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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1月13日电 国务院总理
李克强 1月 13日在中南海紫光阁应约同
越南总理范明政通电话。

两国总理互致新年问候和新春祝福。
李克强说，中越山水相连，拥有广泛共同利
益。过去一年，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同
越南党和国家领导人多次通电话，巩固了
双方战略互信，推动双边关系稳定健康发
展。新的一年，中方愿同越方加强战略沟

通，深化各领域交往，继续开展防控疫情合
作，妥善管控分歧，让中越全面战略合作伙
伴关系不断向前发展。经贸合作是两国合
作的重要领域，双边贸易去年取得可喜进
展。中方愿为越南优质农产品输华通关提
供更多便利。

李克强指出，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
协定（RCEP）今年年初如期生效，有助于
促进区域经济要素自由流动、推动贸易投

资扩容升级、维护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
定。中方愿同越方以及其他RCEP成员国
一道携手推动 RCEP有效实施，推进更高
水平的区域经济一体化，更好造福地区各
国人民。

范明政祝贺中国顺利实现第一个百
年奋斗目标，表示中国是越南的特殊伙
伴，推动越中关系全面深入发展是越外
交头等优先。越方始终坚持一个中国政

策，支持中国发展强大、在地区和国际事
务中发挥更大作用，支持中国成功举办
北京冬奥会。越方愿同中方继续加强两
党两国战略沟通和政治互信，提升各领
域合作质量，开展紧密有效的防疫合作，
提高边境口岸通关效率，加强多边领域
协调配合，妥善处理分歧，推动越中关系
不断深化。

何立峰出席上述活动。

李克强同越南总理范明政通电话时强调

推进更高水平的区域经济一体化

新华社努尔苏丹1月13日
电（记者 张继业）集体安全条约
组织（集安组织）秘书长扎斯 13
日在阿拉木图市宣布，集安组织
维和部队从即日起开始撤离哈萨
克斯坦，并于10日内完全撤出。

哈方当天在阿拉木图市为集
安组织维和部队举行送行仪式。
哈国家反恐指挥部同日宣布，当前
哈安全局势整体稳定，全国14个地
区已完成反恐行动并解除“深红”级
别恐怖威胁预警，在阿拉木图州和
江布尔州的反恐行动仍在持续。

另据哈通社报道，哈总统托

卡耶夫 12日在首都努尔苏丹会
见扎斯，就集安组织近日给予哈
方的支持与援助表示感谢。

俄罗斯国防部网站13日发布
消息说，集安组织维和人员已开始
将保护哈方设施的任务移交给哈
执法机构。此外，俄维和部队已开
始准备整理装备和物资，并将同哈
方配合完成俄维和人员撤离工作。

吉尔吉斯斯坦国防部同日表
示，参加在哈维和任务的吉武装
部队人员将于 14日从阿拉木图
州撤离，返回吉国内驻地。作为
集安组织成员国，吉方于本月 7

日向哈派遣了150名维和人员。
新年伊始，哈萨克斯坦西南部

曼吉斯套州多地液化气价格大幅
上涨，引发哈部分城市民众集会抗
议。托卡耶夫5日接受政府辞职，
并主持召开社会经济形势会议，决
定采取多项稳定物价措施。但部
分地区骚乱持续，多地出现骚乱者
冲击政府机构、攻击警察等情况。
随后，集安组织应托卡耶夫请求向
哈派出短期维和部队。

据腾格里新闻网消息，集安
组织维和部队人数为2030人，部
署在阿拉木图和努尔苏丹两市。

1月12日，游客在比利时安特卫普动物园参观第六届“中国花
灯节”。

近日，比利时安特卫普动物园举行的第六届“中国花灯节”吸引
了周边地区的大批游客。此次花灯节以欧洲童话“爱丽丝梦游仙境”
为主题，由中外艺术家合作设计制造的130件大型花灯装置将安特
卫普动物园装扮成了奇幻的童话世界。 新华社记者 郑焕松 摄

“中国花灯”携手“欧洲童话”

比利时“中国花灯节”
吸引周边地区大批游客

近4小时闭门会谈

北约与俄罗斯分歧依旧
据新华社布鲁塞尔1月12日电（记者 任珂）北约－俄罗斯理

事会会议12日在位于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的北约总部举行，讨论
俄与北约关系以及欧洲安全等问题，双方在北约东扩等问题上分
歧依旧。

此次会议是北约－俄罗斯理事会两年多来举行的首次会议，
近4小时的会议以闭门形式举行。俄外交部副部长格鲁什科和国
防部副部长福明率团出席，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美国常务副
国务卿舍曼和其他北约成员国代表与会。

格鲁什科在会后举行的记者会上说，双方讨论了近年来导致
欧洲安全恶化的所有因素，会议有助于了解对方立场，同时也表明
双方在众多基本问题上存在分歧。俄方准备继续与北约对话，但
对话取得成果的前提是谈判必须朝着共同的目标迈进。

格鲁什科表示，北约东扩严重影响欧洲安全，并导致安全局势
恶化。俄方要求北约为排除其进一步东扩的可能提供法律保障。
俄方以书面形式向北约提出改善欧洲安全的建议，希望北约也能
以书面形式提出意见，或解释无法接受的原因。

格鲁什科说，俄罗斯希望在利益平衡的基础上摆脱与北约的
关系危机。如果北约改变其“共同安全”立场，俄方不排除恢复其
常驻北约代表团的工作。

斯托尔滕贝格在记者会上表示，双方分歧“难以弥合”，但会谈
是一个积极信号。双方都认为有必要恢复对话。北约将尽一切努
力寻找政治进展的道路。

2021年 12月，俄罗斯外交部就与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开展
安全保障对话发表声明，要求美国和北约为排除北约进一步东扩
的可能提供法律保障。同月，俄罗斯向美方提交了俄美安全保障
条约草案和俄与北约成员国安全保障措施协议，内容包括要求排
除北约进一步东扩，美方不在非北约成员国的原苏联加盟共和国
领土上建立军事基地、不同这些国家发展军事合作，以及北约承诺
不把乌克兰等国纳入北约等。

八国因拖欠会费失去
联合国大会投票权

据新华社联合国1月12日电（记者 王建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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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社伦敦1月12日电（记者 张代蕾 许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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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约翰逊承认违规参加酒会
英国舆论敦促其引咎辞职

1月12日，警察佩戴口罩经过英国伦敦大本钟。
英国国家统计办公室12日公布的最新调查数据估

计，在新年第一周内，该国超过430万人感染新冠病毒，
高于此前一周的370万人，再创最高纪录。 新华社发

哈安全局势整体稳定

集安组织维和部队开始撤离

11 月月 1313 日日，，在哈萨克在哈萨克
斯坦阿拉木图斯坦阿拉木图，，集安组织集安组织
维和部队在送行仪式上接维和部队在送行仪式上接
受检阅受检阅。。 新华社发新华社发

影响多方面影响多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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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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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社特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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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奔中国来，向发展去。近日，来自沙特、
科威特、阿曼、巴林、土耳其等中东国家的外
长以及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海合会）
秘书长接连访华，与中国共叙友好、共话合
作、共谋发展。伊朗外长也访华在即。这是
继去年3月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七天访问中
东六国后，中国与中东地区的又一轮密集互
动，让人感受到共同促合作、携手向未来的融
融暖意。

多场会谈，“深化合作”频频成为关键词，
展现出中国与中东地区务实合作未来将更加
多元化的广阔前景。访问期间，沙特、科威
特、土耳其等国外长分别表示，愿意加强沙特

“2030 愿景”、科威特“2035 国家愿景”、土耳
其“中间走廊”计划等与“一带一路”对接。中
国和中东多国在5G、大数据、电子商务、新能
源等领域将进一步拓展合作。中方和海合会
还一致同意尽快完成中海自贸协定谈判，一
致同意尽快召开第四次中海战略对话，共同
制定并签署今后三年战略对话行动计划，为
双方合作注入新内容，拓展新领域。在中国
和中东国家共同努力下，中东的区位优势将
更好地转化为发展动能，中东地区与中国优
势互补、互利共赢的大格局有望早日形成。

这样的密集外交互动，体现了中东多国对中国的信任和认
同。多年来，中东地区饱受大国博弈和地缘争夺之苦。个别西
方大国为维护霸权私利，长期在中东地区挑动阵营对抗，煽动

“颜色革命”，推行所谓“民主改造”，甚至悍然发动战争，严重妨
害地区和平稳定和健康发展。中国主张，中东只属于中东人民，
不是任何人的领地。中东不应沦为大国博弈的受害者和地缘冲
突的牺牲品，地区国家应摆脱大国地缘争夺，走联合自强之路。
中国坚持从事情本身的是非曲直出发，坚持从中东人民根本利
益出发。中国不找代理人，而是劝和促谈；不搞势力范围，而是
推动大家一起加入“一带一路”朋友圈；不谋求填补“真空”，而是
编织互利共赢的合作伙伴网络。

从积极参与解决伊朗核问题相关进程，到持续推进同中东
国家疫苗合作，从加强治国理政交流到促进文明对话，中国以扎
实行动践行主张，中国和中东国家合作取得累累硕果，为相关国
家和地区探索具有自己特色的发展道路带来宝贵助力。中国的
建设性作用，受到中东国家高度好评。海合会秘书长纳伊夫表
示，海合会高度赞赏中国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的重要影响和积
极作用，坚信海中合作有利于海湾地区的稳定与发展，并为人民
带来巨大福祉。

人们有理由相信，中国和中东国家心手相连、并肩迈步，必
将在共同发展的道路上行稳致远。

新华社德黑兰1月13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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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住行涨价

美国通胀率创近40年新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