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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莫斯科1月26日电（记者吴刚）
俄罗斯总统普京和美国总统拜登26日首次
通电话，讨论了双边关系发展及全球热点问
题等。

据俄总统网站 26 日发布的公告，普京
在通话中祝贺拜登就任美国总统。他表示，
鉴于俄美在维护世界安全与稳定方面的特
殊责任，两国关系正常化符合两国乃至国际
社会的利益。

公告说，两国总统对俄美当天就达成延
长《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协议交换外交照
会表示满意。俄美双方将于近期完成延长
该条约所需的所有必要程序。

公告说，两国总统还讨论了双边关系发
展和一些全球热点问题，其中包括两国在抗
击新冠疫情和经贸等领域的合作、美国单方
面退出《开放天空条约》、伊朗核问题全面协
议，以及俄方有关召开联合国安理会五常峰

会的倡议等。
另据美国白宫当天发表的声明，拜登和

普京在通话中讨论了两国将《新削减战略武
器条约》延长 5 年的意愿，同意双方团队应
尽快在2月5日前完成条约的延长工作，并
同意就一系列军控和新兴安全议题展开战
略稳定讨论。声明说，两国领导人同意继续
保持“透明且持续”的沟通。

新华社特稿

美国驻联合国代理代表理查德·米尔斯 26 日
表示，拜登政府将恢复与巴勒斯坦的关系，并对巴
勒斯坦提供经济、人道主义援助。此举逆转了特朗
普任期中断与巴勒斯坦关系的做法。

据美联社、“美国之声”报道，理查德·米尔斯26
日在联合国安理会高层视频会议上表示，拜登政府
致力于以“两国方案”解决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之间
的问题，并表示，拜登政府希望“慢慢建立”双方之
间被打破的信任。

米尔斯承认这个愿景正在“受到沉重压力”，但
他表示，这仍然是最佳的解决方案，“不能把和平强
加给以色列人或巴勒斯坦人的任何一方”。

此外，拜登政府还计划恢复美国对帮助巴勒斯
坦人民的经济发展与人道援助项目的财政支持，并
采取步骤以重新开启过去四年被中止了的外交联
系。

在特朗普执政期间，巴以关系、美巴关系都遭
到了极大的破坏。特朗普于去年1月出台“中东和
平新计划”。由于该计划在耶路撒冷归属、犹太人
定居点合法性等问题上过度偏袒以方，巴勒斯坦方
面明确拒绝了该计划的全部内容，巴勒斯坦总统阿
巴斯怒斥该计划为“世纪耳光”，宣布将断绝与以色
列和美国“一切关系”。2017年12月，特朗普还宣
布承认耶路撒冷为以色列首都，并启动美驻以使馆
从特拉维夫迁往耶路撒冷的进程。巴勒斯坦总统
称该决定是对所有为实现和平而付出的努力的“蓄
意破坏”。

据此前报道，时任国务卿的布林肯1月19日承
诺，拜登政府将继续承认耶路撒冷为以色列首都，
该表态在一定程度上沿袭了前总统特朗普的政
策。 本报综合消息

与前几任总统的内阁提名确认速度相比，拜登内阁
的组建速度确实太慢了一些。

当地时间1月26日，美国参议院以78票赞成、22票反
对的结果确认安东尼·布林肯出任国务卿，布林肯也成为
参议院确认的第四名内阁成员。此前参议院还表决批准
了拜登对国家情报总监、国防部长以及财政部长的提名。

大批内阁重要职位还在空缺中，尽管拜登反复强调，
希望参议院能够平衡好各项事务，有序推进内阁提名确
认以及其他立法事项。不过，就目前来看，参议院确实是

“分身乏术”。

没有对比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就没有伤害

据《国会山报》报道，拜登仍然缺少执掌司法部、国土
安全部、卫生与公众服务部等关键部门的常任官员，更别
说还有大量需要参议院批准的政府副职了。

与前几任总统的内阁提名确认速度相比，拜登内阁
的组建速度确实太慢了一些。

据美国全国公共广播电台（NPR）报道，尽管组建完
整内阁需要数月的时间，不过前总统小布什和克林顿都
用了相对较短的时间就组建了自己的核心内阁。小布什
在就职总统当天有7个内阁提名得到确认，奥巴马有6个
提名得到确认，而拜登就职当日只有埃夫丽尔·海恩斯担
任国家情报总监的提名得到确认。

布鲁金斯学会高级研究员凯瑟琳·坦帕斯指出，政府
各部门大约有 4000 个职位需要政治任命，其中 1200 到
1300个职位任命需要得到参议院批准。目前的状况是，
大量部门都缺乏高级领导人，这使得各部门的执行能力
受到限制，难以做出长远规划。拜登只能在不同部门安
排代理领导人，以便机构能够正常运转。

延迟权力过渡的影响开始显现延迟权力过渡的影响开始显现

当地时间2020年11月23日，美国总务署（GSA）正式
确认拜登为2020年总统选举中的“明显的胜者”，通知拜
登团队可以启动过渡进程。那时距离各家美媒纷纷报道
拜登赢得大选已经过去了近3周的时间。

据《国会山报》报道，分析人士指出，由于特朗普对大
选结果的质疑，总务署未能及时确认拜登胜选，导致现在
确认官员的进程受到影响。根据美国联邦法律，只有总
务署正式确认后，联邦调查局才能与即将上任的新一届
政府展开合作，对获得提名的官员进行背景调查。

另外，在某些情况下，部分较晚提名官员的繁琐文书
工作也导致确认过程被搁置。参议院情报委员会助手表
示，参议员们正在等待任命威廉·伯恩斯担任中央情报局
局长的相关文件。参议院司法委员会助手也表示，任命
梅里克·加兰为司法部长的文件也还没有得到回复。

““分身乏术分身乏术””的参议院的参议院

除外部原因外，参议院内部也有一脑门儿“官司”，导
致内阁提名的确认过程受阻。

据美国全国广播公司（NBC）报道，参议院民主党领
袖查克·舒默和参议院共和党领袖米奇·麦康奈尔一直就
参议院未来应如何运行难以达成一致。目前两党在参议
院平分100席位，届时将由众议院议长即副总统哈里斯
投出关键性一票。

此前，民主党参议员内部讨论要废除通过法案的60
票门槛——这一规则又被称为“阻挠议事”。此举引起麦
康奈尔极大不满，麦康奈尔表示，希望民主党人承诺保留

“阻挠议事”，以换取参议院委员会控制权的转移。不过，
包括舒默在内的民主党人表示，继续维持“阻挠议事”将
会使参议院陷入僵局。

在两名民主党参议员公开表示不会投票支持取消
“阻挠议事”后，麦康奈尔宣布让步。当地时间1月25日，
麦康奈尔发布声明称，他们计划仿效参议院在2001年达
成的协议，两党有相同数量的委员会席位，但允许多数派
打破僵局。

参议院权力分享协议终于得以推进。据《国会山报》
报道，一旦民主党人掌握了委员会的控制权，内阁提名任
命可能会进行得更快。

不过，参议院还将在接下来的两周准备对特朗普弹
劾案的审判，并与拜登就1.9万亿美元救助法案进行协
商。这些都会占用参议员对拜登内阁提名确认的时间。

当地时间1月26日，舒默再次表达了他对参议院能
够平衡各项工作的信心。“就像我一直说的，参议院能够
同时处理3件事情，本周我们会确认更多任命、准备一场
公正的审判，还会向民众提供新冠紧急救助”。

本报综合消息

新华社华盛顿1月26日电（记
者刘品然）美国国会参议院26日投
票批准前常务副国务卿安东尼·布
林肯出任国务卿。

参议院当天以 78 票赞成、22
票反对的投票结果批准了总统拜
登对布林肯出任国务卿的提名，
所 有 反 对 票 均 来 自 共 和 党 参 议
员。

布林肯19日在参议院外交委员
会举行的听证会上表示，拜登政府
会对美国在伊朗核问题、巴以问题、

也门冲突以及军控问题上的政策有
所调整。

布林肯现年58岁，有近30年外
交工作履历。布林肯在奥巴马政府
时期全程参与了美国国家安全和外
交事务的决策，曾先后担任时任美
国副总统拜登的国家安全事务助
理、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副助理以及
常务副国务卿。

美国国会参议院日前还表决批
准了拜登对国防部长、财政部长的
提名。

新华社华盛顿1月26日电（记
者孙丁 徐剑梅）美国总统拜登26日
签署一项备忘录，谴责新冠疫情中出
现的亚太裔美国人遭受种族歧视和
排外现象。

拜登在备忘录中说，新冠疫情
期间，煽动性和排外言论让亚太裔
人士、家庭、社区和商家处于风险
中。美国联邦政府须承认助推了这
些排外情绪，比如政治领袖用地理
位置指代疫情。这些言论引发针对
亚太裔毫无根据的担忧，同时造成
针对他们的霸凌、骚扰和仇恨犯罪
率上升。

拜登说，尽管遭受排外，亚太
裔在新冠疫情期间乃至美国历史
中让美国更加安全。估计约有 200
万名亚太裔人士作为医护人员和
应急人员等服务于应对这场危机
的一线。

拜登说，联邦政府应该处理针对
亚太裔的种族歧视、排外情绪等问

题。就此，他在备忘录中提出几项措
施，包括要求联邦政府所有部门和机
构采取适当措施，确保官方举措、文
件和声明中不会出现或造成针对亚
太裔种族歧视、排外情绪等的内容；
要求美国司法部长与各方协作，以防
止针对亚太裔的歧视、霸凌、骚扰和
仇恨犯罪等问题。

美国倡议团体联盟“停止针对亚
太裔的仇恨”发表声明对拜登备忘录
表示欢迎，同时透露，新冠疫情在美
国暴发以来，数千名亚裔美国人曾报
告遭遇仇恨和暴力行径，绝大多数人
生活在担忧之中。

在美国，针对亚太裔的歧视、骚
扰和暴力事件在新冠疫情中增加，美
国媒体和专家认为，一些政客反复将
病毒名称与地理位置联系在一起对
此负有一定责任。美国国会众议院
去年9月曾表决通过一项决议，谴责

“所有形式的与新冠病毒相关的反亚
裔情绪”。

美国司法部 26 日发布的文件显示，联邦调查
局（FBI）已确认国会大厦遭暴力冲击事件400余名
嫌疑人身份。

联邦调查局分管首都事务的助理局长史蒂文·
丹托诺证实，联邦检察官已对150多名嫌疑人提起
诉讼，罪名包括非法进入联邦建筑、盗窃、损坏公共
财产、袭击执法人员。

丹托诺说，联邦调查局已收集逾 20 万条有关
暴力冲击国会大厦的线索，调查人员获得500多张
传票和搜查令，协助搜集信息、锁定嫌疑人。

联邦检察官迈克尔·舍温当天告诉媒体记者，
检方将“尽可能多地”确认嫌疑人身份，联邦调查局
和检方不担心被大量起诉“累垮”，“没有人手不足
的问题”。

“不论情节轻重，只要你犯了罪，我们就会起
诉，不管你当时是在国会大厦里面还是外面。”舍温
说，下一步将调查暴力冲击国会大厦事件是否有组
织、有预谋，是否有个人或团体与身处现场的嫌疑
人“共谋”和“煽动叛乱”。法新社报道，这些罪名如
果成立，最重可判处20年监禁。

本月 6 日，时任总统唐纳德·特朗普的支持者
冲击国会，导致参众两院认证约瑟夫·拜登当选总
统的联席会议中断。一些示威者闯入国会大厦，与
警方发生冲突，一名警察和4名示威者死亡。一名
示威者还把两个爆炸装置分别放在国会大厦附近
的民主党、共和党办公地点，联邦调查局悬赏7.5万
美元通缉。 新华社特稿

普京与美国总统拜登通电话

美国官员：

拜登政府将恢复与
巴勒斯坦的关系

FBI确认

400余名冲击国会嫌疑人身份

这是这是11月月1919日布林肯在美国华盛顿出席参议日布林肯在美国华盛顿出席参议
院外交委员会听证会时的资料照片院外交委员会听证会时的资料照片。。新华社新华社//法新法新

拜登谴责在新冠疫情中

歧视亚太裔美国人现象

美国国会参议院

批准布林肯出任国务卿

既要忙弹劾，又要推法案

拜登组阁肉眼可见的拜登组阁肉眼可见的慢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