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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莫斯科1月22日电（记者栾海 张继
业）俄罗斯总统普京21日签署即日生效的总统
令，任命俄新政府所有副总理和部长。

分析人士认为，新政府是根据普京国情咨
文部署的重点任务配备的一套专业性、技术性
突出的班子，其完成相关任务的主要抓手是落
实一系列重大国家项目。而外交、国防等关键
部门的部长没有变动，预示着这些领域的政策
有望延续。

新政府突出专业性新政府突出专业性

新政府中，联邦政府副总理从此前的10
名减至9名，其中第一副总理由原总统助理
别洛乌索夫担任，副总理奥韦尔丘克、格里
戈连科此前均为俄联邦税务局副局长，副总
理阿布拉姆琴科、胡斯努林此前分别担任经
济发展部副部长和莫斯科市主管城建的副市
长。

在新政府 21 名部长中，原先领导外交
部、国防部、财政部、能源部、工业和贸易
部、远东和北极发展部等部门的12名部长均
留任，9名新任部长分别领导劳动和社会保障
部、经济发展部、卫生部、教育部、科技与高
教部、文化部、体育部、司法部以及数字发
展、通信和大众传媒部。

其中数字发展、通信和大众传媒部长沙
达耶夫、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长科佳科夫，此
前分别是俄罗斯电信公司副总经理和财政部
副部长。值得注意的是，在普京15日发表国
情咨文时，曾重点强调俄政府需在社会保
障、经济发展、经济数字化转型、卫生、文
教等领域，动用俄联邦预算资金落实一系列
重要任务。上述人员安排与国情咨文要点在
很大程度上相互呼应。

普京21日在会见新政府成员时表示，上
届政府的主要成绩是“为宏观经济发展创造
了良好条件”，本届政府需“利用上述条件实
现国家发展目标，使一系列国家项目有效发
挥作用”。

外交国防政策或延续外交国防政策或延续

普京15日批准总理梅德韦杰夫提出的政
府辞职请求，并向国家杜马（议会下院）提名
由联邦税务局局长米舒斯京出任总理。在国家
杜马16日投票同意这一提名后，米舒斯京表
示，俄新政府的首要任务是落实普京国情咨文
中部署的一批重大国家项目，尤其是涉及营商
环境、经济数字化和社会公平的项目。

根据俄政府网站公布的信息，从2018年
10 月至 2024 年 12 月，俄计划完成 13 个国家
项目，涵盖医疗、教育、人口、生态、文化
和基础设施等领域，项目金额总计25.7万亿
卢布（约合4155亿美元）。

俄联邦委员会 （议会上院） 主席马特维

延科日前表示，米舒斯京总理是多领域专家，
长期领导俄联邦税务局的经历使他熟知俄经
济、工业和中小企业运营状况，清楚俄经济的
优势和薄弱环节，懂得如何推动行政管理数字
化、促进经济增长和为吸引投资创造条件。因
此，她相信米舒斯京能够领导新政府完成既定
任务。

分析人士认为，俄总理主要负责国内事

务，且新政府外交、国防等关键部门的部长也
未更换，这意味着俄现有外交与国防政策在很
大程度上将得以延续。

俄副外长里亚布科夫17 日指出，俄对外
政策由总统决定，其延续性毋庸置疑，不会因
政府更迭而改变。俄新社21日也报道说，国
防部领导层需保持稳定，以推进正在实施的任
务，例如叙利亚境内的俄军事活动。

俄新政府将会带来哪些变化

1月21日，在伊拉克纳西里耶，抗议者跳过燃烧的轮胎。
伊拉克议会下属人权委员会21日表示，近日在伊拉克首都巴格达和其他地区发生

的示威抗议活动已造成10人死亡、159人受伤。 新华社/法新

研究人员利用一种高技术测年法测定，
位于澳大利亚西部的亚拉巴巴陨石坑为
22.29 亿年前陨石撞击地球形成，是目前已
知地球上最古老陨石坑。

据法新社 21 日报道，亚拉巴巴陨石坑
“年龄”首次被确定，比先前已知地球最古老
陨石坑年长2亿年。

准确鉴定年代久远的陨石坑形成时间
不是件容易事，因为它们的“地质历史”容易
受侵蚀和受地震等地质事件破坏。澳大利
亚柯廷大学地球和行星科学研究人员在亚
拉巴巴陨石坑里找到遭陨石撞击发生再结

晶的锆石和独居石晶粒，分析其中铀衰减情
况，确定了陨石撞击地球时间。

他们分析，陨石撞击威力巨大，形成直
径 70 公里的陨石坑，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当
时的地球气候。

研究模型显示，陨石撞击到的地方像当
时地球上大片其他区域一样覆盖着冰，冰盖
因撞击蒸发为大量水蒸气，产生强大的温室
效应，导致当时地球气候变暖。不过，研究人
员承认，目前没有证据表明陨石撞击到冰盖。

研究报告刊载于22日出版的《自然》杂
志。 新华社特稿

西班牙一个消费者组织称珠宝
商 TOUS 做虚假广告，在广告里推
销 的 纯 金 产 品 含 有 其 他 金 属 。
TOUS否认指控。西班牙国家法院
21日说已经着手调查。

一名法院发言人说，西班牙消
费 者 团 体 Consujoya 向 法 院 投 诉
TOUS的一些产品“不像广告所说用
纯金制造”。法院已开始调查，传唤
了一名 TOUS 经理以及一家认证
TOUS产品质量的独立企业代表。

法新社援引发言人的话报道，
国家法院通常审理重大刑事诉讼，
接手这起诉讼是因为“西班牙可能
受害者众多”。

Consujoya 在社交媒体上发文，
指责TOUS一款招牌小熊造型饰品
不是纯金材质。帖子写道：“当消费
者花400多欧元（约合3000多元人民
币）购买一只小熊（饰品），他们是否
知道它大部分的材质是填料，而不
是黄金？”

TOUS发表声明否认指控，说产
品得到“外部实验室”认证，“符合最
高质量标准”。

TOUS说，它在生产过程中采用
“电铸”工艺，不用焊接，而是利用电流
塑造出各种形状和尺寸的产品，做出
一些尺寸较大，但重量较轻的产品。

TOUS说，有时候会在珠宝里使
用“非金属内核”，以便让珠宝重心
稳定。这类产品符合与贵金属产品
相关的法规，并配有证书，说明产品
的制造方法并证明产品含有纯金或
纯银。

新华社特稿

委内瑞拉反对派要员、自封“临时总统”
的胡安·瓜伊多违反旅行禁令、擅自出境，先
前往邻国哥伦比亚，21日现身英国，为推翻
委内瑞拉总统尼古拉斯·马杜罗领导的政府
游说。

马杜罗上周接受美国《华盛顿邮报》采
访时说，他准备与瓜伊多直接对话。

瓜伊多四处游走
瓜伊多20日抵达哥伦比亚首都波哥大，

与美国国务卿迈克·蓬佩奥会面，后者许诺
美国政府将给予委内瑞拉反对派更多支持。

瓜伊多21日在英国首都伦敦与英国外
交大臣多米尼克·拉布见面。

这是瓜伊多第二次违反由委内瑞拉最
高法院发布的出境禁令。他上一次违禁出
境是去年2月下旬，3月初结束南美洲五国游
说行程后回国，美国、德国、西班牙等国驻委
外交官当时现身机场，为这名反对派要员

“接驾”。
瓜伊多去年1月23日自行宣布就任“临

时总统”，获得美国、欧洲和拉丁美洲多国承
认。自封总统以来，瓜伊多动作不断，从发
动小规模兵变，到试图拉拢军方人士，再到
策划暗杀阴谋，种种夺权尝试以失败告终。

反对派议员遇尴尬
瓜伊多本月 5 日竞选连任全国代表大

会、即议会主席时遭遇“尴尬”，抱怨当天没
能进入议会大楼投票，但坚持认定自己赢得

连任。
委内瑞拉政府承认反对派议员路易斯·

帕拉当选新一届议会主席。
委内瑞拉媒体21日报道，帕拉当天召集

一些议员在议会大楼开会。
支持瓜伊多的反对派议员胡安·巴勃

罗·瓜尼帕说，为避免在议会大楼发生冲突，
反对派议员当天被迫转移至首都加拉加斯
一处广场开会。

委政府愿对话
美国《华盛顿邮报》19 日刊登对马杜罗

的采访。这是他去年2月以来首次接受美国
媒体采访。

马杜罗说愿意与瓜伊多谈判，但不会如
反对派所愿辞职。“瓜伊多要为失去全国代
表大会（主席一职）承担责任，那是他的失
误，不要责备我。”

德新社解读，这表明马杜罗有意结束政
治僵局。

经挪威外交部出面斡旋，委内瑞拉政府
和反对派去年5月以来举行多轮对话，试图
化解国内政治僵局，但无果而终。几个小反
对党去年11月公开与瓜伊多作对，和马杜罗
政府直接对话。

马杜罗同时借《华盛顿邮报》向美国总
统唐纳德·特朗普“喊话”，呼吁与特朗普直
接对话，“如果对话、交换真实信息，我们肯
定能创建一种新型关系”。新华社特稿

黎巴嫩总统米歇尔·奥恩 21 日
宣布新一届内阁组建完成，哈桑·迪
亚卜出任总理。

依据奥恩当天发布的政令，萨
阿德·哈里里领导的看守内阁解散，
以迪亚卜为总理的新一届内阁组建
完成。新内阁共 20 名成员，包括副
总理兼国防部长扎依娜·阿卡尔等6
名女性。这是黎巴嫩首次由女性出
任副总理兼国防部长。

其他成员中，前驻阿拉伯国家
联盟代表纳西夫·希提出任外交部
长；经济学家、曾担任议会财政和预
算委员会顾问的加齐·瓦兹尼出任
财政部长。

迪亚卜当天在记者会上称新内
阁为“救援队”，承认“黎巴嫩正在经
历历史上的困难时刻”，承诺回应示
威者诉求。他说，新内阁由专家型
人员组成，致力于维护黎巴嫩利益，
将尽快采取措施解决黎巴嫩面临的
经济和金融危机。

瓦兹尼说，黎巴嫩需要外部援
助应对危机。

新内阁定于 22 日举行首次会
议。按迪亚卜说法，他作为总理的
首次出访目的地是阿拉伯国家、尤
其是海湾国家。

黎巴嫩近年经济持续低迷，公共
债务高企，失业率居高不下。去年10
月17日开始，黎巴嫩多地爆发示威，
抗议者要求政府辞职、组建技术专家
型政府等。10月29日，时任总理哈里
里宣布辞职。次日，奥恩接受哈里里
辞呈，同时要求哈里里政府作为看守
政府继续履行职责，直至新政府组建
完成。12月19日，奥恩任命迪亚卜为
新一届政府总理，授权他组阁。

新华社特稿

泰国媒体22日报道，警方已经逮捕“1·
9”金店劫案首要嫌疑人。这名男子涉嫌抢
劫时残忍杀害3人，包括一名两岁男童，而
他是一所小学的校长。

泰国电视台当天直播警察押送嫌疑人前
往华富里府警察局的画面。围观群众欢呼，
有人咒骂那名戴着面罩和棒球帽的男子。暂
不清楚抓捕行动何时进行。

泰国警察总监差提·猜津达说，落网嫌
疑人态度配合，没有否认犯罪。警方准备23
日举行新闻发布会，向公众发布抓捕细节。

这场劫案本月9日发生在距离泰国首都
曼谷约150公里的华富里府一家商场。监控
摄像记录显示，一名头戴盔式面罩、下身穿
迷彩裤的男子靠近商场内一家金店，用一把
安装了消音器的手枪向店员和路人开枪，导
致一名店员、一名保安和一名与母亲牵手经
过的两岁男孩身亡，另有4人受伤。

劫匪随后跳进柜台，抓起数条金项链后
逃跑。被劫物品估价约50万泰铢（约合1.65
万美元）。劫匪的残忍手段在泰国引起公
愤，公众要求警方迅速破案。

新华社特稿

泰国杀人抢金嫌疑人
落网 竟是小学校长

伊拉克示威抗议活动导致伊拉克示威抗议活动导致1010人死亡人死亡

地球最古老陨石坑地球最古老陨石坑2222..2929亿年前撞出亿年前撞出

马杜罗愿对话马杜罗愿对话 瓜伊多不弃夺权诉求瓜伊多不弃夺权诉求

珠宝品牌珠宝品牌TOUSTOUS
被控做虚假广告被控做虚假广告

黎巴嫩新内阁组建完成黎巴嫩新内阁组建完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