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荩 1月 14 日，在
日本京都， 行人经
过清水寺附近关闭
的纪念品商店。 日
本首相菅义伟 13
日宣布扩大疫情紧
急状态范围。

菲律宾与中企签署跨海大桥项目合同
该项目将由中国政府提供融资支持

据新华社马尼拉 1 月 14 日电（记者 袁梦晨 杨柯）据中国驻菲
律宾大使馆 14 日消息， 菲律宾公共工程和公路部当天与中国企业
签署菲律宾达沃-萨马尔岛大桥项目商务合同。 这一项目将由中国
政府提供融资支持。

据了解，达沃-萨马尔岛大桥是菲律宾政府“大建特建”基础设
施建设计划的旗舰项目。 项目位于菲律宾南部棉兰老岛地区，计划
建设一座横跨巴基普坦海峡、连接菲律宾第三大城市达沃市和岛屿
花园萨马尔市的跨海大桥。

大桥主桥结构为双塔双索面矮塔斜拉桥， 采用双向四车道设
计，全长 3.86 公里，其中跨海桥梁总长 1.62 公里，项目设计和施工
总工期约 60 个月。达沃-萨马尔岛大桥建成后将大幅缩短达沃市和
萨马尔岛的通行时间， 进一步盘活萨马尔岛的经济资源和旅游潜
力，改善当地的经济循环，促进民生发展。

中国驻菲律宾大使馆表示，大桥建设项目商务合同金额约 4 亿
美元，下一步中菲双方将就项目贷款协议进行磋商，预计项目将于
2021 年上半年开始实施。

责编/刘良慧 版式/吴磊20２1年 1 月 15 日 星期五国际新闻4

总值班 18955179501（日夜 ） 编辑部传真 65179872（日夜 ） 集团办公室 65179014 编委办公室 65179030 总编办公室 65179021 新媒体中心 65179029（邮箱：ahrb2012@sina.cn) 审读考评办公室 65179144
政治新闻中心 65179190 经济新闻中心 65179250 文化新闻中心 65179166 出版部 65179189 视觉新闻中心 65179191（邮箱：shyb@vip.163.com) 理论部 65179251（邮箱：ahrbllb@163.com) 评论部 65179148
来稿编辑部 65179228（邮箱 ：lgbjb@ahrb.com.cn) 记者部 65179232 群工部 65179258 信息技术中心 6５１７９２６５ 广告中心 6５１７９３16 安徽报业发行公司 ６５１７９５６７ 印务中心 65333661 新闻研究所 6５１７９178

零售价：1．50元
新安传媒有限公司印务公司承印

昨日开印 3∶15印完 6∶00

本报地址
合肥市潜山路 １４６９ 号
邮政编码： ２３００７１

电
话

多国青睐中国新冠疫苗
据新华社北京 1 月 14 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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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并通过电视直播展示了自己接种
疫苗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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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土耳其药品和医疗设备局当天发布公告，批
准紧急使用科兴公司研发的新冠疫苗。 这是

土耳其批准紧急使用的首款新冠疫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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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来西亚科

学、工艺和创新部长哈伊里·贾迈勒丁在签
约仪式后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 马政府对
科兴疫苗的临床试验数据感到满意， 将在
近期与科兴和发马签署疫苗采购协议 ，希
望马药品监管部门尽快批准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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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巴西圣保
罗州政府和布坦坦研究所 2020 年 12 月 23
日宣布，克尔来福新冠疫苗具备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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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批 100 万剂疫苗将于 1 月底抵达秘
鲁。 萨加斯蒂日前在接受当地媒体采访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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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埃及医生联合
会秘书长乌萨马·阿卜杜勒-哈伊 2020 年 12
月 28 日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表示， 中国
产的灭活新冠疫苗使用了传统技术，生产工
艺较成熟，安全性、可信度较高，易于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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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国国会众议院 1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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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特朗普任内第二次遭众议院弹劾，距离他卸任仅剩一周。
若卸任后被定罪，特朗普或无法再度竞选总统———

特朗普遭“二度弹劾” “双刃剑”或激化党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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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弹劾 创历史
国会众议院 13 日下午以 232 票赞成、

197 票反对的表决结果通过弹劾条款， 众议
院全体民主党人以及 10 名共和党人投了赞
成票。弹劾条款指控特朗普“煽动叛乱”“干扰

权力和平过渡”“严重危及美国及其政府机构
的安全”等。

6 日发生的国会骚乱事件造成 5 人死
亡、数十人受伤，被舆论称为美国历史上“最
黑暗的日子之一”。 此后，众议院民主党人于
11 日正式提交弹劾条款草案。

这是特朗普任内第二次遭众议院弹劾。 这
一次，弹劾条款从被提出到众议院表决通过仅
用时两天，大幅刷新过往纪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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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议院民主党领导层有人提出推迟将弹
劾条款送交参议院，以避免可能耗时耗力的
审理进程影响参议院批准拜登提名的内阁
成员人选以及审议新一轮新冠疫情纾困法
案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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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国历史
上，还从未有总统弹劾案在参议院获得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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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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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社记者 孙丁 徐剑梅 邓仙来
（据新华社华盛顿 1 月 13 日电）

·国际观察·

美媒报道

美涉华投资禁令让金融界无所适从
新华社纽约 1 月 13 日电 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去年末签署行

政令，禁止美投资者投资由中国军方所有或控制的公司一事，彭博
社 13 日报道说，这一于今年 1 月 11 日生效的行政令让美国金融界
无所适从，行政令内容不清可能产生比预期更广泛的市场影响。

报道说，对美国大证券公司来说，不清楚这一行政令究竟是禁
止其为全球所有客户投资上述中国公司提供融资，还是仅限于美国
客户。一些公司认为，必须在全球范围内遵守禁令；而另一些公司认
为，仍可为非美国客户服务。此外，不少金融中介机构也不清楚是否
继续处理相关交易。

报道认为，这一行政令可能会限制很多非美国投资者，增加其
股票、债券、金融衍生产品等的售卖压力并减少流动性。

针对上述行政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说，美国政府出于
政治动机，恶意污蔑抹黑中国军民融合发展政策，滥用国家力量，无
理打压中方企业，严重违背市场竞争原则和国际经贸规则，严重干
扰中美之间正常经贸和投资合作。此举不仅严重损害中国企业的合
法权益，也将损害包括美国在内各国投资者的利益。

日本行政改革担当大臣表示

东京奥运会可能面临两种前途
新华社东京 1 月 14 日电 日本行政改革担当大臣河野太郎 14

日接受采访时表示，东京奥运会可能面临两种前途，东京应该为各
种可能做好准备，国际奥委会也应该备好替代方案。

河野太郎曾担任前首相安倍晋三内阁中的防卫大臣，菅义伟担
任首相后被任命为负责行政改革和公务员系统改革的行政改革担
当大臣。他当天在接受路透社采访时说：“我们现在需要尽力做好奥
运会的筹备工作，但奥运会可能面临两种前途。 ”

河野太郎还说：“一切皆有可能，但作为东道主，我们需要竭尽
全力，因此如果奥运会能够得以举行，我们可以举办一届出色的奥
运会。 ”

他还说：“国际奥委会必须准备 B 计划和 C 计划， 但处理这种
形势并不容易。 ”

日本从 2020 年 12 月开始遭受新一波疫情的打击，确诊病例数不
断创造新高，从 1 月 8 日开始，首都东京与邻近的埼玉、千叶、神奈川
县进入紧急状态，将持续至 2月 7日。 日本政府 13日宣布扩大疫情紧
急状态范围，同时将暂停允许部分国家和地区商务人士入境的政策。

由于奥运会测试赛将在 3 月 4 日重启，舆论普遍认为 3 月份将
是决定奥运会能否举行的最后期限。

这是 2017 年 8 月 25 日在韩国首尔拍摄的韩国前总统朴槿惠
出庭的资料照片。 韩国大法院（最高法院）1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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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社发

朴槿惠终审被判 20年有期徒刑

美要求特斯拉召回 15.8万辆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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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几年来，特斯拉产品安全问题频发。 2019 年 9 月，加利福尼
亚州多名特斯拉车主向国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提交请愿书，反映
汽车突然加速问题 。 问题车辆涉及特斯拉 Model S、Model X 和
Model 3 车型，共计大约 50 万辆。

1 月 13 日，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一名手持“弹劾”标语的男子从国会大厦前走过。
新华社记者 刘杰 摄

荩 1 月 13 日，一名行
人骑滑板车经过法国
巴黎埃菲尔铁塔附近
的比尔哈克姆桥 。 目
前，法国境内已经发现
约 47 例变异病毒感染
病例，专家认为 ，变异
病毒在法国的传播将
极大增加疫情反弹的
风险。 新华社发

荩 1月 13 日，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阿纳
海姆的一处新冠疫苗接种点，人们排队等
待接种疫苗。 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
13 日发布的新冠疫情最新统计数据显
示，美国累计确诊病例超过 2300 万例。

新华社日内瓦 1 月 13 日电（记者
刘曲）世界卫生组织 13 日公布的最新
数据显示， 全球累计新冠确诊病例达
90335008 例。

世卫组织网站最新数据显示，截至
欧洲中部时间 13 日 18 时 51 分 （北京
时间 14日 1时 51分），全球确诊病例较
前一日增加 593409 例， 达到 90335008
例 ； 死亡病例增加 12295 例 ， 达到
1954336例。

全球累计新冠确诊
90335008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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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印尼、土耳其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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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尔及利亚、马来西亚等已与中方达成了疫苗采购或合作协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