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印 刷：本报印刷厂
收订单位：本报各发行站
排 版：本报激光照排室本报地址：西宁市南关街43号

邮政编码：810000
广告经营许可号：6301004000049

西宁每份：0.50 元
本期

列车每份：1.00 元

国际新闻
2021年1月22日 星期五

编报室主办
责编 / 余鹏 版面 / 立方 校对/ 柯心

新闻热线
8244111

广告热线
8230542

16A

电话：总编辑8230539 副总编辑8230537、8230533 、8225166 总编室8230545编报室8230314
专刊部 8266202 8230546 经济部 8230540、8230541 政文部8230534、8230535 广告部
8230542 百业信息8251822、8248965 通联部8244000、8244111 发行公司8247830

美国总统约瑟夫·拜登就任首日
签署十多项行政命令，包括停止退出
世界卫生组织和气候变化《巴黎协
定》，部分推翻前任总统唐纳德·特朗
普所做决定。

拜登20日中午在首都华盛顿宣
誓就职，当天下午在白宫签署十多项
行政命令。美联社报道，拜登的前任
中，仅两人在上任当天签署行政命
令，且分别只签署了一份，拜登的做
法显示他迫切想改变特朗普在任时
制定的一些政策。

拜登签署的行政命令涉及新冠
疫情、经济、环境、种族和移民等事
项。拜登说，“不能浪费时间”，“这些
（行政命令）只是开始”。新任白宫新
闻秘书珍·普萨基说，今后数天至数
周，拜登将发布更多行政命令，以应
对一系列挑战和兑现他对选民所做
承诺。

针对美国不断恶化的新冠疫情，
拜登下令在联邦建筑内戴口罩和保
持社交距离，敦促州政府和地方政府
采取同样措施，呼吁美国民众在100
天内坚持戴口罩。拜登戴着口罩签
署行政命令，与特朗普在任时形成对
比。

拜登同时决定，美国将不退出世
卫组织。特朗普去年 5 月宣布美国
将终止与世卫组织的关系；美方去年
7月6日正式通知联合国秘书长安东
尼奥·古特雷斯，将于今年7月6日退
出世卫组织。

普萨基说，美国国家过敏症和传
染病研究所所长安东尼·福奇定于
21日率美国代表团远程参加世卫组
织会议。

行政命令还包括美国重返《巴黎
协定》、取消加拿大与美国之间的基
斯通输油管道建设计划。拜登下令
美国政府相关部门重新审视特朗普
政府上百项环境相关做法。

特朗普 2017 年 6 月宣布美国将
退出《巴黎协定》。2020 年 11 月 4
日，美国正式退出这一协定，在美国
国内和国际社会招致广泛批评。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和欧洲
联盟欢迎拜登下令美国重返《巴黎协
定》。

拜登还下令，结束特朗普针对美
国南部边境实施的“国家紧急状态”，
以停止在美国与墨西哥边界修建隔
离墙。

不过，拜登当天签署的行政命令
不包括美国重返伊朗核计划全面协
议。特朗普政府2018年单方面退出
这一协议，继而恢复和追加对伊朗制
裁。伊朗2019年5月起逐步中止履
行伊核协议部分条款，但承诺所采取
措施可逆。伊朗总统哈桑·鲁哈尼多
次敦促拜登重返伊核协议并履行协
议条款。

拜登及其团队成员先前说，伊
朗方面必须首先恢复执行核协议条
款。拜登提名的国务卿人选安东
尼·布林肯 19 日在国会听证会上
说，眼下远不到重回伊核协议的时
候，拜登的最终目标是在伊核协议
中加入限制伊朗导弹项目和地区活
动的内容。

白宫新闻秘书普萨基 20 日说，
拜登将与外国领导人和盟友讨论伊
核协议事项，美方寻求“延长和加强
对伊朗的核限制”。

新华社特稿

拜登签十多项行政令
美停止退出世卫组织

美国总统约瑟夫·拜登20日宣誓就职，白宫椭
圆形办公室的陈设有些许变化，包括墙上所挂画
像出现一些“新面孔”。

就职典礼结束后数小时，白宫邀请媒体记者
进这间总统办公室，见证拜登签署一系列行政令
并展示办公室新的装饰。

墙上悬挂开国元勋本杰明·富兰克林画像，替
换前任总统唐纳德·特朗普所挂的前总统安德鲁·

杰克逊画像。美国媒体将杰克逊视为美国第一位
民粹主义总统，他的执政风格为特朗普所效仿。

其他变化包括增添民主党籍前总统富兰克
林·罗斯福的画像和开国元勋托马斯·杰斐逊和亚
历山大·汉密尔顿的画像。

椭圆形办公室还摆放了美国黑人民权运动领
袖马丁·路德·金、“民权之母”罗莎·帕克斯和工会
领袖塞萨尔·查韦斯的半身雕像。

办公室地毯、窗帘和墙纸也有变化。拜登选
用一张深蓝色地毯，取代特朗普先前使用的浅色
地毯。拜登座椅后面靠窗立着一张高脚桌，上面
摆放一组家庭照，其中一张照片是他已故的儿子
博·拜登。

与特朗普及其前任贝拉克·奥巴马一样，拜登
从6张总统办公桌中选中由橡木打造的“坚毅桌”
摆在椭圆形办公室。这张书桌由英国政府1880年
赠送给美国政府，所用木材来自英国海军三桅救
援船“坚毅”号。

新华社特稿

入主白宫，拜登执政挑战重重

拜登就职拜登就职 白宫办公室有变化白宫办公室有变化

1月20日，在美国首都华盛顿国会山，拜登（前左）在美国第46任总统就职典礼上宣誓。
新华社记者 刘杰刘杰 摄

新华社华盛顿1月20日电 美国当选总统、民主
党人拜登20日在首都华盛顿宣誓就任美国第46任总
统。在就职演讲中，他称美国当前面临新冠疫情肆
虐、社会不平等加剧、系统性种族主义、气候变化等一
系列危机与挑战，呼吁国家团结，同时表示将打击政
治极端主义、白人至上主义和国内恐怖主义。

美国舆论普遍认为，拜登面临的任务艰巨复杂，不
仅要应对新冠疫情、经济困境等“近忧”，还要面对债务
膨胀、社会撕裂等“长期课题”，执政之路挑战重重。

控制疫情控制疫情

拜登就职前夕，美国累计新冠死亡病例超过 40
万例，累计确诊病例超过2423万例。美国媒体普遍
认为，控制疫情是拜登上任后的首要挑战。拜登在20
日演讲中也坦言：“我们正面临可能是最艰难、最致命
的病毒大流行。”

美国布鲁金斯学会高级研究员达雷尔·韦斯特在
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说，控制疫情是拜登上台后的

“头号任务”，疫情如能得到控制，其他一些难题也有
机会得到解决。美国马里兰大学研究员克莱·拉姆齐
认为，能否控制疫情将影响民众对新政府的信心。

据美国媒体报道，拜登此前公布的抗疫措施包
括：鼓励所有人戴口罩；加强检测和追踪；通过动用

《国防生产法》等手段促进新冠疫苗生产、储存、分发
和接种等。

在防疫措施、复工复产、医疗资源分配等问题上，
美国联邦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始终难以协调，疫苗分
发进度也远低于预期，而病例持续激增更让专家担忧
医疗体系恐将“全面崩溃”。

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健康保障中心专家阿梅
什·阿达尔贾指出，拜登“最大、最持久的挑战”是要应
对公共卫生系统长期以来资金不足和被忽视的问题。

此外，美国《纽约时报》社论认为，为战胜疫情，拜
登政府还需要打赢一系列“政治战役”，并设法化解长
时间疫情引发的普遍倦怠情绪。

恢复经济恢复经济

美国经济已被疫情搅得疲惫不堪，大量企业停工或
破产，众多劳动者失去工作，申请失业救济的人数居高
不下。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鲍威尔日前表示，随着
疫情持续蔓延，美国经济正经历一个“艰难的冬天”。

拜登在此前公布的百日施政计划中，把恢复美国
经济作为优先事项。他已提出一项总额高达1.9万亿
美元的一揽子经济救助计划，其中约1万亿美元将为
受疫情冲击的美国家庭提供经济支持，约4400亿美
元为在疫情中挣扎的小企业和地方政府等提供援助。

尽管民主党人手握国会参众两院控制权，但席位
优势并不明显，而不少共和党人反对联邦政府再度大
幅扩张赤字和推高政府债务，这意味着拜登的救助计
划能否顺利获得国会通过尚未可知。加上参议院还
需要审理针对前总统特朗普的弹劾案，这可能会影响
救助计划在参议院的审议进程。

被拜登提名为新政府财政部长的美联储前主席
耶伦日前表示，新冠疫情破坏广泛，如果联邦政府不
采取进一步行动，美国经济将可能经历一场更加漫长
而痛苦的衰退，并留下长期创伤。

不过，美国斯坦福大学经济学家迈克尔·博斯金
认为，联邦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应该是有限度的，巨额
财政赤字不能无限持续，利率终归会上升，美国会在
未来某个时刻为膨胀的债务付出代价。

弥合裂痕弥合裂痕

过去4年，美国党派政治愈演愈烈，社会撕裂不
断加剧，“白人至上主义”抬头，种族对立情绪加重。1
月 6 日的国会暴力事件更是将美国的分裂推向高
潮。这种情况下，“团结”成为拜登就职演讲中出现的
高频词。

分析人士认为，美国政治、社会撕裂以及种族不
平等由来已久、根深蒂固，即便拜登努力化解这些矛
盾，也不可能将其根除。

《纽约时报》网站分析说，拜登在国家遭受一
连串打击的情况下就职，目前尚不清楚他能否说
服足够多的美国人摆脱党派之争，并赢得这些人
的认可。《华尔街日报》指出，拜登不仅面临新冠
疫情的挑战，还要应对特朗普弹劾案、党派矛盾
尖锐等问题，这些都将增加他团结美国的难度。

在外交事务上，拜登将努力修补美国的国际
形象以及与盟友的关系。上任首日，他就签署行
政令，宣布美国将重新加入《巴黎协定》，并重回
世界卫生组织。不过，已被提名为拜登政府国务
卿的布林肯日前表示，基于过去几年的情况，盟
友和伙伴会对美国承诺的可持续性提出质疑，想
要消除这些疑虑并非易事。

特朗普特朗普：：我将永远战斗我将永远战斗

拒绝出席拜登就职典礼的特朗普，20日最后
一次搭乘“空军一号”前往佛罗里达州。当天早
晨，他为自己举办的送别典礼在安德鲁斯联合基
地举行。特朗普在登上直升机前发表简短讲话，
列举自己任内的成就，称担任总统是自己“一生
的荣耀”。他说“希望这不会是一个长久的告
别”，称将“永远战斗”。

据CNN报道，白宫曾向特朗普的朋友圈广
发邀请函，但一些接到邀请的特朗普政府前官员
拒绝出席。“他已经掏空自己的遗产。”一名白宫
高级顾问说。在另一名前白宫高级官员看来，邀
请函允许每人带5名宾客“是一种绝望的迹象”。
在日程安排冲突的情况下，副总统彭斯选择出席
拜登的就职典礼，而没有为特朗普送行。

《华盛顿邮报》20日报道说，对于在白宫的最
后一天，特朗普度过的方式与他之前担任总统的
1460 天中的很多日子一样：思忖想象中的不公
正，密谋报复被认定的敌人，寻求最大化自己权
力的方法。周三早晨，特朗普宣布对143人的赦
免或减刑。其中引起媒体关注的是早期与特朗
普闹翻的首席战略师班农，后者去年被控在为美
墨边境修建隔离墙的私人筹款活动中欺骗捐赠
者。一名特朗普的高级顾问告诉美媒，特朗普这
样做的部分动机是，他相信班农能帮助他在政治
上东山再起。

“我想让你们知道，（让美国再次伟大）的运
动才刚刚开始。”在19日发表的告别演说中，特朗
普也暗示周三不是他在政治舞台上的最后一
天。在这段提前录制的19分钟视频中，特朗普祝
新一届政府“好运”。这被美媒认为是特朗普对

继任者罕见的善意，但他自始至终都没有提及拜
登的名字。特朗普将演讲的绝大部分时间用于吹
嘘自己任内的“政绩”，包括自己成为“几十年来第
一位没有发动新战争的总统”，打造了“世界历史
上最伟大的经济”，撕毁与他国的贸易协定以及联
合盟友“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对抗中国”。他甚至宣
称自己的政府“恢复了美国在国内的力量和在国
际上的领导地位”，再次“赢得世界尊重”。

“这4年是一场惨败。”特朗普的前助手萨姆·
农伯格不留情面地打脸道。美国广播公司20日
评论说，特朗普以一种打破常规的方式对待这个
国家的制度，给华盛顿留下一份巨变和分裂的遗
产，而他将以“分裂总司令”的标签被载入历史。

重建对华关系重建对华关系？？

20日在被问到拜登就任后俄美关系是否有
所改变时，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说，俄罗斯
将寻求与美国建立良好关系，美国是否有适当的
政治意愿将取决于拜登先生及其团队。伊朗总
统鲁哈尼20日称特朗普离任是“一个暴君时代
的结束”，表示“期待（拜登政府）回归法律和承
诺，如果可能的话，在未来4年消除过去4年的污
点”。

19日，拜登提名的多名内阁官员在参议院进
行提名确认听证。在涉华问题上，他们做了一些
强硬表态。国务卿人选布林肯声称中国对美国
国家利益构成最重大的挑战。国家情报总监人
选海恩斯说，美国应对中国所构成的“威胁”采取
强势立场。财长提名人耶伦则称，拜登政府将使
用所有可用的工具打击中国“不公平的贸易行
为”。俄罗斯卫星通讯社援引俄科学院世界经济
与国际关系研究所副所长洛马诺夫的话说，拜登
政府急需在国内统一彼此冲突的政治立场，这些
官员的此种言论在预料之中。

在拜登就任之前，美国商界领袖和经济学家
呼吁新政府对中国采取不那么敌对的态度，修复
特朗普发动贸易战造成的损失，防止世界最大的
两个经济体进一步脱钩。《南华早报》报道称，美
中贸易全国委员会喊话拜登政府重建与中国的
关系。该委员会援引牛津经济研究院的报告说，
如果美中关系进一步紧张以及两国经济脱钩，
2022年美国将减少73.2万个就业岗位，未来5年
的GDP可能缩水1.6万亿美元。该委员会建议
拜登政府取消贸易战中的关税措施，并就消除两
国市场准入壁垒进行谈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