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参与病毒溯源，中国坦诚坦荡
据新华社电

世界卫生组织新冠病毒溯源

国际专家组将于 14 ?来华考察，

同中方科学家就新冠病毒溯源进

行联合科研合作。世卫组织总干事

谭德塞?前表示，感谢中国和专家

组相关国家对病毒溯源工作的大

力支持，这不仅对防控新冠疫情很

重要，对全球卫生安全的未来以及

应对具有大流行可能的新型疾病

威胁，也很重要。

新冠病毒溯源是一项科学工

作， 必须本着非常严谨的态度，由

科学家在世界范围内开展调查和

研究。 疫情发生以来，中方本着开

放、透明、负责任态度，率先同世卫

组织开展溯源合作。世卫组织专家

两次来华考察，中方专家同世卫组

织及国际专家组也举行了多次视

频交流，积极分享中国溯源成果和

抗疫经验。国际专家感谢中方科学

家在新冠病毒溯源方面开展的大

量出色工作。

世卫组织卫生紧急项目负责

人迈克尔·瑞安?前表示， 国际专

家组赴华考察的研究结果或将有

助于形成科学假设，也可能导致在

其他国家的进一步溯源研究。在病

毒溯源及了解疫情影响方面，世卫

组织会视情况需要去往任何国家、

任何地区收集相关信息。世卫组织

秘书处强调，新冠病毒溯源工作的

目的绝不是追责，而是就人畜传播

路径找到科学答案，避免类似流行

病再次危及人类社会。

一段时间以来，一些国家的政

客和相关势力怀着科学以外的目

的，对新冠病毒溯源工作进行政治

化，这无助于科学研究，也损害世

卫组织与成员国之间的信任，严重

妨碍世卫组织和成员国的合作。这

些言行遭到世卫组织和国际科学

界强烈反对。 世卫组织多次强调，

开展溯源活动必须基于科学原则

而不是政治化。

中国多次表示，愿继续同世卫

组织加强合作， 推进全球溯源工

作。 也希望其他国家能和中国一

样，秉持积极态度同世卫组织开展

相关合作。 各方应共同努力，以科

学为指引， 以公共卫生为目标，才

能推动病毒溯源工作不断取得进

展，让人类面对未来公共卫生威胁

更有准备，更有能力防范和化解类

似危机，让新冠疫情造成的人间悲

剧不再有机会上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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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国会众议院 12 日晚通

过一项决议，敦促副总统迈克·彭

斯动用相关宪法修正案罢免总统

唐纳德·特朗普。鉴于彭斯已明确

表示拒绝，众议院预计将于 13 日

启动弹劾程序。

众议院 12 日晚以 223 票赞

成、205票反对的投票结果通过决

议，要求彭斯援引宪法第 25 条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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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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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彭斯 12 日在众议院投票前

致信众议长南希·佩洛西，拒绝动

用宪法修正案罢免特朗普。他在信

中说，他认为这一行动不符合美国

最佳利益，不利于国家团结。

众议院预计 13 日召开全体

会议，表决针对特朗普的弹劾条

款。这份长 4 页的弹劾条款指控

特朗普“煽动叛乱”，“严重危及

美国及其政府机构的安全”。

美国媒体报道，占据众议院多

数席位的民主党人已获得通过弹

劾条款所需简单多数票。众议院共

和党领导层决定不劝说本党议员

投反对票，5名共和党众议员公开

表态支持弹劾，其中包括众议院共

和党“三号人物”、前副总统迪克·

切尼之女莉兹·切尼。

即便众议院迅速发起弹劾，负

责审理弹劾案的参议院要等到本

月 19 日、即特朗普卸任前一天才

复会。

一些民主党人建议推迟向参

议院移交弹劾案，以避免弹劾案审

理影响参议院批准新内阁成员提

名等事宜。不过，也有议员要求佩

洛西趁热打铁，不要耽搁。

佐治亚州两名新当选联邦参

议员就职后，民主、共和两党将各

自掌握参议院 50个席位。加上当

选副总统卡玛拉·哈里斯作为参议

院议长的决定性一票，民主党将掌

控参议院。

弹劾罪名需要三分之二多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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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弹

劾。

路透社报道，民主党更希望借

助弹劾案剥夺特朗普再次竞选总

统的机会。禁止特朗普再次担任公

职仅需参议院简单多数票，不需要

三分之二多数。

陈 丹 （新华社专特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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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大阪、爱知外，新纳入

紧急状态实施范围的地区包括东

京北面的栃木县、中部岐阜县、西

部兵库县和京都府以及西南部福

冈县，持续时间同样至 2月 7日。

截至 11 日的一周内，大阪新

增确诊病例超过 3800 例。京都和

兵库单日新增病例同样创纪录，当

地医疗系统面临压力。

自去年12月以来，大阪新冠

重症病例病床使用率在 70%上下

浮动；本月初住院重症病例达171

例，创纪录。11 日，爱知住院病例

696例，也创纪录，其中重症49例。

日本厚生劳动大臣田村宪久

说：“除非我们控制住大城市疫情，

否则无法阻止疫情在全国蔓延。”

他认为，日本染疫人数依然处于

“非常危险的状况”，民众应避免

大规模聚餐等染疫高风险行为。

共同社报道，与一些国家的严

格“封城”不同，日本实施紧急状

态的地区只要求居民避免不必要

外出，对违规人员没有处罚措施，

学校不停课，敦促企业推行居家办

公或安排轮班。餐饮店缩短营业时

间，晚 8时打烊。

郭 倩 （新华社专特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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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国国会大厦 6 日遭示威者

暴力冲击，造成至少 5人死亡。人

们担心，20 日总统就职典礼前，美

国国内还会发生类似群体性暴力

事件。

美国务院官员强调，蓬佩奥取

消出访是为了工作交接，而不是出

于对今后几天可能发生暴力事件

的担忧。

奥尔塔格斯 12 日在一份声

明中说：“我们致力于在 8天内顺

利有序地收尾交接工作。”

分管政治事务的副国务卿戴

维·黑尔预计 20 日中午起担任代

理国务卿，直至拜登提名的国务卿

人选安东尼·布林肯获得参议院批

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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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彭斯拒行动，民主党推动弹劾特朗普
美国会众议院将召开全体会议，表决针对特朗普的弹劾条款

盟友不愿接待
蓬佩奥取消任内最后一访

再添 7?，日本扩大疫情紧急状态范围

[?说世界]

?尼总统佐科接种中国新冠疫苗
据新华社报道 1 ?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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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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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