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委国防部长：
军队只效忠于
最高指挥官马杜罗

马杜罗要求司法部门对瓜伊多
的违法行为立即进行处理。同时，马
杜罗指责美国策动委国内政变，决
定即日起彻底中断与美国的外交和
政治关系，并要求美国驻委使馆全
体人员72小时内离开委内瑞拉。

马杜罗宣布与美国断交后，瓜
伊多以“临时总统”名义向所有驻委
外国使馆发公告称，委内瑞拉将维
持与所有国家的外交关系，要求所
有国家驻委使节都不要撤离。

委国防部长洛佩斯表示，军队
只效忠于最高指挥官马杜罗，不接
受“临时总统”瓜伊多，并将挫败一
切政变阴谋。

委执政党统一社会党第一副主
席卡韦略则要求执政党支持者从当
晚起在总统府门口集体守夜，以维
护宪法，防止任何政变图谋。

此间分析人士认为，目前总统
马杜罗并未因死亡、疾病或其他原
因无法履职，因此从法律角度来说，
瓜伊多自封“临时总统”没有依据。

美国：
马杜罗是“前总统”
无权决定与美国断交

在2018年5月举行的总统选举
中，马杜罗成功连任。今年1月10日，
马杜罗宣誓就职，但美国等国以选
举“不自由、不公平”为由拒绝承认
马杜罗的合法性。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23日发表声
明称，美国将与“‘临时总统’瓜伊多
领导的委内瑞拉政府”保持外交关
系，不承认马杜罗政权为委内瑞拉
政府。因此，美国认为“前总统马杜
罗无权决定与美国断交或宣称美国
外交官为不受欢迎的人”。

特朗普23日在白宫的一个会议
上没有正面回应记者关于美国是否
会出兵委内瑞拉的问题。他说，美国
目前没有考虑采取任何措施，但所
有选项都是可能的。

美国圣安塞尔姆学院助理教
授克里斯托弗·加尔迪耶里告诉记
者，从查韦斯执政时起，美国共和
党人就对委政府持负面看法。因
此，很可能是白宫的建制派官员促
使特朗普做出承认瓜伊多为“临时
总统”的决定。

美国总统与国会研究中心副主
任丹·马哈菲表示，美国承认瓜伊多
为“临时总统”是为了否定马杜罗政
权的合法性。委局势如何发展要看
马杜罗能否依靠军队或其他安全部
队来巩固他的政权。

瓜伊多的“临时总统”能当多
久，值得世人关注。 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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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23日宣
布，委内瑞拉正式与美国断交。

马杜罗当天下午在总统府附
近举行的群众集会上表示，由于美
国不断策动委国内政变，委内瑞拉
政府决定彻底中断与美国的外交
和政治关系。

马杜罗说，他已签署文件，要
求美国驻委内瑞拉使馆所有外交
人员在72小时内撤离。他表示，美
国总统特朗普支持反对党成员、议
会主席胡安·瓜伊多为委“临时总
统”是极不明智的行为。

23日早些时候，瓜伊多在反对
党支持者集会上自行宣布就任委
内瑞拉“临时总统”。特朗普随即发
表声明，承认瓜伊多为委“临时总
统”，并称美国将继续通过经济和

外交手段向委内瑞拉施压。
一些拉美国家也紧随美国

的步伐表态支持瓜伊多。瓜伊多
现年35岁，隶属反对党“人民意
愿”，今年1月5日出任委内瑞拉
议会主席。

对此，委内瑞拉政府表示，根
据委最高法院裁决，委内瑞拉议会
自2016年1月以来一直处于非法状
态，因此议会领导人的职务及行为
都完全无效。

在2018年5月举行的大选中，
马杜罗获胜，成功连任委内瑞拉总
统。本月10日，马杜罗宣誓就任新
一届委内瑞拉总统。但美国等一些
国家以民主和人权为由拒绝承认
马杜罗的新任期，并不断扩大对委
经济、金融和贸易制裁。

女儿用母亲“给”的子宫产下宝宝

我国首个
移植子宫内孕育宝宝出生

1月23日，记者从空军军医大学西
京医院获悉，1月20日18时19分，我国
首位接受子宫移植手术的患者在该院
妇产科平安产子。经陕西省科学技术
信息研究所检索，这是中国第一个、全
球第十四个在移植子宫内孕育的宝
宝。这个孩子的出生标志着我国在生
殖医学子宫因素不孕治疗领域取得突
破性成就，同时在子宫移植领域走在
了国际前列。

“2015年，该患者到西京医院就诊。
诊断结果显示：该患者先天性无子宫，
她只有通过子宫移植的方法才有可能
成为母亲。在器官移植领域，由于子宫
位于人体盆腔深部、血管纤细，所以术
中血管切取、缝合难度极大，排斥反应
强烈，至今仍是世界性医学难题。”西京
医院妇产科主任陈必良表示。

2015年11月20日，在该院伦理委员
会评审同意后，医院组织妇产科等11个
学科、38位专家，历时14个小时，为患者
实施了中国首例人子宫移植手术，成功
将患者母亲的子宫移植给该患者。其后
几年，该院专家团队持续改善其子宫内
膜情况，为胚胎着床做好准备。

2018年6月13日，西京医院妇产科
王西林教授在黄艳红教授的配合下，将
冷冻胚胎放入移植子宫内。14天后，复
苏胚胎着床，该患者成功妊娠。2019年1
月20日，该患者在西京医院妇产科经剖
宫产手术，诞下一名体重2公斤、身长48
厘米的健康男婴。据介绍，中国育龄妇
女中，子宫性不孕人数约有100万左
右。中国首例在移植子宫内孕育宝宝
的出生，为众多子宫性不孕女性带来
了希望。 据陕西日报

特朗普：
将在政府重新开门后
发表国情咨文

美国联邦政府部分“停摆”当地时
间23日进入第33天。特朗普当晚在社
交媒体上说，他将在联邦政府重新开
门后发表国情咨文。

特朗普说，众议长佩洛西在政府
关门期间邀请他发表国情咨文，随后
又因为政府关门而改变主意建议延
期，这是佩洛西作为众议长的“特
权”，他现在期待在不久的将来发表
国情咨文演讲。

1月3日，佩洛西在当选众议长当
天，曾致信特朗普邀请他1月29日在
国会众议院发表国情咨文。16 日，佩
洛西以政府“停摆”导致“安全忧虑”为
由，建议特朗普延期发表国情咨文或
更改发表方式。23 日，特朗普致信佩
洛西，拒绝改变发表国情咨文的日期
和地点安排，称她提出的安全忧虑并
不存在。佩洛西随后回信称，在联邦政
府重新开门前，众议院不会考虑通过
授权特朗普在众议院发表国情咨文演
讲的决议案。

23日，民主党掌控的国会众议院
第 10 次通过民主党为结束政府关门
提出的一揽子提案，为加强边境安全
增拨更多款项，但主要用于增加技术
设备和边防人员等，不能用于建造边
境墙。24 日，国会参议院将就两项结
束政府关门的提案投票。 据新华社

马杜罗：美国策划政变

委反对党成员委反对党成员、、议会主席瓜伊多议会主席瓜伊多2323日自行日自行
宣布就任委内瑞拉宣布就任委内瑞拉““临时总统临时总统”，”，特朗普随即发特朗普随即发
表声明表声明，，承认瓜伊多为委承认瓜伊多为委““临时总统临时总统””

马杜罗指责美国策动委国内政变马杜罗指责美国策动委国内政变，，决定即决定即
日起彻底中断与美国的外交和政治关系日起彻底中断与美国的外交和政治关系

委国防部长洛佩斯表示委国防部长洛佩斯表示，，军队只效忠于最军队只效忠于最
高指挥官马杜罗高指挥官马杜罗，，不接受不接受““临时总统临时总统””瓜伊多瓜伊多，，
并将挫败一切政变阴谋并将挫败一切政变阴谋

意见强调，支持河北雄安新区
全面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要以习
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
九届二中、三中全会精神，坚持和加
强党的全面领导，坚持稳中求进工
作总基调，坚持新发展理念，按照统
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协调
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要求，以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始终坚
持世界眼光、国际标准、中国特色、
高点定位，牢牢把握北京非首都功
能疏解集中承载地这个初心，紧紧
围绕创造“雄安质量”、建设“廉洁雄
安”和打造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全国
样板，进一步解放思想、勇于创新，
赋予雄安新区更大的改革自主权，
着力在创新发展、城市治理、公共服
务等方面先行先试、率先突破，构建
有利于增强对优质北京非首都功能
吸引力、符合高质量发展要求和未
来发展方向的制度体系，推动雄安
新区实现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
公平、更可持续发展，努力打造贯彻
落实新发展理念的创新发展示范
区，为全国改革开放大局作出贡献。

意见要求，到2022年，适应雄安

新区定位和高质量发展要求、使市
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
好发挥政府作用的制度体系基本建
立，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取得
明显成效，优质宽松的发展环境和
活跃高效的创新氛围基本形成，对
北京非首都功能和人口吸引力明显
增强，改革开放作为雄安新区发展
根本动力的作用得到显现。

到2035年，雄安新区全面深化
改革和扩大开放各项举措得到全面
贯彻落实，构建形成系统完备、科学
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疏解到
新区的非首都功能得到进一步优化
发展，“雄安质量”标准体系基本成
熟并逐步推广，对推动高质量发展
的引领带动作用进一步凸显。

到本世纪中叶，雄安新区社会主
义市场经济体制更加完善，治理体系
和治理能力实现现代化，经济发展的
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基本
完成，社会充满活力又和谐有序，改
革开放经验和成果在全国范围内得
到广泛推广，形成较强国际影响力。

意见还就支持河北雄安新区全
面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的总体要求、
重点任务、保障措施作了具体部署。

支持在京国有企业总部
及分支机构向雄安新区转移

深入推进疏解到雄安新区的国
有企业和事业单位改革。支持在京
国有企业总部及分支机构向雄安新
区转移，在疏解中推动国有经济布
局优化、结构调整、战略性重组，促
进国有资产保值增值，推动国有资
本做强做优做大。完善资产管理体
制，建立以管资本为主的新区国有
资产监管机制，率先形成有效制衡
的法人治理结构和灵活高效的市场
化经营机制。坚持分类指导、宜混则
混的原则，积极稳妥发展混合所有
制经济，培育企业竞争力，雄安新区
国有企业除涉及国民经济命脉或承
担重大专项任务外，原则上可以探
索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推动在京
各类事业单位向雄安新区疏解，在
疏解过程中加快推进事业单位改
革，优化职能和人员结构，推进政事
分开、事企分开、管办分离。

个人产权住房
以共有产权房为主

构建新型住房供给体系。坚持
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定
位，落实职住平衡要求，推动雄安新
区居民实现住有所居。针对多层次
住房需求建立多主体供应、多渠道

保障、租购并举的住房制度，个人产
权住房以共有产权房为主。严禁大
规模开发商业房地产，严控周边房
价，严加防范炒地炒房投机行为。制
定与住房制度相配套、与开发建设
方式相适应的土地供应政策，完善
土地出让、租赁、租让结合、混合空
间出让、作价出资入股等多元化土
地利用和供应模式。探索不同供地
方式下的不动产登记模式，创新购
房与住房租赁积分制度。创新投融
资机制，吸引各类社会主体参与雄
安新区住房开发建设，支持专业化、
机构化住房租赁企业发展，支持发
行房地产投资信托基金（REITs）等
房地产金融创新产品，明确管理制
度和运行方式，探索与之相适应的
税收政策。支持在雄安新区设立住
宅政策性金融机构，探索住房公积
金制度改革。

以新机制、新模式
组建雄安大学

推进现代教育体系建设。支持
雄安新区引进京津及国内外优质教
育资源，教育布局要与城市发展布
局和产业布局相匹配，推动雄安新
区教育质量逐步达到国内领先水
平。引导和支持在京高校、有创新特
色的中等职业学校等通过整体搬
迁、办分校、联合办学等多种方式向
雄安新区疏解转移，支持“双一流”

建设高校在雄安新区办学，以新机
制、新模式组建雄安大学，统一建设
公共服务设施、科研设施、科技创新
平台，努力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和一
流学科。建立雄安新区企业举办或
参与举办职业教育、高等教育新机
制，创建产教融合型城市。

支持设立雄安银行
筹建雄安股权交易所

有序推动金融资源集聚。吸引
在京民营金融企业到雄安新区发
展。支持设立雄安银行，加大对雄安
新区重大工程项目和疏解到雄安新
区的企业单位支持力度。研究建立
金融资产交易平台等金融基础设
施，筹建雄安股权交易所，支持股权
众筹融资等创新业务先行先试。有
序推进金融科技领域前沿性研究成
果在雄安新区率先落地，建设高标
准、高技术含量的雄安金融科技中
心。鼓励银行业金融机构加强与外
部投资机构合作，在雄安新区开展
相关业务。支持建立资本市场学院
（雄安），培养高素质金融人才。研究
在雄安新区设立人民银行机构，推
进综合性、功能性金融监管体制改
革，探索建立符合国际规则的金融
监管框架，加强本外币协同监管，实
现雄安新区所有金融活动监管全覆
盖，牢牢守住不发生系统性、区域性
金融风险底线。 据新华社、央视

雄安新区：
个人产权住房以共有产权房为主

中共中央国务院就支持河北雄安新区全面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提出指导意见

中共中央国务院日前就支持河北雄安新区全
面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提出指导意见。

意见指出，设立河北雄安新区，是以习近平同
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入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作出
的一项重大决策部署，是继深圳经济特区和上海
浦东新区之后又一具有全国意义的新区，是重大
的历史性战略选择，是千年大计、国家大事。

意见亮点速览

委美不睦已久 未来难测
分析人士指出，委内瑞拉与美国关系不睦已久，此次更是因为美方承认委反对派自封

的“临时总统”而与美彻底决裂，两国关系将继续恶化到何种程度难以预测。

/ 国际观察 /

委内瑞拉
宣布

与美国断交

1月23日，委总统马杜罗（中）在群众集会上讲话。他当日宣布，委内瑞拉正式与美国断交 新华社发

1月23日，委反对党成员、议会
主席胡安·瓜伊多（中）在反对党支
持者集会上发表讲话 新华社发

泰国迎五年来首次大选
选举国会下议院全部500个席位

泰国选举委员会主席伊提蓬23日
下午宣布，泰国将于今年3月24日举行
近5年来首次大选，选举国会下议院全
部500个席位。

伊提蓬23日在新闻发布会上说，
分区下议院议员参选人需要在2月4日
至8日间进行报名登记，各政党还需在
此期间提交不分区下议院议员和总理
人选名单等。

根据泰国现行选举制度，全国选
民将直接选举下议院500名议员。由选
举产生的下议院议员再与由全国维持
和平秩序委员会指派产生的250名上
议院议员一道，联合选出政府总理。

自泰国军方2014年政变推翻原民
选的为泰党政府以来，泰国下议院选
举一再推迟。2017年4月，泰国实施第
20部宪法。按照宪法和路线图安排，政
府必须在2019年5月9日前举行大选。

据新华社

正式启动！
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
面向社会公开招录消防员

记者24日从应急管理部获悉，应
急管理部近日发布《国家综合性消防
救援队伍面向社会招录消防员的公
告》，正式启动首次面向社会公开招录
消防员工作。

据应急管理部有关负责人介绍，
此次公开招录消防员18665名，其中：
消防救援队伍招录11880名，森林消防
队伍招录6785名。招录采用网上报名
方式，报名时间为1月25日24时至2月
28日18时。1月25日以后，招录对象可
登录招录网站（网址http：//xfyzl.119。
gov。cn）查询招录公告、招录计划、政
策法规等信息。 据新华社

针对委内瑞拉当前局势，外交部
发言人华春莹24日在例行记者会上
表示，中方支持委内瑞拉政府为维护
国家主权、独立和稳定所作努力。

有记者问：据报道，1月23日，
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瓜伊
多宣誓就任“临时总统”。美国、巴
西等国发表声明予以承认。委最高
法院重申全代会有关做法“违宪”。
马杜罗总统宣布断绝与美外交关
系。中方对此有何评论？

华春莹说，中方高度关注委内
瑞拉当前局势，呼吁各方保持理性
和冷静，在委宪法框架内通过和平

对话方式，为委内瑞拉问题寻求政
治解决方案。“中方支持委内瑞拉
政府为维护国家主权、独立和稳定
所作努力。”

她表示，中方一贯奉行不干涉
别国内政原则，反对外部干预委内
瑞拉事务，希望国际社会共同为此
创造有利条件。

记者另悉，俄罗斯外交部发
言人玛丽亚·扎哈罗娃在社交媒
体上说，西方试图在委内瑞拉变
更政权，委内瑞拉发生的事清楚
显示西方国家对国际法和他国
主权的真实态度。

中国外交部：
支持委内瑞拉维护国家主权、独立和稳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