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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本被定调为“温和”调整的英国内阁改
组因赛义德·贾维德 13 日“意外”辞任财政大
臣而平添几分戏剧性。英国首相鲍里斯·约翰
逊很快任命贾维德副手、财政部第一副大臣里
希·苏纳克“补缺”以平息风波。

多家英国媒体解读，约翰逊此番改组内阁旨
在强化对政府、特别是对财政部的掌控，以便推
进英国脱离欧洲联盟后的议程。

财长换“亲信”

这是约翰逊去年 7月就任首相以来首次改
组内阁。英国首相府先前向媒体吹风说，内阁
改组旨在挖掘人才、关注女性、奖励“忠臣”，且
不会像首相顾问多米尼克·卡明斯主推的政府
架构重组那样“激进”。

但财政大臣贾维德 13日拒绝留任，让原本
不会大改的内阁调整突生枝节。贾维德告诉媒
体记者，尽管对首相有意让他留任感到“非常高
兴”，他无法接受首相所设附加条件，“除了辞
职别无选择”。贾维德说，约翰逊要求他“替换
全部政治顾问”，他“不相信任何有自尊的内阁
大臣会接受这样的条件”。

路透社报道，约翰逊很快任命财政部第一副
大臣苏纳克接替贾维德。苏纳克先前在高盛供
职，是印度一名富豪的女婿，坚定支持首相，常常
现身媒体宣介政府政策。不少保守党人认为，苏
纳克与约翰逊的“脱欧”后愿景可能更合拍。

另据英国《卫报》报道，苏纳克同意今后与
首相府“共享”顾问团队。首相府一名发言人证
实，约翰逊已组建新经济团队，同时向首相和财
政大臣提供建议，以便双方密切协调。

前“脱欧”事务大臣斯蒂芬·巴克利将接任
财政部第一副大臣。这一职位对原定 3月 11日
举行的财政大臣首场预算报告意义重大。英国
天空新闻频道报道，首相府发言人拒绝明确预
算报告能否如期举行。

多家媒体预期，随着贾维德离开财政部、
首相府加强对“钱袋子”管控，英国今后可能
为推行“脱欧”后政府议程采取更具扩张性的
财政政策。

“脱欧派”上位

按照《卫报》的说法，多名“脱欧派”人士
13日入阁，顶替被视作“不忠”的阁僚，显现卡
明斯对首相的重要性。

内政部国务大臣布兰登·刘易斯接替朱利
安·史密斯出任北爱尔兰事务大臣。国际发展
大臣阿洛克·夏尔马被视作约翰逊的“铁杆”追
随者，接替安德烈娅·利德索姆出任商业大臣。

夏尔马留出的国际发展大臣空位由英国武
装部队国务大臣安妮·玛丽·特里维廉填补。特
里维廉和“脱欧”事务次官苏埃拉·布雷弗是本
次改组中获提拔的两名女性。布雷弗接替杰弗
里·考克斯出任总检察长。环境、食品和乡村事
务大臣特雷莎·维利尔斯以及数字化、文化、媒
体与体育大臣妮基·摩根离任。先前出任住房、
社区和地方政府事务部国务大臣的女性阁僚埃
丝特·麦克维伊也遭解职。

维利尔斯的继任者是同部门的国务大臣
乔治·尤斯蒂斯。财政部主计长兼首席内阁大
臣奥利弗·道登接替摩根。

作为约翰逊实际上的副手，兰开斯特公爵
郡大臣迈克尔·戈夫一直掌管内阁办公厅，本
次调整后正式加获内阁办公厅大臣头衔。英
国外交部、内政部、国防部、司法部和卫生部
等 10个部门的“一把手”以及分管苏格兰和威
尔士事务的两名大臣人选不变。

约翰逊定于 14 日晚些时候召开新内阁首
次会议，并完成对内阁较低级别官员的任命。

新华社特稿

新华社北京 2 月 14 日电 12 日至 13
日，德国、澳大利亚和越南报告新冠肺炎患
者痊愈。与此同时，日本、越南、罗马尼亚
等国报告新发病例，日本出现首个死亡病
例。

世界卫生组织卫生紧急项目负责人迈
克尔·瑞安 13日在日内瓦举行的记者会上
表示，除了正在接受全船检疫的“钻石公
主”号邮轮上，目前尚未看到新型冠状病毒
在中国以外的地方传播急剧增加。

数据显示，近几日，中国以外新增病例
主要集中于停靠在日本横滨港的“钻石公
主”号邮轮上。日本厚生劳动省 13 日宣
布，该船新确诊患者 44 人，使船上感染总
人数升至 218人。

德国巴伐利亚州卫生部门 13 日公布，
该州一名新冠肺炎患者治愈出院，这是德
国首位痊愈患者。德国总计报告 16 例新
冠肺炎确诊病例，其中 14例为位于巴伐利
亚州的韦巴斯托公司员工或家属。

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卫生部 13 日
发布公告说，该州 4 名新冠肺炎确诊患者

已全部康复。卫生部门新闻发言人当天对
新华社记者说，他们采用的治疗方案是根
据患者不同的临床症状而采取的相应支持
疗法。

据越通社报道，越南 1 月 23 日首批确
诊的两名新冠肺炎患者，先后于 2月 4日和
12日从胡志明市大水镬医院痊愈出院。

越南卫生部 13 日宣布越南永福省再
确诊一例新冠肺炎病例。越南累计确诊病
例 16 例，疑似病例 82 例，确诊患者中有 7
人已治愈出院。

据日本厚生劳动省公布数据，13 日该
国新增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者包括东京一名
70多岁男性出租车司机、歌山县一名 50多
岁男性医生和千叶县一名 20 多岁男子。
此外，一名 80多岁日本女性 13日死亡后被
确认感染新型冠状病毒，这是日本出现的
首个死亡病例。

罗马尼亚外交部 13 日发布公报说，一
名搭乘“钻石公主”号的罗马尼亚公民确诊
感染新型冠状病毒，这是首次确认有罗马
尼亚公民感染。

美国五角大楼 13日调用拨给多个
军事项目的数十亿美元资金，用来支
持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在美国和墨西
哥边境修筑“边境墙”。

包括共和党“鹰派”人物在内的多
名国会议员认定，这一举动再次表明，
为兑现竞选承诺巩固“票仓”，特朗普
不惜牺牲国家安全。

钱从哪来

美国国防部长马克·埃斯珀 13 日
同意国土安全部 38 亿美元“筑墙费”
请求。依据提供给国会议员的项目调
整文件，五角大楼决定砍掉生产和采
购十多架飞机以及拨给其他军事项目
的资金，转作筑墙费。五角大楼坦言，
不排除今后继续以这种方式支持“筑
墙”。

特朗普 2016年竞选总统时承诺修
建美墨“边境墙”，以阻止非法移民入
境。媒体预计，特朗普 2020 年竞选连
任期间将继续主张采取强硬移民政
策。

美联社报道，五角大楼调用的项
目资金涉及采购和生产 2 架 F－35 战
斗机、8架“死神”无人机、4架空军 C－
130 运输机、2 架海军陆战队“鱼鹰”运
输机、多艘两栖舰船、多辆陆军车辆及
部分国民警卫队装备。如果项目被
砍，预期会遭到一些国会议员反对，因
为这些项目原本会为议员所在选区和
州带来就业岗位。

记者提问五角大楼今年晚些时候
会否砍掉更多国防项目资金，美国助
理国防部长帮办鲍勃·萨莱斯 13 日回
答，不排除这种可能。他说，最新调用
资金将在加利福尼亚州、亚利桑那州
和得克萨斯州 6 处受联邦政府管控地
区修筑“边境墙”。

五角大楼去年砍掉多个军事项
目 ，调 用 36 亿 美 元 用 于 修 筑“ 边 境
墙”。由于受影响项目关联不少共和
党籍议员所在选区和州，一度引发他
们不满。

加剧分歧

美联社报道，五角大楼最新决定
进一步加剧特朗普与反对调用军事资
金“筑墙”的国会议员间分歧。

“今天的项目调整请求再次表明，
总统沉迷于以国家安全为代价来兑现
竞选承诺，”国会众议院军事委员会主
席、民主党人亚当·史密斯在一份声明
中说，“这个（特朗普）政府已经从国防
部偷走数以十亿计美元来修筑总统的

‘名利墙’。今天，他们在糟糕政策上
变本加厉。”

这一委员会职位最高的共和党人
马克·索恩伯里说，国会拥有决定国防
资金如何支配的宪法权力，“今天的项
目调整与国会宪法权力相悖”。

民主党籍众议院议长南希·佩洛
西和参议院民主党领袖查克·舒默在
一份声明中指认这一做法“偷窃”，违
背特朗普向服役军人许下的诺言，认
定它破坏美国国家安全。

美联社报道，为修筑“边境墙”，特
朗普迄今经由常规国会渠道获得总计
超过 30 亿美元，借助其他渠道调用接
近 70亿美元。 新华社特稿

火势受控制

澳大利亚东海岸本周早些时候迎来
强降雨。新州农村消防局说，全州现有 24
处起火点，所有火情得到控制。

新州农村消防局副局长罗布·罗杰斯
告诉澳大利亚广播公司记者：“在众多消
防员和居民饱受灾难性林火季之苦以后，
新南威尔士州所有火情现在得到控制。
这是个好消息。”

新州去年 9月起出现林火，1月火情最
严重时，新州境内有将近 150处起火点，火
势蔓延大约 6000公里。

受气候变化等因素影响，澳大利亚连
续三年干旱，加剧林火灾情。大火在澳大
利亚烧毁数以千计房屋，迫使大量当地居
民和游客撤离。

久旱逢甘霖

助力灭火同时，上周强降雨有效缓解
新州持续三年干旱，水库水位上涨。

气象数据显示，新州首府悉尼及周边
地区降雨量接近 400毫米，沃勒甘巴水库蓄
水量过去一周增加超过 33％，蓄水量为
76.5％，是 2018年 4月以来最高水平。悉尼
用水大约五分之四由沃勒甘巴水库供应。

新州是澳大利亚人口第一大州，超过
700万人生活在这里。由于过去三年降水
稀少，新州部分地区饮用水储备不足一年
用量，一些地方政府只能花高价从其他州
购买。

气象预报显示，新州未来五天仍将迎
来降水，平均降水量有望超过 50毫米。

新华社特稿

多国新冠肺炎患者痊愈 英首相借内阁
调整强化权力

美国防部
调用军费筑“边境墙”

澳人口大州火情基本控制

得益于近期强降雨，澳大利亚人口第一大州新南威尔士州火情
基本控制。

这场林火持续将近 6 个月，在澳大利亚全境烧毁接近 1200 万公
顷土地，致死33人和大约10亿只动物。

2 月 13 日，在美国华盛顿，美国国会参议院少数党领袖舒默（前）在投票后出席新闻
发布会。

美国国会参议院 13 日通过一项旨在限制总统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的议案。参议
院当天以 55 票赞成、45 票反对通过这项由民主党参议员提出的议案。有 8 名共和党参
议员投了赞成票。议案要求总统在未获得国会授权情况下不得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

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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