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社交媒体推特11日说，他们
8日以来已经封禁超过 7万个和

“匿名者Q”阴谋论有关的账号。
法新社报道，美国国会大厦

遭暴力冲击后，推特8日以“存在
进一步煽动暴力行为的风险”为
由永久封禁美国总统唐纳德·特
朗普账号，并于同一天开始查封
关联特朗普的阴谋论账号。

推特安全部门在其官方博客

发文说，从 8日起，“我们封锁超
过 7 万个账号，其中不乏单人操
控多个账号的情况。这些账号成
规模地发布‘匿名者Q’相关的有
害内容，其主要目的是在全平台
散播这些阴谋论。”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
“匿名者 Q”2017 年出现在网络
上，是一个支持特朗普的阴谋论
团体。这一团体宣称特朗普正对

一个全球性的恋童癖网络发动秘
密战争，美国一些知名政治人物
是网络中的关键人物。这一团体
还指控去年 11 月举行的美国总
统选举存在舞弊。

2016年美国大选后，推特成
为特朗普最常用的发声渠道之
一。被永久封禁前，他的账号拥
有超过8800万名关注者。

缪培源（新华社特稿）

指称散播阴谋论，存在煽动暴力行为的风险

推特已封禁特朗普
关联账号7万多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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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电 据安莎社和
《共和国报》网站等意大利媒体
11日报道，意大利米兰大学牵头
的一个国际研究团队从该国一
名年轻女性皮肤病患者在 2019
年 11 月 10 日的活检样本中，发
现了新冠病毒基因序列。这一
结果将意大利“零号病人”出现
时间再次提前到2019年11月。

该研究结果发表在《英国皮肤
病学杂志》上。研究人员对2019
年最后几个月内没有得到确诊的
非典型皮肤病患者活检样本进行
了检测，发现该患者感染了新冠
病毒，而她的症状只是皮肤出现
红色斑块并有轻微喉咙疼痛。此
外，该患者在2020年 6月的一次
血清检测中被检出新冠病毒抗体
阳性。米兰大学研究人员认为，这

是目前意大利发现的最早新冠病
毒感染病例。该研究团队牵头人、
来自米兰大学的贾诺蒂向媒体表
示，在接下来的研究中，可能还会
发现比2019年 11月更早的新冠
病毒感染样本。他说，研究发现一
些感染新冠病毒的病例只表现出
皮肤病症状，因此他们想知道在新
冠疫情暴发前的皮肤病患者中是
否有人已经感染了新冠病毒。

此前，研究人员已在意北部城
市米兰和都灵2019年 12月的城
市废水样本中检测到新冠病毒。
2020年11月，意大利米兰国家肿
瘤研究所等机构研究人员在该国
《肿瘤杂志》上发表论文说，新冠病
毒可能早在2019年9月就已在意
大利传播，这比意大利报告首例新
冠确诊病例早了几个月。

美国国会骚乱引发的社
会震荡仍在持续，越来越多的
美国大企业为维护自身形象，
与部分共和党议员作切割。
有的企业宣布暂停向他们提
供政治捐款，更有激进的企业
明确表示支持罢免即将卸任
的总统唐纳德·特朗普。

全球最大酒店管理企业
万豪集团 10 日说，将暂停向
不愿认证总统选举结果的国
会议员捐款。摩根大通公司
同日说，其政治行动委员会今
后 6 个月将停止一切政治捐
款。花旗银行集团则在发给
员工的备忘录中提到今年第
一季度有意暂停政治捐款。

美国国会参众两院 6 日
举行联席会议认证总统选举
结果，暴力示威者闯入国会大
厦，5人在骚乱中丧生。国会
当天晚些时候恢复会议，完成

计票结果认证，宣布民主党总
统候选人约瑟夫·拜登当选美
国第46任总统，卡玛拉·哈里
斯当选副总统。然而在重新
认证过程中，依然有多达147
名共和党议员支持特朗普挑战
总统选举结果，这占到国会全
部共和党议员大约三分之二。

这些共和党议员中小部分
人已被指控参与制造骚乱。各
大知名企业迅速与他们划清界
限。截至11日晚，脸书、微软、
谷歌、亚马逊、爱彼迎、福特汽
车、通用电气、美国航空、可口
可乐、美国电话电报、康卡斯
特、美国运通银行、高盛集团、
万事达卡、思科系统、百思买等
众多行业巨头做出表态，考虑
暂停或已经决定暂停对某些共
和党议员、甚至全部共和党议
员的政治捐款。

郭倩（新华社特稿）

意大利出现“零号病人”
时间提前到2019年11月

多达 147名共和党议员支持特朗普
挑战总统选举结果

更多美国大企业暂停捐款作切割

美国国务卿迈克·蓬佩奥即
将卸任，而在他主管的美国国务
院，许多人早就盼着这一天，一些
人甚至已经开始“倒计时”。

美国《纽约时报》12日报道，
一些美国高级外交官试图延缓
蓬佩奥在任期最后阶段作出重
大政策改变，包括对华政策、把
也门胡塞武装定为恐怖组织以
及把古巴重新列入“支持恐怖主
义国家”名单，但是多数时候没
有成功。他们眼下正盼着蓬佩
奥赶紧走人。

一些国务院工作人员在办公
室里暗藏电子倒数计时器，等待
总统唐纳德·特朗普领导的政府
任期结束时刻。

报道说，国务院职业外交人
员与中央情报局局长出身的蓬佩
奥之间紧张关系已达“顶点”——
蓬佩奥“紧跟”特朗普，拒绝批评

甚至承认特朗普“煽动”支持者冲
击国会，激怒许多外交官和国务
院工作人员。上百名国务院工作
人员以及为国务院工作的律师通
过国务院内部渠道表达对蓬佩奥
的不满。

蓬佩奥定于 13 日开始任内
最后一次外交之旅，访问比利时
并会晤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秘书长
延斯·斯托尔滕贝格。《纽约时报》
报道说，蓬佩奥此行“最好”的结
果是陷入“尴尬”，斯托尔滕贝格
在美国国会受冲击当天在社交媒
体写道，“必须尊重”美国总统选
举结果。

美国国务院说，蓬佩奥此行
目的包括“再次确认美国对北约
的坚定支持”。而《纽约时报》说，
多数北约盟友记住的是特朗普曾
威胁要让美国退出北约。

（新华社）

据新华社电 据美联社
华盛顿1月 11日报道，美国
当选总统乔·拜登当地时间
周一宣布，他已选择资深外
交官威廉·伯恩斯出任中央
情报局局长。

报道称，现年64岁的伯
恩斯曾任美国驻俄罗斯和约
旦大使。他在国务院的职业
生涯长达33年，其间曾效力
多位共和党和民主党总统。

伯恩斯在外交使团中一路升
迁 ，直 至 出 任 副 国 务 卿 。
2014 年退休后掌管卡内基
国际和平研究院。

报道指出，特朗普 2017
年上台后国务院一片混乱，
伯恩斯一直三缄其口，直至
2020 年开始在美国《外交》
双月刊及其他刊物上撰文
严厉批评特朗普政府的多
项政策。

美国《纽约时报》12 日报
道，德国德意志银行决定，今
后将停止与美国总统唐纳德·
特朗普及其家族企业的商业
往来。

一名了解德意志银行内
部决策的消息人士说，特朗普
的支持者 6 日冲击美国国会
后，德意志银行作出上述决
定。德意志银行美国业务主
管克里斯蒂娜·赖莉先前在社
交媒体谴责冲击国会事件。

德意志银行是德国最大
商 业 银 行 之 一 。 路 透 社 报
道，德意志银行是特朗普家
族企业的最大贷款来源方，
后者现有未还贷款大约 3.4
亿美元。

路透社去年 11 月报道，
德意志银行在美国大选举行
后寻求与特朗普切割，原因是
不堪忍受特朗普所作所为给
银行带来的负面影响。

（新华社）

蓬佩奥在美国务院内部被“倒计时”
蓬佩奥称伊朗与“基

地”组织有关联

伊朗外长予以驳斥

德意志银行将停止与特朗普商业往来

美媒：伯恩斯将出任中情局局长
12日，印尼国家交通安全委员会主席（左）接过黑匣子 新华社发

据新华社电 印度尼西亚军方
12日确认，印尼搜救人员当天下
午打捞起日前失事的印尼三佛齐
航空公司客机一个黑匣子“飞行数
据记录仪”，另一个黑匣子“驾驶舱
话音记录仪”的位置也已锁定。

印尼国民军司令哈迪在雅加
达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印尼
海军潜水员在雅加达西北部拉基
岛附近海域打捞起“飞行数据记
录仪”，将交给印尼国家交通安
全委员会进行检查。哈迪说，通
过水下定位信标，“驾驶舱话音
记录仪”的位置也已锁定，很快

会打捞出水。
据当地媒体报道，“飞行数据

记录仪”当天 14 时许被打捞出
水，外观完整。

印尼国家交通安全委员会主
席贾约诺说，下载“飞行数据记
录仪”全部数据需要 2 至 5 天时
间，委员会将对数据进行分析。
他说，在获得全部数据前无法判
定飞机失事原因。

印尼三佛齐航空公司一架载
有 62 人的波音 737－500 客机 9
日下午失事，坠毁在雅加达千岛
群岛区域海域。

当地时间1月12日，美国副总统彭斯拒
绝了众议院议长南希·佩洛西和其他民主党
人提出的援引宪法第25条修正案来解除特
朗普总统职务的呼吁。

彭斯在12日晚公布的致佩洛西的信中
写道：“我不认为这样的行动符合我们国家
的最佳利益，也不符合宪法。” （央视）

印尼打捞起失事客机一个黑匣子

彭斯拒绝引用
美国宪法第25条修正案

免职特朗普

据新华社电 美国国务卿蓬
佩奥 12 日称伊朗与恐怖组织“基
地”组织有关联，伊朗外长扎里
夫随即予以驳斥。

蓬佩奥当天在位于华盛顿的
美国全国记者协会发表讲话，称伊
朗情报部门和伊朗伊斯兰革命卫
队为“基地”组织活动提供便利，

“伊朗是‘基地’组织的新总部”。
针对蓬佩奥的讲话，扎里夫随

即予以驳斥。扎里夫在社交媒体上
发文说，所有参与“9·11”袭击的恐
怖分子均来自蓬佩奥“特别中意的
中东目的地”，没有一人来自伊朗。

“蓬佩奥正以更多的好战谎言悲惨
地结束其灾难般的职业生涯。”

不受待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