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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总统
普京15日在莫斯
科向俄议会上下
两院发表国情咨

文，重点阐释内政外交热点
问题，并提议通过修改宪法
扩大议会权力。俄总理梅德
韦杰夫随后宣布他领导的政
府辞职以配合修宪。

分析人士指出，普京国
情咨文着眼国内发展以及国
际局势，为俄未来发展规划
了方向。俄新政府组建后，
将更有效地落实普京提出的
各项举措。

国内：宏观经济稳定
普京说，近年来俄努力保持宏观

经济稳定，俄联邦预算有盈余，国家储
备金足够偿还外债。俄 2019 年通胀
率为3%，虽然部分商品和服务价格略
有上涨，但通胀仍处于较低水平。他
强调，为大幅提升国民收入创造条件
是俄政府和中央银行最重要的任务，
必须对国民经济进行结构性改革，提
高效率。

普京指出，到 2021 年，俄国内生
产总值增速应超过世界平均水平。为
实现这一目标，需启动新的投资周期，
致力于创造就业岗位，建设基础设施，
发展工业、农业和服务业。

在国防方面，普京说，俄未来数十
年的国防力量已有充分保障，可靠的
安全保障为俄和平发展打下基础。在
科技方面，普京提出，俄应研发人工智

能、遗传学、新材料、能源、数字科技等
关键领域的自主技术和标准。

普京重点提及人口问题。他说，
俄在这方面正经历非常严峻的时期，

“90 后”人口较少，生育率持续降低。
他提出鼓励生育、辅助家庭养育年幼
子女的方案，希望2024年俄妇女平均
生育子女人数达到1.7。

俄罗斯联邦委员会（议会上院）主
席马特维延科说，普京国情咨文提出
一系列重要措施，致力于解决俄当前
面临的最紧迫问题。俄罗斯副总理戈
利科娃表示，俄具有充足资金落实普
京宣布的这些措施。

国际：世界秩序不稳
普京也阐述了对当前国际局势发

展的看法。他指出，最近几周，西亚、北
非地区局势出现了难以预料的变化，

“有关各方应意识到共同责任并采取实

际行动，郑重讨论上述棘手问题和关
乎世界秩序稳定的基本原则问题，并
为此表现出政治意愿、智慧和勇气”。

普京呼吁联合国各创始国为解决
这类问题做出表率。“联合国安理会5
个常任理事国肩负保障人类可持续发

展的特殊职责，‘五常’需采取措施消
除引发世界性大战的诱因，确立保障
世界稳定的新途径，这些途径需充分
包含对现代国际关系的政治、经济和
军事考量。”

莫斯科国立国际关系学院教授阿
斯塔霍夫指出，世界正处于重大变化
边缘，需建立全新国际关系体系，并制
定有效规则。

政府：辞职配合改革
普京还提议修改宪法，内容包括

扩大俄国家杜马（议会下院）和联邦委
员会权限、强化俄联邦国务委员会地
位和宪法在法律中的优先地位。

在普京发表国情咨文后不久，俄
总理梅德韦杰夫宣布，他领导的政府
已向普京提出辞职。梅德韦杰夫表
示，俄联邦政府在总统提议修宪的背
景下提出辞职是正确举动，俄联邦政
府显然应当为总统做出一切必要决定
提供可能性。

普京随后批准了辞职请求，并向
俄国家杜马提名现任联邦税务局局长
米舒斯京担任新一届政府总理。

普京发表国情咨文

聚焦经济民生 关注世界稳定

图为俄罗斯总统普京（左）在莫斯科与米舒斯京进行工作会谈。 新华社发

位于美国第三大城市芝加哥的马赛克艺
术学校是一家教授马赛克艺术和设计的非盈
利学校。学校师生在多项国际性马赛克艺术
作品大赛获奖，每年吸引大量艺术爱好者慕名
而来。

上图为1月15日，在美国芝加哥的马赛克
艺术学校，一名学生用锤子制作特定形状的玻
璃片。

下图为1月15日在美国芝加哥的马赛克
艺术学校拍摄的马赛克艺术作品。

新华社发

芝加哥的马赛克艺术学校

1月15日，在澳大利亚墨尔本，一名行人戴着口罩走在街头。
澳大利亚多地发生的严重林火灾害已持续数月，造成的空气污染已

严重影响墨尔本。 新华社发

烟霾笼罩墨尔本

1月15日，在科威特费尔瓦尼耶省举行的第二届科威特航空展上，飞
机进行特技飞行表演。第二届科威特航空展15日在费尔瓦尼耶省拉开
帷幕，共有来自30多个国家的约200家航空公司及相关企业参展，将展出
70多架先进飞机。 新华社发

科威特举办第二届航空展

据新华社柏林 1月 16 日电
（记者张毅荣）德国柏林工业大学
15日宣布成立新的人工智能研究
所，目标是在这一领域开展先进的
科研和人才培养。

新研究所名为“柏林学习基础
与数据研究所”，在柏林工业大学
原有的“柏林大数据中心”和“柏林
机器学习中心”基础上合并而成。
德国联邦政府将在人工智能战略
框架内对该研究所追加预算，预计
到 2022 年时，研究所将获得 3200
万欧元财政支持。柏林市政府也
将为研究所新增人工智能岗位。

据介绍，研究所的主要任务包
括，开展大数据、机器学习和交叉
领域的尖端科研，从技术、工具和

系统方面强化人工智能在科学、经
济和社会中的作用，培养全球急需
的人工智能专业人士。研究所还
将与柏林其他伙伴机构扩大合作。

德国联邦教研部部长安雅·卡
利切克表示，研究所将汇集人工智
能领域的关键能力，研究重点之一
是人工智能系统的透明度和可解
释性。德国需要先进的科研，因此
联邦政府将扩大预算，全力支持扩
建人工智能能力中心。

据了解，德国在 2018 年正式
推出国家级人工智能战略，提出要
建设一批人工智能能力中心。除
了柏林工业大学人工智能研究所，
德国政府还在其他高校资助了 5
所人工智能能力中心。

德国高校新建人工智能研究所

欧洲联盟官员15日向美国《华盛
顿邮报》披露，美国政府私下以加征汽
车关税相要挟，迫使英国、法国和德国
宣布启动伊朗核问题全面协议争端解
决机制。

一些欧盟官员认为，美方举措实属
“勒索”。也有人辩称，三国早有意诉诸
争端解决机制，美方没必要作威胁。

欧盟急辩解
多名要求不公开身份的欧盟官员

告诉《华盛顿邮报》，英法德14日正式
启动伊核协议框架下的争端解决机制
前一周，美方官员未经外交渠道，直接
向英法德三国政府发出威胁。

美方提出，如果三国不发声明谴
责伊朗、启动争端解决机制，美国将对
进口自欧盟的汽车加征25%关税。

一些欧盟官员称，美方这一举动
让三国“震惊”。欧洲盟友私下抱怨
说，三国数周以来一直有意启动争端

解决机制，原本打算 14 日发布声明，
美方威胁只会让问题复杂化，差点使
三国因不想被视作美国“傀儡”而打退
堂鼓。

随着争端解决机制启动，有关各
方将有65天时间与伊朗谈判，争取让
伊朗重新履行伊核协议。否则，先前
按协议解除的联合国对伊朗经济制裁
可能恢复。

按照三国说法，启动机制的“首
要目标是保留伊核协议，由衷希望
找到前行途经”。三国同时试图与
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对伊朗采
取的“极限施压”政策保持距离，并
说反对美国 2018 年 5 月单方面退出
伊核协议。

德新社报道，美国决定“退群”时，
伊朗仍在履行伊核协议。随着美方

“极限施压”政策层层加码，伊朗逐步
收缩对伊核协议所作承诺，同时强调
中止履行协议的步骤“可逆”。

特朗普本月初下令在伊拉克袭杀
伊朗高级将领卡西姆·苏莱曼尼后，伊
朗宣布不再受伊核协议限制，但承诺
将继续与国际原子能机构合作。

一些伊核协议支持者认为，即便
有意挽救伊核协议，欧洲人的决定也
是个错误。国际危机研究组织的伊朗
核问题专家阿里·瓦埃兹说，这将削弱
欧洲在美伊居中调停的能力。欧洲国
家的决定可能“适得其反”，除非能用
外交手段缓解伊朗承受的经济压力。

美国老套路
对于美国再提汽车关税威胁，欧

盟方面也有微词。一名欧盟官员说，
美方举措等同于“勒索”，美国对传统
盟友施加“强硬战术”显现“新高度”，
凸显跨大西洋关系动荡不安。

欧洲外交关系协会研究室主任
杰里米·夏皮罗说：“关税威胁是黑帮
式战术，这不是盟友关系的典型维系

方式。”
实际上，美国多次挥舞汽车关税

大棒。特朗普先前把它当做美欧贸易
谈判的筹码，以期为美方争取更多优
惠政策。按照《华盛顿邮报》说法，特
朗普此番动用汽车关税以“摆布”欧洲
国家的外交政策，尚属首次。

英国《泰晤士报》报道，特朗普上
任以来对欧洲盟友多番施压，先是威
胁退出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向盟友索
要这一军事同盟的“份子钱”；随后又
以损害美国国家安全为名，威胁对欧
盟汽车加征进口关税。不过，美方对
征税的决定一延再延。

另外，美国曾用关税干预邻国墨
西哥的外交政策。特朗普去年夏天
威胁对墨西哥加征 5%关税，逼迫墨
政府采取措施遏制非法移民潮。数
日后，墨西哥派部队与美国联合巡逻
两国边境。

据新华社电

美国逼欧盟选边：不罚伊朗就加税

据新华社电 美国和韩国商
讨驻韩美军费用分摊的第六轮谈
判15日在美国首都华盛顿无果而
终。韩国外交部16日说，双方“分
歧犹存”，下一轮谈判日期待定。

美韩双方去年举行五轮谈判，
希望就美韩《防卫费分担特别协
定》条款达成一致，替代2019年12
月31日到期的第10份协定，然而
始终无法弥合分歧。本轮谈判14
日至 15 日持续两天，韩国代表团
由郑恩甫领衔，美方首席代表是詹
姆斯·德哈特。

韩国外交部在声明中说：“本

轮谈判中，我方坚持基本立场，即
协定必须以现有协定框架为基础，
确保合理、公平。双方增进谅解、
扩大共识，但确认分歧犹存。”双方
同意继续谈判，争取“近期”达成协
定，下一轮谈判日期将经由外交渠
道沟通敲定。

美国自 1953 年起在韩国驻
军。驻韩美军自1991年以来维持
大约2.85万人规模。美韩双方先
后签署 10 份《防卫费分担特别协
定》，根据第 10 份协定，韩方 2019
年分摊大约8.7亿美元，比上一年
增加8.2%。

驻韩美军“费用分摊”依旧谈不定

据新华社华盛顿1月15日电
（记者徐剑梅 孙丁）美国国会众
议院15日通过决议，任命并授权7
名民主党联邦众议员作为负责总
统特朗普弹劾即起诉的“管理人”，
并将弹劾条款文件呈交参议院。

决议以 228 票赞成、193 票反
对获得通过。众议院议长、民主党
人佩洛西随后在弹劾条款文件上
签字。众议院情报委员会主席希
夫等 7 名“管理人”之后进入参议
院，将文件交给参议院多数党领
袖、共和党人麦康奈尔。

在参议院弹劾案审理中，“管
理人”角色类似于法庭审理中的检
方。麦康奈尔宣布了一些弹劾审
理初步安排。联邦最高法院首席
大法官罗伯茨预计将于16日在参
议院宣誓主持弹劾审判。麦康奈
尔14日说，参议院可能从21日正
式开始审理。

特朗普当天在社交媒体上再
次指责弹劾是“民主党人的骗
局”。白宫新闻秘书斯蒂芬妮·格
里沙姆发表声明称，特朗普“期待
被完全证明无罪”。

美众议院将弹劾总统条款文件
呈交参议院

据新华社马尼拉 1 月 16 日电
菲律宾首都马尼拉一个居民区 16 日
凌晨发生火灾，造成6人死亡、6人受
伤，50多座房屋在火灾中遭损毁。

据马尼拉消防部门介绍，马尼拉
市通多区一个居民区当天凌晨发生火
灾，消防队员接到火警后迅速抵达现
场，控制住火势，并在清晨将大火扑
灭。6名死者皆为当地居民，其中包括
3名儿童。火灾造成居民区内50多座
房屋不同程度损毁，约 100 户家庭生
活受到影响。火灾原因正在调查中。

菲律宾马尼拉
一居民区起火

据新华社北京 1月 16 日电
世界气象组织和美国航天局等机
构 15 日分别发布报告说，2019 年
是有气象记录以来第二热的年份，
仅次于2016年。

上述机构的最新数据同时显

示 ，2019 年 全 球 平 均 气 温 排 在
2016 年之后，成为自 1880 年有气
象记录以来第二热的年份。2016
年仍是史上最热年，因为当年气温
受到气候变化和强厄尔尼诺事件
的双重影响。

多家机构确认
2019年为史上第二热

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16
日签署命令，正式任命米哈伊尔·米舒
斯京为新一届政府总理。

当天早些时候，俄罗斯国家杜马
（议会下院）表决通过米舒斯京的总理
提名。国家杜马表决中，424 名议员
中 383 人赞成，没有人反对，41 人弃
权。执政党统一俄罗斯党占据国家杜

马多数议席，这一党派所有议员都投
票赞成。从普京提名米舒斯京至国家
杜马通过提名，不到24小时。表决结
束以后，米舒斯京感谢国家杜马的“支
持”，说他将“很快”组阁，“将从今天开
始与各方磋商”，拟4月向国家杜马汇
报新政府政策。

均据新华社电

普京正式任命米舒斯京为俄新总理

据新华社电 土耳其阿纳多卢通
讯社15日说，埃及警方前一天突袭这
家媒体驻埃及首都开罗记者站并且带
走 4 名员工。埃及方面承认突袭、抓
人，指认这家通讯社制造假新闻。土
耳其外交部发声谴责，要求立即放人。

阿纳多卢通讯社15日说，埃及警
方前一天夜间突袭这一土耳其国家
通讯社驻开罗记者站，随后押走 4 名
员工，包括 1 名土耳其人和 3 名埃及
人。埃及内政部证实突袭、抓人确有
其事，宣称突袭针对“一处用于制造虚
假、负面消息的”公寓。土耳其外交部
谴责埃及警方行动，称那是针对阿纳
多卢通讯社的“暴力行径”。土耳其
外交部召见一名埃及外交官以示抗
议，并且在一份声明中写道，埃方所
作所为“无正当理由”，是对土耳其媒
体的“骚扰和恐吓”，应立即释放被抓
通讯社员工。

埃及警方抓走4名
土耳其通讯社员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