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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巴黎 12 月 23 日电
（记者徐永春）法国内政部长达尔马
宁 23 日在社交媒体推特上证实，法
国中部多姆山省发生枪击事件，造
成 3 名宪兵死亡、1 名宪兵受伤。凶
手已死亡。

据法国资讯电视台 BFMTV 报

道，22 日夜间至 23 日凌晨，在接到
关于家庭暴力事件的报告后，宪兵
前往多姆山省圣瑞斯特附近一个村
庄进行处理。宪兵到达现场后，发现
一名妇女躲在屋顶。随后，其配偶放
火焚烧房屋，并向宪兵开枪，造成 3
人死亡、1 人受伤。

法国中部发生枪击事件
致3名宪兵死亡

据新华社华盛顿12月22日电
（记者徐剑梅 邓仙来）美国总统特
朗普 22 日动用总统权力赦免 15 人，
其中包括被控作伪证的“通俄”调查
对象和被判枪杀伊拉克平民罪名成
立的前“黑水”保安公司雇员。

综合美国媒体报道，白宫当晚

宣布的获赦人员名单中，包括因在
“通俄”调查中作伪证而一度入狱的
2016年特朗普竞选团队外交政策顾
问乔治·帕帕佐普洛斯和荷兰籍律
师亚历克斯·范德兹万，以及 4 名因
参与枪杀伊拉克平民被判 12年至终
身监禁的前“黑水”保安公司雇员。

2007年9月，美国“黑水”公司数
名保安在伊拉克首都巴格达一处交
通繁忙地段向手无寸铁的平民开枪，
造成包括两名儿童在内的 14名平民
死亡、18人受伤，引发国际关注。这些
保安中，被指当时第一个开枪、且开
枪前未受到挑衅的尼古拉斯·斯莱滕

于 2019 年 8 月以一级谋杀罪名被判
终身监禁。斯莱腾此次获得赦免。

11 月 25 日，特朗普赦免了其首
任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迈克尔·
弗林。弗林是美国司法部特别检察
官罗伯特·米勒历时两年“通俄”调
查的关键人物之一，在调查过程中
曾两次承认向联邦调查局人员撒
谎。特朗普一直指责“通俄”调查是

“政治迫害”。

特朗普赦免“通俄”调查对象

新华社北京12月 23日电（记
者刘红霞）世界银行 23 日在京发布
最新一期中国经济简报称，得益于
有效的疫情防控和政策支撑等因
素，中国经济以快于预期的速度实
现复苏。

这份报告名为《从复苏走向再

平衡：2021 年的中国经济》。报告预
测，今年中国经济将实现 2%的增
长，2021 年增速加快至 7.9%。

2020 年，新冠肺炎疫情席卷全
球，中国成为全球唯一实现经济正增
长的主要经济体。报告指出，在有效
防控疫情、强力政策支持和强劲出口

等多方面因素作用下，中国经济在今
年一季度大幅下滑后迎来快于预期
的恢复，“总体复苏速度很快”。

近日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
指出，疫情变化和外部环境存在诸
多不确定性，我国经济恢复基础尚
不牢固。

“全球环境仍然高度不确定，这
需要一个有适应性的政策框架。过
早退出政策支持和过度收紧有可能
使复苏脱轨。”世界银行中国局局长
芮泽说，“财政支持的退出应循序渐
进，但重点应当从传统基础设施转
向增加社会支出和绿色投资。”

世行报告认为

中国经济复苏“快于预期”

新华社耶路撒冷12月23日电
记者 尚昊

以色列议会议长莱文 23 日凌
晨宣布，由于联合政府预算案未能
如期通过，第 23 届议会于 22 日午夜
自动解散，将于明年 3 月 23 日举行
新的议会选举。

2019 年 4 月以来，以色列已举
行了 3 次议会选举。分析人士认为，
下次选举与前 3 次不同，将“有新的
条件和新的阵容”，选举结果存在较
大不确定性。

预算分歧
今年 5 月 17 日，由右翼党派利

库德集团和中间党派蓝白党等组成
的联合政府宣誓就职，结束了持续
一年多的组阁僵局。以色列法律规
定，新政府就职后必须在 100 天内
通过预算案或推迟通过预算案的截
止时间，否则议会将自动解散。

然而，联合政府成立以来始终

分歧难消。利库德集团领导人、总理
内塔尼亚胡希望通过一份仅涵盖
2020 财年剩余时间的预算案，而蓝
白党领导人、副总理兼国防部长甘
茨则坚持预算案应涵盖 2021 财年。

本届联合政府 5 月就职，8 月宣
布推迟通过预算案的截止时间。12
月 21 日，以色列议会审议了一项旨
在再度延长截止时间的议案，但因
政府内部分歧以及部分议员缺席，
该议案未获通过。最终，由于预算案
未能如期通过，本届议会于 22 日午
夜自动解散。

莱文23日表示，以色列目前正处
在一个“复杂、困难和有争议的时期”，
全体公民应“避免紧张局势升级”。

不愿“让位”
以色列舆论普遍认为，预算问

题其实只是一个导火索，即使预算
案得以再度延期，利库德集团与蓝
白党的“联姻”也很难走得更远，因
为双方对于落实联合政府协议中的

“轮换”制度存在很大分歧。
根据双方今年 4 月达成的联合

政府协议，由内塔尼亚胡先出任总
理，为期 18 个月；随后，甘茨将于
2021 年 11 月接任总理，内塔尼亚胡
则改任副总理。

分析人士认为，内塔尼亚胡并
未打算让出总理职位，他在预算案上
与甘茨对立就是为了要推动提前选
举，避免明年把总理之职让给甘茨。
以色列政治评论员安谢尔·普费弗表
示，预算案如果通过，内塔尼亚胡将
失去一个可以避免“让位”的机会。

此外，内塔尼亚胡涉嫌贪腐案
的审理明年将进入关键阶段。普费
弗认为，内塔尼亚胡希望提前举行
选举，如果他领导的政治力量能获
得多数选民支持，他就有可能在下
届任期中通过豁免法案，使自己免
于被定罪。

存在变数
以色列议会实行一院制，共有

120 名议员。法律规定，获得议会半
数以上议席的政党可单独组阁。由
于中小党派林立，以色列历史上从
未出现单一政党组阁的情况。这也
是该国政局容易发生波动的一个原
因。

以色列舆论认为，与此前 3 次
议会选举的情况不同，明年 3 月的
选举将是一场全新的竞争，从选举
结果到组阁前景均存在较大变数。
不过，不管各方势力如何分化组合，
预计右翼力量都将更加强大。

新选举的一个变数来自利库德
集团内部。内塔尼亚胡的党内对手
吉德翁·萨尔日前宣布组建新政党
并将角逐总理一职。有媒体认为，萨
尔组建的新党将分流利库德集团选
票，在一定程度上增加内塔尼亚胡
组阁的难度。

另一个变数在于蓝白党，该党
选举前景堪忧。22 日发布的民调结
果显示，蓝白党在下届选举中预计
只能获得 5 个议会席位，远低于今
年 3 月获得的 33 个席位。

以色列舆论认为，不管选举结
果如何，在新一届议会，右翼政党势
力势必增加，中左翼政党的生存空
间将遭到进一步挤压。

以色列政局缘何频波动

据新华社东京 12 月 23 日电
（记者华义）据日本广播协会电视台
统计，22 日日本国内新增新冠确诊
病例 2688 例，累计确诊 203718 例；
新增死亡病例 48 例，累计死亡 3013
例。此外，包括海上自卫队幕僚长

（相当于海军司令）在内数人确诊。
据日本富士电视台 22 日报道，

日本海上自卫队幕僚长山村浩和副
幕僚长西成人 21日被确诊感染新冠
病毒，两人都无症状，已居家隔离。至
此，海上自卫队共有6人确诊感染。

22 日 ，东 京 都 新 增 确 诊 病 例
563 例，累计确诊 52382 例。当天新
增确诊病例较多的还有神奈川县
348 例，大阪府 283 例；新增病例超
过 100 例的还有爱知县、埼玉县、千
叶县和兵库县。

12 月中旬以来，日本新冠死亡
病例也在加速增加，多日新增死亡
病例都在 50 例左右。全国死亡病例
数从超 1000 例增加到超 2000 例用
时约 4 个月，从超 2000 例增加到超
3000 例用时仅约 1 个月。

日本新冠累计死亡病例超3000
海上自卫队幕僚长确诊

这是12月22日拍摄的关闭的英国多佛港。
英国交通部 22日晚宣布，英国和法国政府达成了重新开放英法边境

的协议。按照协议，从 23日上午开始，英国的货车司机和部分旅客将被
允许入境法国。 （新华社发）

英法达成重开边境协议
部分旅客可入境法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