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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1月11日电
记者 赵嫣 丁莹 商婧

2021 年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华
诞。中国站在“两个一百年”的历
史交汇点，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
化国家新征程即将开启。多国人士
寄望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继
续为世界贡献智慧、方案和力量，
在世纪疫情和百年变局交织之时，
携手各国应对挑战，助力世界经济
复苏，增进人类共同福祉。

以团结合作打造共同命运

“中国共产党是为人民谋幸福
的政党。中国共产党 100 年的历史，
就是一部为人民谋幸福的历史。”这
是巴勒斯坦民族解放运动中央委
员、阿拉伯关系和中国事务部部长
阿巴斯·扎基眼中的百年大党。

大道不孤，天下一家。中国共
产党既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也把为
全人类作贡献作为重要使命，积极
倡导和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
突袭全球的新冠疫情，让全世界比
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深切体会到

“命运与共”的含义。“中国强调人
类是风雨同舟的命运共同体，唯有
团结合作、携手应对，国际社会才

能战胜疫情。”扎基说。
2020 年 印 刻 下 严 峻 挑 战 ，

2021 年寄托着深切期待。世界从
百年大党的作为和理念中收获信心
和启发。在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办
公厅副主任京培看来，中国推动国
际抗疫合作，提出构建人类卫生健
康共同体，“这是共产党人的国际
主义本色”。

2021 年新年伊始，全球新冠
疫情形势依然严峻复杂，各方对新
冠疫苗研发和接种寄予厚望。中国
承诺疫苗研发完成并投入使用后将
作为全球公共产品。斯里兰卡共产
党总书记维拉辛哈就此表示，这将

“满足发展中国家在疫苗问题上的
期待”，“中国共产党对推动构建人
类命运共同体的真诚承诺和不懈努
力已在抗疫实践中得到不容置疑的
证明”。

以开放共赢推动世界复苏

2021 年，中国共产党百年华诞
恰逢“十四五”规划开局之年。中国
将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
家新征程，不断提升开放合作水平，
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充分
发挥超大规模的市场优势和内需潜
力，以自身发展推动世界经济复苏，

与各国分享更多中国红利。
埃及外交事务委员会主任伊扎

特·萨阿德表示，中国提出“构建
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
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充
分表明“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坚
持对外开放的决心”。中国将与世
界分享其发展成就，这一点值得全
球合作伙伴期待。巴基斯坦参议院
前主席拉扎·拉巴尼说，共建“一
带一路”倡议将继续促进世界经济
发展，成为全世界的巨大机遇。

2021 年，也是中国加入世界
贸易组织 20 周年。中国对外开放
合作的大门越开越大，无疑将为世
界提供更多市场机遇，为各国创造
更多合作空间。

“开放共赢、计利天下。”这是
津巴布韦中非经济文化交流研究中
心研究员唐纳德·鲁沙布瓦对中国
共产党政策理念的评价。他认为，
中国经济保持稳定增长，对提振非
中贸易、促进非洲国家工商业体系
正常运转意义重大。

以担当行动应对全球挑战

2021 年是中国恢复联合国合
法席位 50 周年。当前，新冠疫情
仍在全球蔓延，极端贫困、气候变

化、生物多样性保护等全球性挑战
依然严峻。国际社会期待中国继续
践行多边主义理念，展现大国担
当，同各方合力应对各种全球性挑
战，推动建设更加公平合理的全球
治理体系。

今年，中国将作为东道国在昆
明举办 《生物多样性公约》 第十五
次缔约方大会。国际社会期待以此
为契机，凝聚更多共识，推动全球
生物多样性保护等议程形成更大合
力。古巴国家电视台国际问题专家
阿内里塞·罗德里格斯评论说，中
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为保护地球环
境所作的努力日益得到各方认可。

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推动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是中国共
产党人着眼解决当今世界面临的现
实问题、实现人类社会和平永续发
展贡献的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俄
罗斯联邦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久
加诺夫认为，中国提出的国际关系
模式吸引力与日俱增，旨在推动各
国人民为共同福祉而平等合作的人
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极具前景。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中国共产
党与时代同行、与世界携手，将为
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
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作
出新的更大贡献。

共迎全球挑战 共谋人类福祉
——中国共产党百年华诞的世界期待 新华社华盛顿 1 月 10 日电

（记者邓仙来 孙丁） 美国国会众
议院议长佩洛西 10 日表示，众议
院民主党人将提出一项决议，要求
副总统彭斯动用美国宪法第 25 条
修正案罢免总统特朗普，如果彭斯
拒绝，众议院将推进弹劾特朗普的
程序。

佩洛西当天在致国会民主党人
的一封信中说，上述决议要求彭斯
在 24 小时内作出回复，如果彭斯
拒绝采取相关行动，众议院将推进
弹劾特朗普的程序。据美国有线电
视新闻网引述知情人士的话报道，
彭斯未排除动用宪法第 25 条修正
案的可能性。

美国宪法第 25 条修正案对美
国总统和副总统职位因各种原因出
现空缺时的继任程序作出修正和规
定，增加了由副总统和内阁成员判
断总统是否能够继续履行职责的新

条款。
佩洛西当天未透露弹劾程序的

具体时间表。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
网披露的弹劾决议草案，其中一项
弹劾条款是指控特朗普“煽动叛
乱 ”。 美 国 有 线 电 视 新 闻 网 报 道
称，民主党人将于 11 日正式推出
这项弹劾决议，但仍在讨论具体投
票日期，预计不早于 13 日。

与此同时，众议院多数党“党
鞭”詹姆斯·克莱伯恩当天表示，
除“煽动叛乱”外，特朗普近日致
电佐治亚州州务卿并要求对方推翻
该州大选结果的行为也应被纳入制
定弹劾条款的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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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统就将被定罪而下台。

美国众议院将启动
弹劾特朗普程序

新华社华盛顿 1 月 10 日电
美国政治风险咨询公司欧亚集团在
日前发布的“2021 年世界十大风
险”报告中，将美国政治分裂列在
首位。

报告说，美国总统特朗普拒绝
承认在 2020 年美国大选中落败并
认为民主党人盗走了他的胜利，这
在美国历史上从未发生过，凸显美
国的分裂程度，且这种分裂仍将持
续。

欧亚集团总裁伊恩·布雷默在
报告中写道，即将就职的拜登政府
将开启这样一个时代：“白宫的主
人被大约一半的美国人以及他们选
出的国会议员视作不合法”，这种

现象在“七国集团”（G7） 的其他
成员国中是不存在的。

布雷默指出，当一个超级大国
从中间一分为二后，它不可能恢复
正常。美国的分裂将加剧世界所谓
的“地缘政治衰退”。

在布雷默看来，特朗普支持者
阵营的稳固和美国的政治分裂将迫
使美国的盟友考虑这样一种可能，
即拜登政府做出的任何承诺都有可
能在四年后被另一个宣扬“美国优
先”的胜选总统推翻。

在 “ 美 国 政 治 分 裂 ” 之 后 ，
“新冠疫情长期持续”被报告列为
2021 年世界第二大风险，“气候变
化”位居第三。

美国欧亚集团发布“2021年世界十大风险”报告

将美国政治分裂列在首位

新华社雅加达1月10日电
记者 梁辉 古鲁

1 月 10 日，位于印度尼西亚首
都雅加达北区的丹戎不碌港气氛紧
张，不时有警车、救护车闪烁着驶
过。印尼三佛齐航空公司失事客机
临时搜救指挥中心就设在港口的 2
号国际集装箱码头。

当地时间 9 日 14 时 36 分，三佛
齐航空公司一架载有 62 人的波音
737-500 客机从雅加达国际机场起
飞，4 分钟后与地面失去联系，之后
被发现坠毁在雅加达千岛群岛区域
海域。事发后，印尼国家搜救局联合
印尼交通部、海军、空军等部门，出
动舰船、直升机、潜水员等参与搜
救。经过一天一夜搜寻，相关人员已
打捞起部分遇难者遗体和一些客机
残骸。

印度尼西亚警方 10 日说，搜救
人员已打捞起部分遇难者遗体，并
将其运往印尼国家警察医院接受尸
检化验。警方呼吁失事客机乘客家
属尽快前往印尼国家警察医院，提
交能够协助辨认遇难者身份的信息
和物品。

新华社记者当天在搜救指挥中
心现场看到，集装箱码头停放着多
辆警车和军车，临时搭设的帐篷中
堆放着救援设备与物资。数十名军
警正在维持秩序，大量身着制服的
救援人员来回奔忙。海面上不时有
橡皮艇驶过，向岸上运送装有打捞
物的黑色袋子。地面上摆放着刚刚

出水的打捞物，工作人员一边检查，
一边拍照。

在事发海域，十几艘参与打捞
的船只正在紧张作业，空中有直升
机盘旋，潜水员在水下搜索。搜救指
挥中心的一名工作人员说，打捞上
来的主要是客机残骸，还有部分遇
难者遗骸和遗物，“预计不会有生还
者了”。

印尼交通部长布迪与印尼国民
军总司令哈迪当天在码头召开新闻

发布会。哈迪说，搜救人员已经确定
失事客机残骸及黑匣子的位置，“这
是一个重大进展”。印尼军方将与国
家搜救局等有关部门协作，共同将
客机残骸从 23 米深的海底打捞出
水。

失事客机的航班号为 SJ-182，
机上有 50 名乘客和 12 名机组人员，
其中包括 7 名儿童和 3 名婴儿。据报
道，客机曾因大雨推迟半个小时起
飞，起飞后在一分钟内骤降约 3000

米。当地渔民在事发时曾听到海面
上传来两声巨大的爆炸声。

“这是印尼的不幸，我为SJ-182
航班失事感到悲伤。”搜救指挥中心
一名救援人员对新华社记者说。

印尼总统佐科 10日代表印尼政
府和人民向失事客机遇难者表示哀
悼。他要求有关各方动用所有资源、
尽最大努力搜寻失事客机上的人员，
并要求国家交通安全委员会调查失
事原因并尽快发布相关报告。

已打捞起部分遇难者遗体和一些客机残骸

印尼失事客机搜救工作紧张进行

1月11日，工作人员在印度尼西亚雅加达丹戎不碌港转移失事客机残骸。 （新华社发）

据新华社北京 1 月 11 日电
（记者姬烨 王梦） 针对近日有关
东京奥运会的传言，国际奥委会新
闻发言人 11 日在接受新华社记者

采访时说，国际奥委会将与日本一
道，继续全力以赴在今年夏天安全
成功地举办东京 2020 年奥运会和
残奥会。

近日，东京奥运会即将宣布取
消、并转而放到 2032 年举办的消
息突然在网络流传。此前，来自加
拿大的国际奥委会资深委员迪克·

庞德表示，他不确定东京奥运会能
否在今夏如期举行。最新调查也显
示，八成日本民众希望东京奥运会
取消或再次推迟。

对此，国际奥委会新闻发言
人表示：“国际奥委会对日本政府
及其采取的措施充满信心。我们
将 与 日 本 伙 伴 一 道 继 续 全 力 以
赴，并致力于在今年夏天安全成
功地举办东京 2020 年奥运会和残
奥会。”

针对近日有关东京奥运会的传言

国际奥委会：相信日本 继续全力以赴在今夏举办东京奥运会

新华社首尔 1月 11日电 （记
者陆睿 耿学鹏） 韩国总统文在寅
11 日在青瓦台宣布，将面向全体
国民实行新冠疫苗免费接种，接种
工作预计从 2 月开始。

文 在 寅 当 天 在 总 统 府 发 表
2021 年新年贺词，阐述 2021 年施
政纲领。他说，新冠疫苗接种将从
下个月开始按先后顺序进行，同时
韩国企业研发的新冠治疗药物也正
在审批中。

文在寅还表示，将继续鼓励自
主研发新冠疫苗，确保“疫苗自主
权”，为本国国民安全和加强国际
卫生合作作出贡献。

韩国中央防疫对策本部本部

长郑银敬本月 8 日曾表示，考虑
到 全 国 人 口 的 60% 至 70% 产 生 抗
体才会形成群体免疫，防疫部门
的目标是通过接种新冠疫苗，在
今年 11 月前达到群体免疫效果。
她还透露，医务人员被列为首批
疫苗接种对象，其次是老人和慢
性疾病患者，以期降低新冠病亡
率。

近日韩国新冠疫情扩散趋势出
现缓和迹象。据韩国中央防疫对策
本部统计，当地时间 10 日 0 时至
24 时，韩国新增确诊病例 451 例，
累 计 确 诊 69114 例 ； 新 增 死 亡 15
例，累计死亡 1140 例；累计治愈
52552 例。

韩国总统宣布
全民免费接种新冠疫苗

新华社突尼斯 1 月 10 日电
（记者黄灵） 阿尔及尔消息：阿尔
及利亚总统府 10 日发表声明说，
总统特本因新冠并发症于当天赴德
国进行治疗。

声明说，这次治疗并非因紧急病
情，而是特本在新冠感染后出现并发
症引起脚部不适，因此赴德国进行相
应处理。声明还强调，特本在去年 12
月 29日返回阿尔及利亚前已确定将
再赴德国进行并发症的治疗。

因与新冠疑似病例有过接触，

特本 2020 年 10 月 24 日宣布自我隔
离。10 月 27 日，特本在医生建议
下前往阿尔及尔一家军队医院接受
特别护理。10 月 28 日，他前往德
国进行全面医疗检查。11 月 3 日，
阿总统府发表声明说，特本新冠病
毒检测结果呈阳性。12 月 29 日，
特本在德国完成针对感染新冠病毒
的治疗后返回阿尔及利亚。

特本出生于 1945 年 11 月，曾
担任阿尔及利亚总理等职务，于
2019 年 12 月就任总统。

因新冠并发症

阿尔及利亚总统赴德国治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