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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华盛顿1月11日电（记者 徐剑梅 邓仙来）美
国国会众议院民主党人11日正式提交针对总统特朗普的弹
劾条款草案，指控特朗普“煽动叛乱”。

当天早些时候，占据众议院多数席位的民主党人推动众
议院通过要求副总统彭斯援引美国宪法第25条修正案罢免
特朗普的动议，但遭到共和党人阻止。民主党人随后提交了
一份长达4页的弹劾条款草案。

民主党人在草案中只提出一项针对特朗普的弹劾条款，
指控特朗普“煽动叛乱”、“干涉权力和平过渡”等。草案说，

特朗普的行为“严重危及”美国和美国政府机构的安全，给美
国人民造成“明显伤害”，如任其继续执政，将“对国家安全、
民主和宪法构成威胁”。

众议院议长佩洛西10日明确表示，如果彭斯和特朗普
内阁多数成员不考虑罢免特朗普，众议院将对弹劾条款草案
进行投票，届时特朗普将成为美国历史上第一位在任期间两
次遭弹劾的总统。

据美国媒体报道，这是众议院民主党人启动弹劾进程的
第一步，目前已获得通过弹劾条款所需简单多数票支持，多

名共和党众议员也在考虑支持弹劾。
依据美国宪法，如果针对总统的弹劾条款在众议院以简

单多数获得通过，即意味着总统被弹劾。接下来，参议院将
就弹劾案进行审理，如果三分之二的参议员支持弹劾条款，
总统将被定罪而下台。

美国舆论普遍认为，即使众议院弹劾特朗普并立即向参
议院提交弹劾条款，参议院也不太可能在1月20日拜登宣
誓就职前审理该弹劾案。

美国会众议院民主党人提交针对特朗普的弹劾条款草案

新华社芝加哥1月11日电（记者
徐静）中国驻芝加哥总领馆11日证
实，一名中国留学生在美国芝加哥地
区日前发生的枪击案中不幸遇难。

据当地媒体报道，9日下午，芝
加哥南部靠近芝加哥大学校园的一
公寓停车库发生枪击事件，一名就读
于芝加哥大学的范姓中国留学生被
击中头部，当场死亡。凶手随后在芝
加哥南部另一公寓开枪打死一名警
卫，在一家便利店开枪打死一名男
子。当天傍晚，凶手在芝加哥北部劫
持了一名妇女，随后在与警方交火中
被打死。此次连环枪击案还造成4

人重伤。
据芝加哥警方介绍，凶手实施无

选择、无差别枪击，其犯罪动机还在
调查中。此外，芝加哥大学校方已发
布通告对这名学生不幸遇难表示哀
悼，并表示已同学生家属取得联系。

中国驻芝加哥总领馆侨务组组
长卢晓辉在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
时表示，获悉中国学生不幸遇难消
息后，总领馆第一时间联系其国内
家人表示哀悼慰问并提供领保协
助，并向芝加哥警方表达关切，敦
促警方尽快查明真相，通报案情，
切实保护包括中国留学生在内的

中国公民的安全。
卢晓辉表示，总领馆将继续与芝

加哥警方和芝加哥大学校方保持联
系，密切关注案件进展，敦促警方和
当地有关方面妥善处理后事并采取
切实措施保护包括中国留学生在内
的中国公民的安全。

芝加哥是美国第三大城市，枪击
案、凶杀案频发。据芝加哥警方统计
数据，2020年芝加哥地区发生凶杀
案件769起、枪击案件3261起，分别
比2019年增加约55%和52%；2019
年枪击案件受害者人数为2598人，
2020年升至4033人。

一名中国留学生在芝加哥枪击案中遇难

新华社德黑兰1月11日电（记者
夏晨）正在伊朗首都德黑兰访问的
韩国外交部第一次官崔钟建 11 日
分别与伊朗外交部长扎里夫、中央
银行行长赫马提就“被伊朗扣押的
韩国油轮”和“伊朗在韩被冻结资
金”问题举行会谈，目前双方尚未就
此达成一致。

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报
道，扎里夫当天在会谈中说，多年来
韩国数家银行对伊朗获取其在韩资
产、资金进行限制，伊方长期交涉未
果，这是目前伊韩关系发展的最大障
碍。鉴于新冠疫情对公共卫生和国
家经济的影响，伊方敦促韩国政府采
取措施，尽快消除这一障碍。与此同

时，扎里夫说，伊朗扣押韩国油轮是
因为“该船对相关水域环境造成污
染”，这是一个“正在法律框架内处
理”的技术问题。

当天早些时候，赫马提在双方会
谈中表示，韩方冻结伊朗在韩资产这
一行为“不可接受”。

另据韩联社报道，崔钟建敦促伊
朗释放被扣押油轮及其船员，并要求
伊方提供邮轮污染环境的证据。报
道援引一名韩国匿名官员的话说，该
船共有船员20人，分别来自韩国、缅
甸、印度尼西亚和越南。目前船员安
全，身体状况良好。

此外，伊朗外交部副部长阿拉格
希10日在会见崔钟建时说，韩国应

避免将油轮被扣事件“政治化”。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4日在海

湾扣押一艘悬挂韩国国旗的油轮，理
由是其“多次违反海洋环境相关法律
条例”。韩国媒体则认为扣船与韩方
冻结伊朗在韩资产有关。

美国政府2018年5月单方面退
出伊朗核问题全面协议，随后重启
并新增一系列对伊制裁措施。受美
国扩大对伊朗制裁影响，韩国两家
银行 2019 年 9月起冻结大约 70亿
美元伊朗资产。伊朗曾数次要求韩
国不要因美国制裁而冻结伊朗在韩
资金。伊朗政府发言人拉比埃5日
说，韩国以“空洞的借口”冻结了伊
朗的资产。

伊朗与韩国尚未就“被冻结资金”和“被扣押油轮”问题达成一致

美国总统就职典礼安全引担忧

首都华盛顿进入紧急状态
新华社华盛顿1月11日电（记者 徐剑梅 邓仙来）美国

国会山骚乱事件发生后，定于1月20日举行的美国当选总统
就职典礼的安全问题引发联邦和地方当局担忧。美国总统特
朗普11日宣布，首都华盛顿特区进入紧急状态。

白宫声明说，紧急状态将持续至24日，并授权美国国土
安全部和联邦紧急措施署“调动和提供必要设备和资源”，协
调并帮助总统就职典礼前后的联邦和地方安保工作。

综合美国媒体报道，联邦调查局警告说，从16日至就职
典礼前，全美50州首府和华盛顿特区可能发生武装抗议活
动，美国国会和各州州议会可能是主要目标。

11日辞职的美国国土安全部代理部长沃尔夫表示，由于
“安全形势不断演变”，他在辞职前数小时已下令将针对总统就
职典礼的特别安保措施提前6天启动，即从19日提前至13日。

美国国民警卫队司令丹尼尔·霍坎森11日宣布，到16
日，华盛顿特区将部署至少一万名国民警卫队队员。他表示，
还可能向一些州增派5000名国民警卫队队员。

华盛顿市长缪里尔·鲍泽及毗邻华盛顿特区的弗吉尼亚
和马里兰两州州长11日发出呼吁，以6日国会山骚乱事件和
持续肆虐的疫情为由，敦促民众不要参加总统就职典礼活动。

美国国家公园管理局当天宣布将华盛顿特区最高地标
“华盛顿纪念碑”及其公共通道关闭至1月24日，“以应对针
对游客和公园资源的具有可信度的威胁”，其间还可能临时关
闭华盛顿市中心博物馆云集的“国家广场”相邻道路、停车场
和洗手间。

1月6日，支持特朗普推翻2020年美国总统选举结果的
示威者强行闯入美国国会大厦长达数小时，正在举行的认证
大选结果的参众两院联席会议被迫中断，事件造成包括1名
国会山警察在内的5人死亡。

菅义伟内阁支持率首次低于不支持率
新华社东京1月12日电（记者 姜俏梅）日本广播

协会12日公布的民意调查结果显示，菅义伟内阁支持
率为40％，不支持率为41％。这是菅义伟内阁自去年
9月成立以来支持率首次低于不支持率。

日本广播协会自本月9日开始进行为期3天的民
意调查。根据调查结果，菅义伟内阁支持率比上月调
查时下降了2个百分点，而不支持率上升了5个百分
点。不支持的主要理由包括没有执行力、对政策不抱
期待以及人品无法让人信赖等。

关于新冠疫情，有87％的受访者对自己和家人可
能感染新冠病毒感到不安，另有41％的受访者对政府
实施的新冠疫情相关政策表示不太满意。

目前，日本执政党自民党支持率仍然以37.8％高
居首位，最大在野党立宪民主党的支持率为6.6％。

比特币价格大幅下跌
新华社纽约1月11日电（记者 刘亚南）受金融市

场整体避险需求回升和投资者获利回吐等因素影响，
加密货币比特币的价格11日大幅回调。

在前一个交易日8日，芝加哥商品交易所2021年
1月交付的比特币期货价格盘中达到单枚42730美元
的历史高点，收于39520美元。不过，11日这一主力
合约价格盘中最低降至31105美元，收于33780美元，
跌幅达14.52%。

芝加哥商品交易所数据显示，2021年1月交付的
比特币期货价格在2020年11月底盘中突破20000美
元后，一路暴涨，很快在今年1月7日盘中突破40000
美元。

美国双线资本公司首席执行官杰弗里·冈拉克认
为，比特币现在价格夸张，处于泡沫区间。

部分市场分析机构和人士认为，在多个国家推出
大规模刺激措施的背景下，比特币可以在更多平台使
用以及多个主流投资机构先后配置比特币，是近期比
特币价格大幅上涨的主要原因。

意研究发现该国一名女性
2019年11月已感染新冠病毒

新华社罗马1月11日电（记者 李洁）据安莎社和《共和国
报》网站等意大利媒体11日报道，意大利米兰大学牵头的一个
国际研究团队从该国一名年轻女性皮肤病患者在2019年11
月10日的活检样本中，发现了新冠病毒基因序列。这一结果
将意大利“零号病人”出现时间再次提前到2019年11月。

该研究结果发表在《英国皮肤病学杂志》上。研究人员对
2019年最后几个月内没有得到确诊的非典型皮肤病患者活
检样本进行了检测，发现该患者感染了新冠病毒，而她的症状
只是皮肤出现红色斑块并有轻微喉咙疼痛。此外，该患者在
2020年6月的一次血清检测中被检出新冠病毒抗体阳性。米
兰大学研究人员认为，这是目前意大利发现的最早新冠病毒
感染病例。

该研究团队牵头人、来自米兰大学的贾诺蒂向媒体表示，
在接下来的研究中，可能还会发现比2019年11月更早的新
冠病毒感染样本。他说，研究发现一些感染新冠病毒的病例
只表现出皮肤病症状，因此他们想知道在新冠疫情暴发前的
皮肤病患者中是否有人已经感染了新冠病毒。

此前，研究人员已在意北部城市米兰和都灵2019年 12
月的城市废水样本中检测到新冠病毒。2020年11月，意大
利米兰国家肿瘤研究所等机构研究人员在该国《肿瘤杂志》上
发表论文说，新冠病毒可能早在2019年9月就已在意大利传
播，这比意大利报告首例新冠确诊病例早了几个月。

全球最大对冲基金创始人：

中国将成为世界金融中心
新华社伦敦1月11日电（记者 孙晓玲）全球最大对冲基

金桥水基金创始人雷·戴利奥日前表示，中国将成为世界金融
中心。

戴利奥在接受英国《金融时报》采访时说，2020年对中国
金融市场而言意义重大，新冠疫情危机凸显中国经济出色表
现，促使大量投资流入中国。

戴利奥说，尽管目前中国的金融体系不如西方国家发达，
但“中国已经拥有世界第二大资本市场，我认为中国最终将拥
有世界金融中心地位。纵观历史，贸易大国最终都发展成为
全球金融中心，并拥有全球储备货币”。

戴利奥表示，他长期看好中国。中国经济从疫情中恢复，
其股票和债券被相继纳入有全球影响的金融指数中，这都增
强了中国对外资的吸引力。许多分析人士和资金管理者认
为，未来数年，国际投资者将继续加大在中国的资产配置。

戴利奥认为，中国资本市场不仅规模在扩大，表现也很
好，当前世界对中国的投资仍然不足。他表示，中国对桥水的
业务具有重要意义，未来桥水将更全面地打造其在中国的竞
争优势。

葡萄牙总统德索萨新冠检测结果呈阳性
新华社里斯本1月11日电（记者 赵丹亮）葡萄牙

总统府网站11日发表声明说，葡萄牙总统德索萨新冠
病毒检测结果呈阳性，属于无症状感染者。

声明说，德索萨将取消未来几天的公务活动，在总
统府隔离。德索萨近来正忙于将在本月24日举行的
总统选举活动。

葡萄牙卫生部11日公布的数据显示，过去24小
时，葡萄牙新冠确诊病例达5604例，死亡病例122例，
创疫情暴发以来单日死亡病例新高。

美国重新将古巴列为“支恐国家”
据新华社华盛顿1月11日电（记者 刘品然）美国

国务院11日宣布将古巴列为“支持恐怖主义国家”。
古巴外长罗德里格斯随即对此予以谴责。

美国务卿蓬佩奥当天在声明中称，古巴“再三
为恐怖分子提供避风港，为国际恐怖主义行径提供
支持”。

根据声明，古巴在被列为“支恐国家”后将遭受一
系列限制措施，与古巴从事特定贸易的个人与国家将
受到处罚，美国对古巴援助将被限制，防务和军民两用
设备的出口将分别被禁止和管制。

美方此举随即遭到古巴和国内民主党人的批评。
古巴外长罗德里格斯当天在社交媒体推特上发文谴责
美国将古巴列为“支恐国家”，认为此举属于“伪善和愤
世嫉俗”的政治投机主义。

美国民主党参议员帕特里克·莱希在其声明中批
评这是“赤裸裸的政治化”行为，称蓬佩奥在离任时似
乎有意为继任者尽可能制造困难。

以色列将在约旦河西岸新建约800套定居点住房
新华社耶路撒冷1月 11日电（记者 尚昊）以色

列总理办公室11日发表声明说，以总理内塔尼亚胡
当天下令在约旦河西岸新建约800套犹太人定居点
住房。

声明说，其中100余套住房将建在约旦河西岸北
部的塔勒梅纳谢定居点。

据以色列媒体报道，2020年以色列批准在约旦河
西岸新建逾1.2万套定居点住房，这一数字是“有记录
以来的年度最高值”。

犹太人定居点问题是巴以和谈主要障碍之一。以
色列在1967年第三次中东战争中占领东耶路撒冷和
约旦河西岸部分地区，此后开始在这些地区兴建犹太
人定居点。巴勒斯坦方面坚持，除非以方完全停止犹
太人定居点建设，否则拒绝恢复和谈。

中马企业签署新冠疫苗合作协议中马企业签署新冠疫苗合作协议中马企业签署新冠疫苗合作协议中马企业签署新冠疫苗合作协议
1月12日，在马来西亚吉隆坡，马来西亚科学、工艺和创新部长哈伊里·贾迈勒丁（左）与发马公司执行董事祖

勒卡纳因在签约仪式后出席新闻发布会。
马来西亚国有大型制药企业发马公司1月12日与中国科兴公司签署新冠疫苗合作协议。根据协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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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土完成疫苗最终生产。
新华社记者 朱炜 摄

1月 11日，在哈萨克斯坦努尔苏丹，哈
萨克斯坦首任总统、“祖国之光”党主席纳
扎尔巴耶夫参加人民大会推举议会下院独
立议席投票。

哈萨克斯坦中央选举委员会12日宣布，
执政党“祖国之光”党在10日举行的议会下院
选举中获得71.09%的选票，赢得本次选举。
哈萨克斯坦10日举行议会下院选举，共有
312名候选人代表5个政党参选。哈议会下
院共设107个议席，其中98个议席由选民投
票产生，另外9个独立议席由哈人民大会11
日推举产生。 新华社发（奥斯潘诺夫 摄）

哈萨克斯坦执政党哈萨克斯坦执政党““祖国之光祖国之光””党赢得议会选举党赢得议会选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