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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沈 阳 林 安 安 客 运 有 限 公 司

辽 AL6312 营运证（20100598）遗

失，声明作废。

▲ 沈 阳 林 安 安 客 运 有 限 公 司

辽 AL6686 营运证（20100664）遗

失，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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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新华社专特稿

民主党推动弹劾特朗普
彭斯明确表示拒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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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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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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社北京1月13日电（记者
惠晓霜） 美国《纽约时报》12 日报
道，德国德意志银行决定，今后将停
止与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及其
家族企业的商业往来。

一名了解德意志银行内部决策

的消息人士说，特朗普的支持者6日
冲击美国国会后，德意志银行做出
上述决定。德意志银行美国业务主
管克里斯蒂娜·赖莉先前在社交媒
体谴责冲击国会事件。

路透社报道，德意志银行是特朗

普家族企业的最大贷款来源方，后者
现有未还贷款大约3.4亿美元。

路透社去年11 月报道，德意志
银行在美国大选举行后寻求与特朗
普切割，原因是不堪忍受特朗普所
作所为给银行带来的负面影响。

德意志银行将停止
与特朗普及其家族企业商业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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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发

印尼总统佐科接种中国新冠疫苗

据新华社新德里 1 月 13 日电
（记者胡晓明）据印度媒体13日报道，
印度中央邦一名警官当天说，该邦因饮
用假酒中毒死亡人数升至20人，另有
17人住院接受治疗，其中2人病危。

此次事件发生在中央邦首府博帕
尔以北约 434 公里的莫雷纳农村地
区，受害者11日晚饮用当地私造的假
酒后陆续出现中毒症状。中央邦一名
政府官员12日证实，该邦自11日晚起
至少有11人疑因饮用假酒中毒死亡，
另有8人住院。

印度中央邦假酒
致死人数升至20人

据新华社微特稿 英国卫生大臣
马修·汉考克 13 日证实，让新冠患者
提前出院继续康复是政府考虑的选项
之一。

接受英国天空新闻频道采访时，
就媒体报道新冠患者可能会提前出院
回家或转入酒店以腾出病床，汉考克
回答，“尚未有具体提议，但我们正在
考虑”。

英国累计确诊新冠病例已经超过
316万例，死亡超过8.3万人。

英国政府考虑
让新冠患者提前出院

据新华社北京 1月 13 日电
据美联社华盛顿1月11日报道，美
国地方和联邦当局对当选总统拜
登1月20日就职典礼前和就职典
礼期间可能爆发暴乱日益感到担
忧。特朗普总统 11 日发布声明，
宣布首都华盛顿进入紧急状态。

报道称，声明让国土安全部和

联邦紧急措施署根据需要与地方
当局协调。

报道指出，特朗普一直抱怨
因存在广泛的选票欺诈而导致自
己败选，但选举官员们说并不存
在欺诈行为。特朗普宣布的紧急
状态将从1月11日开始，持续至1
月24日。

特朗普宣布
华盛顿进入紧急状态

上图和下左图：1月13日，警察在马来西亚吉隆坡街头检查人们的文件。下右图：1月12日，医务人员在马来西亚
吉隆坡郊区为一名男子检测病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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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社发

防控疫情 马来西亚实施紧急状态

1月12日，车辆堵在通往德国法兰克福的路上。近日，德国部分地区
持续遭遇降雪天气，给人们出行带来不便。 新华社发

德国遭遇持续降雪天气

1月13日，搜救人员在印度尼西亚雅加达丹戎不碌港搬运失事客机
遇难者遗骸。印度尼西亚搜救人员12日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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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捞工作持续进行中。 新华社发

印尼持续打捞失事客机

据新华社马尼拉1月13日电
（记者袁梦晨 杨柯）中国驻菲律
宾大使馆 13 日发布消息说，一艘
货船当天在菲律宾以东海域突发
严重故障，经多方联系协调，包括
14名中国籍船员在内的全部船员
均已获救。

中国驻菲律宾大使馆说，13

日上午，“永丰”号货船在菲律宾
以东约 400 海里处发生严重故
障，船体失火、货舱进水，船上共
有包括 14 名中国籍船员在内的
22名船员。

经各方密集联系协调，全部船
员于当天中午被赶往救援的船只
救起，所有船员平安无碍。

一货船在菲律宾以东海域遇故障
14名中国船员获救

据新华社北京 1月 13 日电
据西班牙《国家报》网站1月11日
报道，通过调查美国国会大厦1月
6日遭遇的攻击，五角大楼开始关
注潜在恐怖分子可能在接下来数
天制造的更多威胁。

报道称，美陆军部长瑞安·麦卡
锡在与国会议员贾森·克罗电话交
谈时提到了上述内容。麦卡锡对克

罗说，1月6日暴乱发生后，至少有
25起国内恐怖主义案件初现端倪。

麦卡锡对克罗说，安保部队在
国会大厦周边收缴了枪械、燃烧
瓶、爆炸装置和塑料手铐等，“这表
明及时遏制了一场更大的灾难”。
克罗说，有消息称“现役军队成员
和预备役成员也参与了暴乱”，他
对此“深感担忧”。

美国防部担忧
国内或有更多袭击发生

据新华社北京1月13日电 据
新加坡《联合早报》消息，美国国务院
宣布取消所有官员本周出访计划，其
中包括国务卿蓬佩奥的访欧行程。

《联合早报》援引路透社的报道称，
据知情的欧美外交官员消息，由于卢森
堡外交大臣和欧盟官员拒绝与其会面，
当地时间周二（12日），蓬佩奥在临行前
最后一刻取消了他的欧洲之行。

会面遭拒
蓬佩奥取消欧洲行

●由中建中东公司和韩国SKE&C
公司联合承建的阿联酋联邦铁路
项目日前如期完成重要节点，正
式进入铺轨阶段。

●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12
日宣布一项新规定，要求乘飞机
入境美国的旅客在起飞前3天内
进行新冠病毒核酸检测，登机前
提供检测阴性或曾感染新冠但已
康复的证明。

●据叙利亚通讯社13日报道，以
色列军方当日凌晨对叙东部代尔
祖尔市和阿布卡迈勒地区实施了
空袭。以军袭击目标为叙利亚军
队和伊朗支持的武装人员，袭击
已造成57名叙政府军士兵和伊
朗支持的武装人员死亡。

●埃及媒体报道，埃及12日向卡
塔尔重新开放空域，结束了针对卡
塔尔为期3年多的航班禁令。

均据新华社电

NEWS 微新闻

据日本广播协会电视台统计，
截至 13 日 19 时 10 分（北京时间 18
时 10 分），日本新增新冠确诊病例
5845例，累计确诊304015例；新增死
亡97例，再创单日死亡病例数新高，
累计死亡4276例。

日本疫情近期不断恶化，累计
确诊病例数从 10 万例增至 20 万例
用时约53天，从20万例增至25万例
用时约15天，而从25万例增至30万

例用时仅约8天。
为遏制疫情蔓延，日本首相菅

义伟13日宣布，大阪府、爱知县等7
个府县从14日起进入紧急状态。加
上此前已宣布进入紧急状态的首都
圈“1都3县”，从14 日开始，日本全
国 47 个都道府县中有 11 个将处于
紧急状态，结束期限均为 2 月 7 日。
在这段时期，当地民众应尽量避免
每天20时后外出，餐厅等也被要求

20 时后停止营业，但这些地区没有
采取限制移动的“封城”措施，也不
要求幼儿园和大中小学停课。

日本政府决定，从2020年12月
28日起至2021年1月底暂停批准外
国人入境，但已达成商务人员往来协
议的中国、韩国、越南等11个国家和
地区的留学生和商务人员仍可有条件
入境日本。菅义伟在13日的记者会
上表示，将尽快和上述11个国家和地
区完成协商，在紧急状态期间暂停这
11个国家和地区人员入境日本。

据日本厚生劳动省13日零时统
计，日本新冠患者中已有 227174 人
出院或结束隔离，现存重症900例；
新冠病毒核酸检测人数较前一日增
加约8.9万，累计检测人数约553万。

记者 华 义
据新华社东京1月13日电

累计新冠病例超30万

日本暂停批准外国人入境
核心
提示

为遏制疫情蔓延，日本首相菅义伟13日宣布，大
阪府、爱知县等7个府县从14日起进入紧急状态。

日本政府决定，从2020年12月28日起至2021
年1月底暂停批准外国人入境，但已达成商务人员往

来协议的中国、韩国、越南等11个国家和地区的留学生和商务人
员仍可有条件入境日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