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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国因拖欠会费而
失去联合国大会投票权

新华社联合国 1 月 12 日电 联合
国大会主席发言人库比亚克 12 日说，8
个联合国会员国因未缴纳联合国会费而
失去在联合国大会的投票权。

库比亚克在当天的例行记者会上
说，这 8 个国家分别是伊朗、苏丹、委内
瑞拉、安提瓜和巴布达、刚果（布）、几内
亚、巴布亚新几内亚、瓦努阿图。

根据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 11 日
致联合国大会的信件，11 个国家已拖欠
会费两年以上， 其中 8 个国家被取消在
联大的投票权。

根据《联合国宪章》第十九条规定，

如果会员国拖欠的会费额等于或超过前
两年所应缴纳的会费， 它们就会失去在
联大的投票权， 除非可以证明这种情况
是由不可控因素造成的。

根据古特雷斯的信件，科摩罗、圣多美
和普林西比、索马里属于“由不可控因素造
成的”范畴，其 2022年的投票权仍可保留。
同时， 被取消投票权的 8个国家只要支付
规定的最低金额，便可恢复其投票权。

第 76 届联合国大会去年 12 月批准
总额为 31.22 亿美元的联合国 2022 年度
常规预算。 联合国常规预算经费的分摊
比例以各国支付能力为原则确定。

印尼放宽煤炭出口
批准 37艘运煤船离港

印度尼西亚政府 13 日宣布，鉴于国
内煤电供应短期内得到保障，已批准 37
艘装载出口煤炭的货船离港。

印尼海洋与投资事务统筹部长卢胡
特·潘查伊坦在声明中说，部分本国煤炭
企业已遵政府指示， 出售部分煤炭供应
国内煤电市场， 使印尼国营电力公司采
购到足以保障 15 天发电所需煤炭。 针对
这部分企业， 政府放宽今年 1 月 1 日起
实施的煤炭出口禁令，批准 37 艘运煤船
离境。

这些船受禁令影响， 月初以来滞留
印尼港口，等候离港许可。

去年 12 月 31 日， 印尼政府突然宣
布， 自今年 1 月 1 日起实施为期一个月
的煤炭出口禁令， 以缓解国内电厂用煤
紧张。 由于印尼是全球最大电煤供应国，

这一消息在世界煤电市场引发震动。
路透社援引路孚特-艾康公司数据

报道，截至 12 日，大约 120 艘运煤船停
靠在婆罗洲岛加里曼丹地区的货运港
口，等待或已开始装运煤炭。

印尼政府认为， 本国煤炭供应紧张
应归咎于煤炭企业未能完全履行政府规
定的“国内市场义务”，即确保将每年煤
炭产量的 25%出售给本国买家， 且供应
发电厂的煤炭售价不得超过每吨 70 美
元。

海洋与投资事务统筹部 6 日发表声
明说， 煤炭企业如果已履行与国营电力
公司签订的售煤合同， 同时完全履行企
业 2021 年度“国内市场义务”，即日起可
恢复出口， 没有完成上述两项义务的企
业将面临罚款。 (新华社专供)

文在寅热门“接班人”所涉丑闻发酵
3 名涉事者死亡

新华社北京 1 月 13 日电 韩国总
统选举倒计时不足两个月之际， 现任总
统文在寅的热门“接班人”、执政党共同
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李在明所涉丑闻持续
发酵，一名涉事者 12 日被发现在酒店身
亡。 至此，与李在明所涉丑闻相关人员已
有 3 人死亡。

警方 12 日说，他们当天上午在首尔
西部一家酒店发现名为李炳哲（音译）的
律师死亡。三天前，他的亲人向警方报案
称其失踪。

李炳哲的死因尚不清楚， 他的遗体
已被送往事发地附近医院解剖。 当地媒
体报道，事发现场没有发现打斗迹象，也
没有找到其他犯罪的证据。

韩国媒体称李炳哲为“吹哨人”。 他
最先向一家民间组织提供文件材料，指
认李在明的辩护律师在一起诉讼案中获
得巨额酬劳，包括 3 亿韩元（约合 160 万
元人民币） 现金和价值 20 亿韩元（1069
万元人民币）的股票。

那起诉讼案中，李在明被控违反《公职
选举法》，散播虚假信息。 2020 年 7 月，韩
国大法院、即最高法院宣判李在明无罪。

这家民间组织怀疑， 李在明辩护律
师的酬劳并非由李在明本人支付， 而是
由他人代付。数据显示，这一期间李在明

的资产减少大约 3 亿韩元， 远低于其辩
护律师所获酬劳。 去年 10 月，这家民间
组织对李在明提起诉讼。

此外，李在明还卷入一起贪腐案。 检
方和警方怀疑， 位于首尔以南的京畿道
城南市 2015 年一个地产开发项目中，一
家名不见经传的投资公司可能通过贿赂
政府官员、 国会议员等有影响力的人物
拿下项目， 进而获得相当于投资额千倍
的巨额利润。 李在明当时担任城南市市
长。

这起案件仍在调查中。 李在明宣布
参选总统后， 两名涉案关键人物先后于
去年 12 月 10 日和 21 日死亡。

随着总统选举临近， 在野党阵营抓
住这一话题，向李在明发难。 对此，共同
民主党发表声明说， 李在明与死亡律师
李炳哲没有任何关系， 针对李在明的说
法纯属捏造。 共同民主党同时呼吁不要
把这起事件政治化， 不要在没有证据的
情况下抹黑总统候选人。

韩国总统选举定于 3 月 9 日举行。
角逐下届总统的人选中， 李在明和国民
力量党总统候选人、 前检察总长尹锡悦
被视为“两强”候选人。 近日，支持率排名
第三位的国民之党总统候选人安哲秀人
气攀升，选举可能转入“三强竞赛”模式。

柏林国际电影节下月
将在严格防疫下登场

第 72 届德国柏林国际电影节组织
方 12 日说，电影节按计划将于 2 月以线
下形式举办。为防止新冠病毒蔓延，电影
节将执行较严格的防疫措施。

柏林电影节网站显示， 电影节将于
2 月 10 日至 20 日举行，分两个阶段。 10
日至 16 日为第一阶段，10 日举行电影节
开幕式，16 日举行颁奖典礼；第二阶段，
即 17 日至 20 日，为“观众日”活动，相关
影院向公众展映参展影片。

据德新社报道，电影节期间，电影放
映场馆只允许新冠疫苗接种者或新冠康
复者入场 ， 且人数上限控制在满员的
50%。 观众必须在观影前接受新冠病毒
检测，如无特殊情况，观影过程中必须戴

口罩。 另外，与电影节有关的聚会和招待
会全部取消。

谈到正在德国蔓延的变异新冠病毒
奥密克戎毒株， 电影节组织方说：“我们
明白疫情的不确定性带来挑战。同时，我
们认为文化在社会生活中发挥着重要作
用，我们不想忽视这一点。 ”

德国柏林电影节始创于 1951 年，与
法国戛纳电影节、 意大利威尼斯电影节
并称欧洲三大电影节。 去年第 71 届柏林
电影节分为线上和线下两部分 ，3 月 1
日至 5 日在线上开展面向业内人士的影
片展映、评奖和交易，6 月举办颁奖礼和
面向公众的展映。

（据新华社）

奥密克戎阴影下全球去年年末机票销售大减
国际航空运输协会 12 日说 ，

为应对新冠病毒变异株奥密克戎，
不少地方收紧防疫措施， 包括加强
边境防疫管控， 导致去年年末全球
机票销售大幅减少。

法新社援引这一组织的话报
道， 经历了 2020 年和 2021 年初大
规模封锁措施后， 国际航空运输开
始缓慢稳定恢复。 南非去年 11 月
24 日首次向世界卫生组织报告发
现新冠病毒变异株 B.1.1.529， 世卫
组织两天后把这一毒株列为 “需要
关注 ” 的变异株并命名为奥密克
戎， 此后奥密克戎在全球范围快速
蔓延。 这使得全球机票销售显著减
少。 相比 2019 年 11 月， 去年同期
全球机票销售减少 60.5%。

国际航空运输协会理事长威
利·沃尔什说： “不令人意外， 与
2019 年同期相比 ， 国际机票销售
在去年 12 月和今年 1 月初大幅减
少， 意味着今年第一季度将比先前
预期还要困难。”

国际航空运输协会总部位于加
拿大蒙特利尔市 ， 在全球拥有约
290 家成员航空公司， 其定期国际
航班客运量占全球的 83%。 该机构
去年 10 月发布的数据显示， 受疫
情影响 ， 2020 年全球航空业净亏
损约 1377 亿美元 。 它当时预测 ，
受疫情好转、 航空公司削减成本以
及政府出台扶持政策等因素影响，
2021 年和 2022 年全球航空业净亏
损额有望分别收窄至 518 亿美元和
116 亿美元。

联合国下属国际民用航空组织
本月 12 日说， 初步数据显示， 与
2019 年相比 ， 去年和前年的航空
旅客数量分别减少 49%和 60%， 各
航空公司收入损失总计分别为 3240
亿美元和近 3720 亿美元 。 该组织
预计今年全球航空业将有所好转，
航空旅客数量将 比 2019 年 减 少
26%至 31%， 各航空公司收入损失
总计在 1860 亿至 2170 亿美元之
间。 （新华社专供） 1月 3日，旅客在美国纽约肯尼迪国际机场排队等待接受新冠病毒检测。 新华社 发

食住行涨价 美国通胀率创近 40 年新高
新冠疫情期间多种因素同时作用下，

美国近几个月食品、 住房 、 能源 、 汽车
价格出现不同幅度涨幅， 去年 12 月通货
膨胀水平创近 40 年来之最。

【影响多方面】
美国劳工部 12 日公布的数据显示 ，

去年 12 月美国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环比上涨 0.5%， 同比上涨 7%， 为 1982
年 6 月以来最大同比涨幅。

其中， 住房成本同比上涨 4.1%， 食
品价格同比上涨 6.3%。 不过， 这两项的
环比涨幅较去年 11 月下降， 似乎显现通
胀增速放缓趋势。

二手车价格环比上涨 3.5%， 同比上
涨 37.3%。 此前两个月， 二手车价格环比
涨幅均为 2.5%。 路透社分析， 这或许与
2021 年夏末飓风 “艾达” 造成大量汽车

受损有关。
受全球汽车芯片短缺等因素影响 ，

汽车产量有限， 美国新车价格去年 12 月
环比上涨 1%， 连续第九个月环比上涨。

在能源价格 2020 年跌幅较大的背景
下， 2021 年 12 月美国能源价格同比涨幅
高达 29.3%， 不过环比降低 0.4%。 这或许
预示着美国居民近期取暖 、 加油有望不
用面临涨价。

此外， 家具 、 家居用品 、 机票 、 个
人护理产品、 烟草价格等均上涨。

从劳工部数据来看， 去年 12 月物价
上涨主要缘于二手车价格和住房成本上
涨。 剔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环
比上涨 0.6%， 同比上涨 5.5%， 为 1991 年
2 月以来最大同比涨幅。

【加息三四次】

2020 年 3 月以来， 为应对疫情造成
的经济衰退，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把基
准利率维持在接近于零的水平 。 美联储
官员近期预测， 今年美联储将加息三次。
经济学家则普遍预测美联储年内可能加
息四次， 最早将于 3 月首次加息。

美国国会参议院银行委员会将于 13
日就是否批准莱尔·布雷纳德担任美联储
副主席举行听证会。 美联社援引布雷纳德
的听证会讲话稿写道， 美联储当前 “货币
政策专注于将通胀率拉回到 2%的水平 ，
与此同时维持惠及全民的经济复苏”。

布雷纳德此前立场更倾向于维持低
利率以刺激就业。 她一反常态地强调抑
制通胀， 引发关注。

据路透社报道 ， 经济学家认为美国
CPI 同比涨幅的高峰很有可能出现在去年

12 月至今年 3 月之间。
美联社评论 ， 美联储需要艰难地在

抑制通胀和支撑经济之间寻找平衡 。 加
息太晚， 通胀可能加剧 ， 后续要花更大
力气压制， 从而可能引发经济衰退 ； 加
息太早， 或将导致原本可能并不会发生
的经济衰退。

路透社援引经济学家的话评论， 2022
年美国通胀率难以降至美联储寻求的 2%。

美国匹兹堡国民商业银行首席经济
学家古斯·福彻认为， 随着供应链疏通 、
供需关系逐渐趋向平衡， 2022 年美国汽
车和能源价格将下降 ， 通胀率会降低 ；
但是， 受劳动力成本和生产投入价格趋
高影响， 一些商品和服务的价格会高于
疫情前的水平， 住房成本也依旧会推高
2022 年通胀水平。 （新华社专供）

世卫组织：奥密克戎对
未接种疫苗者“尤其危险”

世界卫生组织 12 日警告， 新冠病毒
变异株奥密克戎依然危险，尤其对那些未
接种新冠疫苗的人群而言。

据路透社报道， 截至 9 日的一周，全
球新增新冠确诊病例 1500 万例， 比前一
周增加 55%，创疫情暴发以来单周新增确
诊最高纪录。

“感染人数大幅增加由奥密克戎导
致， 它在几乎所有国家迅速取代德尔塔
（毒株），” 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塞在记者
会上说，“尽管奥密克戎引起的症状不如
德尔塔严重， 它依然是一种危险的病毒，
尤其对那些没有接种疫苗的人而言。 ”

谭德塞认为，全球仍有不少人未接种
新冠疫苗，因而不能放任奥密克戎毒株蔓
延。 “传播越多意味着更多人住院、死亡、
停工……会加大另一种变异株出现的可
能性， 它可能比奥密克戎传染性更强、更
致命。 ”

谭德塞说，全球眼下平均每周新冠死

亡病例约 5 万例， 医院收治的新冠病人
“绝大多数”没有接种疫苗。 他承认新冠疫
苗无法完全预防感染，但强调疫苗对预防
重症和死亡依然非常有效。

按照世卫组织设定的目标，全球各个
国家和地区疫苗接种者占人口比例到
2021 年底应达 40%，2022 年年中达 70%。
然而， 当前仍有 90 个国家和地区接种人
数占人口比例不足 40%；在非洲，逾 85%
人口尚未接种新冠疫苗。

谭德塞呼吁孕妇接种新冠疫苗。 他
说，孕妇染疫风险并不高，但一旦感染发
展成重症的风险较大。

世卫组织卫生紧急项目执行主任迈
克尔·瑞安说，现在还不能说奥密克戎“是
一种可以欣然接受的病毒”。

世卫组织新冠病毒技术负责人玛丽
亚·范克尔克霍夫说， 新冠病毒处于演变
为地方性流行病的进程中，“但还没有到
那一步”。 （新华社专供）

子弹“真假混合”致死伤
好莱坞道具枪械师起诉供货商
好莱坞影片《铁锈》的道具枪械师 12 日

起诉一家美国弹药供货商， 指控对方给道
具枪配备了标记为假子弹的真子弹， 导致
演员在片场误杀一名摄影师并射伤导演。

道具枪械师汉娜·古铁雷斯·里德现
年 24 岁，负责管理《铁锈》拍摄使用的枪
械、弹药等武器道具。美联社报道，她向新
墨西哥州一家地方法院提起诉讼，指控枪
械供应商塞斯·肯尼和他经营的“PDQ 武
器与道具”公司“引入危险物品”“错误标
记”“误传信息”等罪名，要求赔偿，金额未
予公开。

里德的职业生涯可能因为 10 月 21
日《铁锈》片场发生的意外枪击事件受影
响，甚至可能承担法律责任。 事发现场位
于新墨西哥州北部圣菲市郊区，扮演男主
角的好莱坞演员亚历克斯·鲍德温练习拔
枪射击的动作时， 误杀女摄影师哈雷娜·
哈钦斯，射伤导演乔尔·苏扎。相关调查仍
在进行。

按照里德在起诉书中的说法，她记得
自己事前给涉事道具枪装填了标注为假
弹药的子弹，还摇晃了弹匣，听到假子弹
标志性的声响。 但在枪击意外发生前 15
分钟，那支道具枪已脱离她的掌控，因为
那场戏在一座教堂内拍摄， 按照防疫规
定，她不能进入教堂。

里德主张，供货商让她误认为当时道
具枪内装填了 6 发假子弹，实际上其中子
弹“真假混合”，被告向制片方供应了多匣
道具弹药，本应全部为假子弹，实际有真
有假。

肯尼一方尚未回应。 他曾确认其公司
未向片场供应真子弹。 调查人员去年 12
月搜查了 “PDQ 武器与道具” 公司办公
室，但还未确认片场真子弹来源。

鲍德温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说，他当
时并没有扣动扳机，只是在与哈钦斯商量
拍摄角度时“排练”拔枪动作，不料走火。

(新华社专供)

2021 年 1月 6日，美国首都华盛顿，时任总统唐纳德·特朗普的支持者在国会大厦外集会示威，反对国会认证
约瑟夫·拜登当选新一届总统。 新华社 发

民调： 58%美国人认为美国民主制度有崩溃危险
美国昆尼皮亚克大学 12 日发布的民意调查结果

显示 ，大多数美国人认为 ，美国面临的 “更大危险 ”是
国内政治不稳定 ，且美国民主制度有崩溃危险 。

这项民调于 1 月 7 日至 10 日开展 ， 全国范围
1313 名成年人回答了问题 。 受调查者包括民主党成
员或支持者 、共和党成员或支持者及持独立政见者 。

民调结果显示 ，76%的受调查者认为 ，美国面临
的 更 大 危 险 是 国 内 政 治 不 稳 定 ； 与 之 相 对 ， 只 有
19%的受调查者认为 ，美国面临的更大危险是 “敌对
国家 ” 。

58%的受调查者认为 ，美国民主制度有崩溃危险 。
53%的受调查者认为 ，他们此生将见证美国国内

政治分歧恶化 ；28%的人认为政治分歧将保持现状 ；
15%的人认为分歧将有所缓和 。

昆尼皮亚克大学民调分析师蒂姆·马洛伊评述 ：
“对内部敌人而非外部威胁的恐惧凸显了美国民众严
肃而不安的判断 ： 美国民主制度处于极大危险之中 ，
政治分歧今后将加深 。”

就去年年初国会山骚乱事件 ，53%的受调查者认
为 ，这样的事件可能再次发生 。

去年 1 月 6 日 ， 为阻止国会确认民主党人约瑟
夫·拜登当选总统 ，共和党籍时任总统唐纳德·特朗普
的大批支持者冲击国会山 。骚乱中 ，一名警察和 4 名
示威者死亡 ，大约 140 名警察受伤 。

一年来 ，民主党人掌控的国会对国会山骚乱事件
的调查频频受挫 ，凸显两党尖锐对立 。

上述民调显示 ，就国会对国会山骚乱的调查 ，61%
的受调查者支持 ，33%的人反对 。 其中 ，83%的受调查
民主党成员或支持者支持 ，60%的受调查共和党成员
或支持者反对 ，独立政见者中 65%支持这项调查 。

对 总 统 拜 登 的 执 政 表 现 ，53%的 受 调 查 者 不 认
可 ，33%的人认可 ，13%的人未表达看法 。

昆尼皮亚克大学去年 11 月的民调结果为 ，53%的
受调查者不认可拜登执政表现 ，36%的人认可 ，10%的
人未表达看法 。

此次民调中 ，大多数受调查者不认可拜登以下三
项工作 ：国家经济 （57%的受调查者不认可 ）、外交政
策 （54%不认可 ）、新冠疫情应对 （55%不认可 ）。

就 美 国 经 济 现 状 ，70%的 受 调 查 者 认 为 非 常 差
（35%）或者不太好 （35%）；28%的人认为不错 （26%）或

者非常好 （2%）。
拜登执政一周年之际 ，50%的受调查者认为 ，拜

登执政表现与他们预想的情况基本一致 ；39%的 人
说 ，拜登表现比他们预想的糟糕 。49%的受调查者说 ，
拜登做得更多的是使国家陷入分歧 ；42%的人说 ，拜
登做得更多的是团结国家 。

分析师马洛伊评述 ： “开局不顺令拜登第一年
的成绩单分数较低 。” （新华社专特稿）

英国首相承认 2020年
疫情期间曾违规参加酒会

新华社伦敦 1 月 12 日电 英国首
相约翰逊 12 日承认他曾于 2020 年违反
新冠防疫规定参加酒会， 并为此表示道
歉。英国反对党和部分民众认为，约翰逊
应引咎辞职。

英国媒体日前报道说， 约翰逊的秘
书曾于 2020 年 5 月英国因新冠疫情实
施“封城”期间在首相府花园组织酒会，
约 40 名政府人员参加。 该消息引发众
怒，约翰逊一度拒绝回应此事。

约翰逊 12 日在英国议会下院接受
质询时承认自己曾参加那场酒会， 称他
当时认为那是一场公务活动， 参加酒会

是为了感谢身边的工作人员。 约翰逊为
此表示道歉， 并表示他会对参加酒会一
事承担责任， 但要等针对此事的专项调
查结束后再做处理。

反对党工党领导人斯塔默表示，约
翰逊的说辞“荒谬”，是对英国公众的“冒
犯”。他和其他一些反对党议员呼吁约翰
逊辞职。

此前，约翰逊政府曾曝出多起违反防
疫规定的丑闻，涉及人员包括约翰逊的前
高级顾问卡明斯、 前卫生大臣汉考克等。
英国民调机构 11 日公布的民调结果显
示，过半数受访者认为约翰逊应该辞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