员已公开表态
支持弹劾案。

多家美媒12日援引国会参议院多
数党（共和党）领袖麦康奈尔助手的话报
道说，麦康奈尔对众议院推动弹劾感到
高兴，认为特朗普犯下了可以被弹劾的
罪行，弹劾有助于使共和党摆脱特朗普。

12日早些时候，特朗普在飞往得

克萨斯州视察部分建成的美墨边境墙
时宣称：“人们认为我发表的讲话完全
恰当”，弹劾是对他“执政以来最大规模
政治迫害的延续”，“正在引起巨大愤
怒”。

虽然距离1月20日新总统就职典
礼还有一周多，但华盛顿特区和多州首
府，特别是密歇根州、威斯康星州和佐
治亚州均加强了安保措施，上述三个州
都是拜登在2020年大选中赢得的关键
摇摆州。

12日，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发布
备忘录谴责国会山骚乱事件，“提醒”全
体美军捍卫宪法，拒绝极端主义。据报
道，联邦执法部门正在追捕的150多名
国会山骚乱嫌疑人中可能包括退伍和
现役军人。

连日来，推特和脸书等美国社交媒
体公司清除了大量宣传暴力抗议2020
年美国总统选举结果的账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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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骚乱共造成5人死亡。在国
会山骚乱前，特朗普多次在社交媒体上
呼吁各地支持者赴华盛顿抗议，并在6
日早些时候在白宫外的示威集会上发
表讲话。

依据美国宪法，众议院负责提出弹
劾案，参议院负责弹劾案审理。如三分
之二国会参议员支持弹劾，特朗普将被
定罪。

美国副总统拒绝罢免特朗普

众议院将就弹劾案投票美国国务院12日宣布，取消国务院所有高级官员本周出
访行程，包括国务卿迈克·蓬佩奥原定13日开始的欧洲之行，
理由是国务院最近几天要交接工作。

消息人士说，行程取消是因为欧洲盟友不愿意见他。
美国务院11日深夜宣布，蓬佩奥定于13日至14日访问

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将会晤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秘书长延斯·
斯托尔滕贝格、比利时外交大臣索菲·维尔梅斯。美国务院
说，这将是蓬佩奥卸任前最后一次出访。

不到18小时后，美国务院发言人摩根·奥尔塔格斯说，国
务院正忙于同当选总统约瑟夫·拜登拟定的国务院班子成员
交接，因而决定取消所有本周原定出访行程，“包括国务卿的
欧洲之旅”。

路透社12日以多名不愿公开姓名的外交官为消息源报
道，蓬佩奥取消欧洲之行，还有别的原因，那就是欧洲方面不
愿意接待他。

美国务院原本计划的蓬佩奥“告别之旅”中，蓬佩奥访问
布鲁塞尔并在卢森堡停留。一名外交官说，由于卢森堡官员
不愿见蓬佩奥，卢森堡这一站被取消。

卢森堡外交大臣让·阿塞尔博恩7日接受本国媒体采访
时言辞犀利，批评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是“爱玩火的人”。

另一名外交官说，美国国会骚乱发生后，盟友们对特朗普
的铁杆部下蓬佩奥访欧感到“尴尬”。这解释了为何美方原先
公布的行程安排中没有在北约总部的公开活动，也没有与欧
盟领导人的会见。

按照美国务院原先安排，蓬佩奥在布鲁塞尔期间，13日
会晤比利时外交大臣维尔梅斯，之后与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
贝格共进晚餐。

国会骚乱后，蓬佩奥仅谴责暴力行为，没有就特朗普是否
煽动示威者作任何评论。6日以来，多名美国内阁官员辞
职。多家美国大企业暂停对部分共和党议员的政治捐款，以
示与特朗普“划清界限”。

2016年美国总统选举初期，蓬佩奥公开批评特朗普，之
后迅速转向，当上中央情报局局长，并在2018年取代雷克斯·
蒂勒森出任国务卿。多家美国媒体认为，蓬佩奥担任国务卿
期间的种种作为是在为自己铺路，他的目标是2024年竞选总
统。 据新华社电

欧洲盟友避而不见

蓬佩奥取消任内最后一访

据新华社电 1月13日上午，印度尼
西亚总统佐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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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在电
视直播中展示了自己接种疫苗的过程。
他是印尼国内接种新冠疫苗第一人。

总统医生团队先进行了病历核实、身
体健康指标检查等准备工作，对着镜头展
示了疫苗包装盒，随后在佐科左臂上注射
了新冠疫苗；完成接种之后，佐科获得疫
苗注射证书。按计划，14天后，佐科将凭
证书接种第二剂疫苗。

当天，印尼部分内阁部长、国民军司
令和国家警察总局局长也接种了克尔来
福新冠疫苗。

佐科1月7日曾在个人社交媒体账号
上表示，自己要第一个接种克尔来福新冠
疫苗，是为了让所有人都相信这款疫苗是
安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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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印尼从本周起在全国启动新冠疫苗
接种，将分阶段为全民免费接种疫苗，优
先接种人员为全国 130 万名医卫工作
者。印尼政府希望通过大规模接种疫苗，
在人群中逐步建立起免疫屏障，来阻断新
冠病毒的传播。印尼卫生部长布迪·古纳
迪说，政府计划在15个月内为1.81亿印
尼民众接种新冠疫苗。

当地时间1月12日，国务委员兼外长
王毅在北苏门答腊应邀会见印度尼西亚
对华合作牵头人、统筹部长卢胡特。

在提到新冠疫苗合作时，王毅说，双
方疫苗合作富有成效，中方高度重视印尼

需求，愿同印尼继续推进此项合作，共同
促进疫苗在发展中国家和穆斯林国家的
可及性和可负担性。中方也愿同印尼继
续加强医药卫生合作，共同打造人类卫生
健康共同体。

卢胡特表示，印尼和中国是兄弟，衷
心希望进一步发展同中国之间良好、可持
续的重要合作。印尼感谢中方及时提供
疫苗支持，希同中方继续推进疫苗合作，
开展药物研发和医护人员交流。

全国直播接种中国新冠疫苗
印尼总统佐科是其国内接种疫苗第一人

1月13日，在印度尼西亚雅加达总统府，印度尼西亚总统佐科接种新冠疫苗。
印度尼西亚总统佐科13日上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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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是印尼国内接种新冠疫苗第一人。 新华社

新冠疫情暴发以来，中国全力以赴开展
疫苗研发，积极推进抗疫国际合作。中方一
直坚定承诺，中国新冠疫苗研发完成并投入
使用后，将作为全球公共产品，以公平合理
价格向世界供应，为实现疫苗在发展中国家
的可及性和可负担性作出中国贡献。

迄今的临床试验数据显示，中国新冠疫
苗具有较好的安全性和有效性。在拉美、非
洲、中东、东南亚等地区，从国家政界高层到
普通民众，人们对中国疫苗抱以期待。

秘鲁总统弗朗西斯科·萨加斯蒂日前
接受秘鲁《商报》采访时，当记者问到是否
计划接种即将抵达秘鲁的中国国药疫苗，
他回答：“是的，我愿意在必要时接种（中
国）疫苗，我没任何问题。中国的疫苗用传
统技术研制……其安全性是非常肯定的。”

塞舌尔总统拉姆卡拉旺1月10日接种
了中国国药新冠疫苗。此前，他在首都维
多利亚会见来访的中国国务委员兼外长王
毅时，表达了“我本人愿带头接种中国疫
苗”的意愿。

除了印度尼西亚，中国研发的新冠疫
苗已在埃及获得正式批准使用。此前，阿
联酋、巴林分别按照世卫组织相关技术标
准，审核批准中国疫苗正式注册上市。此
外，巴西、泰国、乌克兰等多个国家和地区
已宣布向中国订购新冠疫苗。

新华社雅加达1月13日电

中国疫苗
海外肯定

据新华社电 12瓶法国
波尔多葡萄酒和300多段葡
萄藤12日告别国际空间站，
启程返回地球。

美联社报道，这些葡萄
酒和葡萄藤通过美国太空
探索技术公司的货运“龙”
飞船返回地球，飞船预计13
日夜间坠落在墨西哥湾附
近海域。为确保返航途中
不破损，每瓶葡萄酒都装在
一个钢筒内。货运飞船还
载有数吨其他实验物品和
器材。

卢森堡“太空货物无限”
公司发起这个项目，在2019
年11月和2020年3月分别
将这些葡萄酒和葡萄藤送到
国际空间站。在空间站期
间，这批葡萄酒均未开瓶。

这家新创企业计划2月
底在波尔多组织品酒会，开
一两瓶酒供专家和评酒师品
评。之后数月将对这批葡萄
酒进行化学检测，探索太空
环境如何影响葡萄酒沉淀物
和气泡形成。

“太空货物无限”公司首
席执行官尼古拉斯·戈梅说，
将葡萄酒和葡萄藤送入太空
的主要目的是拓展农业科
学。他希望，研究葡萄藤在
太空失重环境下的反应，或
许有助提升这种植物的适应
力，进而可以在各种艰苦环
境栽培。

此外，戈梅希望今后能
在太空为人们提供葡萄酒。
他说：“作为法国人，品尝美
酒美食是生活的一部分。”

告别空间站
12瓶葡萄酒启程回地球

1月10日，塞舌尔总统拉姆卡拉旺在位于塞首都维
多利亚的一个疫苗接种点接种新冠疫苗。

塞舌尔新冠疫苗接种已于10日正式开始。塞舌尔
总统拉姆卡拉旺成为该国首位新冠疫苗接种者。据塞
卫生部长维多介绍，疫苗接种工作自首都维多利亚所在
的马埃岛向其余岛屿逐步推进。 新华社

塞舌尔新冠疫苗接种
正式开始

1月12日，一名医务人员走过马来西亚吉隆坡郊区
的壁画。

马来西亚国家皇宫12日宣布，鉴于国内新冠疫情严
重，最高元首阿卜杜拉同意内阁建议，决定即日起在全
国范围内实施紧急状态，以阻止疫情进一步蔓延。

新华社

防控疫情
马来西亚实施紧急状态

1月13日，在日本东京一处展览中心，工作人员佩
戴口罩和面罩坐在柜台前。日本首相菅义伟当地时间
13日晚宣布，14日起将新冠疫情紧急状态实施范围扩
大至大阪府、爱知县等7地，以遏制新冠疫情进一步蔓
延。日本首都东京及周边3个县8日起实施紧急状态，
暂定持续至2月7日。 新华社

日本扩大
疫情紧急状态范围

美国副总统彭斯。新华社

国会众议院议长佩洛西。新华社

据朝鲜中央通讯社13日报道，
朝鲜劳动党第八次代表大会12日
在平壤闭幕。这次为期8天的大会
全面总结了朝鲜劳动党第七届中央
委员会工作，提出了新五年计划发
展目标以及一系列内政外交重要任
务，被朝中社称为是“争取朝鲜式社
会主义事业全面发展的具有分水岭
意义的政治事件”。分析人士认为，
此次会议释放出多方面重要信号。

1月12日，搜救人员在印度尼西亚雅加达丹戎不碌港转
移打捞上来的黑匣子。印度尼西亚军方12日确认，印尼搜
救人员当天下午打捞起日前失事的印尼三佛齐航空公司客
机一个黑匣子“飞行数据记录仪”，另一个黑匣子“驾驶舱话
音记录仪”的位置也已锁定。 新华社

印尼打捞起
失事客机一个黑匣子

重振经济自力更生

这次大会的一个重点是提出新的五年
计划发展目标。此次会议上被推举为朝鲜
劳动党总书记的金正恩在八大报告中指
出，集中力量抓好经济发展的中心环节，搞
活整个国民经济，奠定改善人民生活的牢
固平台，是新的五年计划的总方向。

报告指出，新的五年计划的基本点依
然是自力更生、自给自足，同时推动对外经
济活动，以补充和增强自力更生基础上的
经济发展。新五年计划要创造人民能够切
身感受到的实质性变化和革新。

据朝中社报道，金正恩在会议开幕讲
话中承认，朝鲜在“几乎所有领域”都未能
达到2016至2020国家经济发展五年计划
设定的目标。

本次会议选举产生了朝鲜劳动党新一
届中央领导机构，还重点讨论了关于健全新
的党内纪监体系的议程。有分析认为，加强
党纪可以加强团结，帮助国家克服困难。

对美示强以促谈判

改变朝美敌对状态从而实现国家外部
环境的整体好转是朝鲜当前的首要课题。
金正恩在本次会议上谈到对美关系时表
示，建立全新朝美关系的关键是美国取消
对朝敌视政策。但他也表示，美国无论由
谁掌权都不会改变对朝政策的本质。

金正恩还谈到增强国家核战争遏制力
和自卫国防力量斗争中所取得的成就，并
指出，完成国家核力量建设是在强大社会主义国家建设征程
中必须首先攻占的“战略性制高点”，为维护国家生存和自主
发展要“马不停蹄地强力推进早已开启的核力量建设”。

复旦大学朝鲜韩国研究中心主任郑继永认为，朝鲜希望
展示自身军事实力，提升战略威慑作用，为后续可能的与美
谈判增加更多筹码。

对韩关系有硬有软

关于朝韩关系，金正恩在八大报告中阐述了朝鲜发展对
韩关系的原则性立场，即一致中止对对方的敌对行为，认真
对待并履行朝韩间签署的宣言。报告说，能否重新恢复和搞
活朝韩关系完全取决于韩国的态度。根据韩国当局的态度，
朝韩关系可能会在不久的将来回到和平与繁荣的新起点，这
是朝鲜人民的愿望。另外，金正恩在八大报告中对朝中关
系的发展予以充分肯定，表示朝鲜劳动党对源远流长而特
殊的朝中关系发展予以首要关注，按照新世纪要求发展同
中国的友好关系，谱写以社会主义为核心的朝中友好关系
的新篇章。 新华社1月13日电

朝
鲜
劳
动
党
八
大
释
放
多
重
信
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