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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新冠肺炎疫情防控需要，“邮政杯”2020 湖南日报朗

读者主题活动颁奖典礼延期至 2021 年春节后举行，具体时

间另行通知。

特此公告

“邮政杯”2020湖南日报朗读者主题活动组委会

2021年 1月 8日

“邮政杯”2020湖南日报朗读者主题活动

颁奖典礼延期公告

各债权人：

株洲市湘江资源运营管理有限公司股东会于 2020 年 11

月 30 日作出决议，决定解散株洲市湘江资源运营管理有限

公司。现已成立清算组，请各债权人自接到通知书之日起

三十日内，未接到通知书的自公告之日起四十五日内，向清

算组申报自己债权。申报债权时应当说明债权的有关事

项，并提供证明材料。清算组将依法对债权进行登记。

株洲市湘江资源运营管理有限公司清算组

2021年 1月 8日

公 告

2021 年 1 月 4 日，从通道侗族自治县人民检察院获悉：为

推动窨井盖综合治理落实落地，该院近期开展了推进落实

“四号检察建议”专项行动。

“窨井盖虽小，但关系人民群众生命安全。”该院检察长

李春燕说。2020 年 11 月，该院组织对县城重点区域的窨井

盖开展检查，就发现的问题与相关部门座谈调研。围绕窨井

盖权属复杂、设计不合理等六个方面问题，该院深入分析问

题原因，提出解决对策并形成专项调研报告。该院就推进窨

井盖综合治理相关问题提出了建立沟通协调机制、加强管理

维护等六条建议，并向县住建局发出检察建议书。

该县县委高度重视窨井盖综合治理工作，怀化市委常

委、通道县委书记印宇鹰作出批示：窨井盖等城市基础设施

是保障和改善民生的重要抓手，也是人民群众最关心、最关

切的问题。要勇于担当，抓好落实，维护好人民群众的“脚下

安全”。

该县县政府召集检察、住建等 20 余家相关单位负责人，

召开联席会议专题研究窨井盖综合治理工作。明确了窨井

盖管理主体责任，部署建立健全沟通协调等机制建设和强化

城市管理服务热线建设等工作，在守护人民群众“脚下安全”

上迈出了齐抓共管的关键一步。 （张 辉 王超宇）

守护人民群众“脚下安全”
——通道检察院全力推动窨井盖综合治理落实落地

保险招标公告
湖南省芷江至铜仁高速公路土建工程保险项目工程险

公开招标即日起开始报名，凡有意合作的湖南省财产险公司

均可参加。

详情请登录：www.gsbxjj.com

联系人：李先生 电话：13467329229

湖南高速保险经纪有限公司

2021年 1月 8日

特朗普承诺
有序进行政权交接

新华社华盛顿1月7日电 美国总统特朗普

7 日凌晨发表声明说，尽管不同意总统选举结

果，但定于1月20日的政权交接将有序进行。

美国首都华盛顿
6 日下午发生美国政
治史上罕见一幕。大
批示威者闯入国会大
厦，正在举行的认证
大选结果的参众两院
联席会议被迫中断。
目前，据报道已有 4人
在国会暴力事件中死
亡，另有多人受伤。

这些拒绝接受总
统选举结果的示威者越
过警戒线，翻越国会大
厦围墙，打碎窗户，与警
察混战。相关视频画面
迅速传播到全球，让世
界再次目睹美国政治乱
象。美媒称，这是美国现
代史上权力移交第一次

“在华盛顿权力走廊内
演变成一场实体对抗”，
美国“政治体系可能已
经受到永久损害”。

四年“毒药政治”酿成“国家悲剧”
美国会大厦暴力事件致4人死亡

特朗普：
敦促示威者游行到国会大厦

从 5 日起，上万名美国右翼选民

在总统特朗普号召下，从各州赶赴华

盛顿。6 日，这些人在白宫外举行“拯

救美国”示威集会。特朗普在集会上讲

话，拒绝承认败选，敦促示威者游行到

国会大厦。

随后，数百名示威者冲入国会大

厦，与警察发生激烈肢体冲突。当时，

参众两院正根据宪法规定召开联席会

议，在副总统彭斯以参议院议长身份

主持下，统计并认证各州选举人团计

票结果。这是美国总统选举的最后一

步程序，以往只是“走过场”，这次却遭

到示威者冲击。

面对混乱局面，当选总统拜登发表

电视讲话，呼吁特朗普捍卫宪法，站出

来“结束（其支持者对国会的）包围”。特

朗普在社交媒体发布简短视频，重申

“选举被偷窃”的说法，同时呼吁示威者

“回家”。当晚，社交媒体推特宣布冻结

特朗普账号12小时。

在经历数小时的混乱后，国会 6

日晚重新开始统计并认证选举人团计

票结果。舆论普遍认为结果不存在悬

念，拜登将被国会正式确认当选美国

第 46 任总统。

党争越来越白热化
成就美国分裂的又一波峰

根据公开声明，占众议院共和党

人约三分之二的至少 140 名共和党籍

众议员和占参议院共和党人近四分之

一的至少 12 名共和党籍参议员，将支

持特朗普试图推翻总统选举结果的努

力，人数之多超乎美国朝野许多人士

意料。

此前，由于缺乏证据支持，特朗普及

其支持者发起的约60起选举诉讼都被驳

回或撤销。为何仍有如此多共和党人支持

特朗普推翻选举结果的努力？

不少分析人士认为，这相当程度

上与近年来美国两党政治的极化环境

存在密切关联。党争越来越白热化，社

交媒体“回音壁”效应越来越强，使得

“信息茧房”不断被加固。再加上许多

政客为了自身利益而不顾事实真相，

媒体报道又往往一边倒，导致美国社

会互信持续削弱。

6 日国会对选举结果的认证本该

为这次总统选举画上句号，却不料成

为美国分裂的又一个波峰。

针对国会遭冲击一事，拜登在电视

讲话中呼吁“重建一种解决问题、守望

相助、而不是煽动仇恨和混乱的政治”。

但这一事件恰恰凸显了拜登上台后将

面临的严峻现实：美国不仅受到新冠疫

情和经济衰退的严重冲击，还将在政治

和社会层面继续撕裂。

美国前总统齐声谴责：
这是“令人作呕和心碎的一幕”

美国在世前总统 6 日分别发表声

明，谴责现任总统唐纳德·特朗普的支

持者暴力冲击国会大厦、打断认证总统

选举结果的参众两院联席会议。

共和党籍前总统乔治·W·布什

说：“自选举以来一些政治领导人不计

后果的行为，以及今天显示的对我们

的制度、传统和执法机构缺乏尊重让

我瞠目结舌。”在他看来，那些冲击国

会的人被“谎言和虚假的希望”驱动。

民主党籍前总统贝拉克·奥巴马

说，这是“令人作呕和心碎的一幕”。他

说，特朗普“持续就一场合法选举的结

果毫无根据地撒谎”。

另一名民主党籍前总统比尔·克林

顿说：“我们的国会大厦、宪法和国家受

到前所未有的侵犯。”他认为，四年多的

“毒药政治”散播故意编造的假消息、对

国家体制的不信任以及让美国民众相

互对立，矛盾激化升级为冲击。

现年 96 岁的民主党籍前总统吉

米·卡特说，国会大厦的场景让他“忧

心”，这是“国家悲剧”。他期待能和平

解决，“让我们的国家能够治愈，像过

去两个多世纪那样完成权力和平交

接”。

联合国秘书长、欧洲理事会主席：
表示哀伤

多国政要、联合国等国际组织领

导人纷纷表态，认为暴力行径令

人不安和震惊，呼吁美国实现政

权和平有序交接。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的发

言人迪雅里克 6 日称，古特雷斯

对当天发生在华盛顿国会山的骚

乱表示哀伤。

欧洲理事会主席米歇尔在推特上

说，发生在华盛顿的场景“令人震惊”。

加拿大总理特鲁多说，加拿大

人对在华盛顿发生的暴力行为“深

感不安和悲伤”，希望可以尽快恢

复正常。

葡萄牙总理科斯塔在推特

上说，华盛顿的场景“令人不安”。

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表

示：“权力和平过渡是核心。”

英国首相约翰逊在推特上说，

现在至关重要的是美国政府和平

有序地移交权力。

奥 地 利 总 理 库

尔茨通过社交媒体

表 示 ，对 华 盛 顿 的

情 景 深 感 震 惊 ，权

力 移 交 应 和 平 、有

序进行。

（综合新华社

1月 6日电）

右图为 1 月 6 日，在

美国华盛顿，美国总统特

朗普的支持者在国会大

厦外聚集。

1月 6日，在美国首都华盛

顿，一名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支

持者参加示威游行。

本版图片均为新华社发

图为 1月 6日，美国警察在华盛顿国会大厦内隔着障碍物与门外的示威

者对峙。

白宫多名官员请辞
美国国会大厦 6 日遭示威者冲击后，第一

夫人梅拉尼娅办公室主任等白宫高级助理请

辞。知情人士披露，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安全

团队多名成员也考虑辞职，包括总统国家安

全事务助理罗伯特·奥布莱恩。

“最后一根稻草”

第一夫人办公室主任斯蒂芬妮·格里沙

姆 6 日发表声明，宣布辞职：“在白宫为国效力

是一种荣誉，我对能参与特朗普夫人援助各

地儿童的任务感到非常自豪，对本届政府取

得的诸多成就感到骄傲。”

格里沙姆曾任白宫新闻秘书，后调至白

宫东翼在梅拉尼娅身边办事。她没有说决定

辞职是受国会大厦遭暴力冲击影响。路透社

援引知情人士的话报道，国会遭冲击是促使

格里沙姆请辞的“最后一根稻草”。

特朗普的支持者 6 日在首都华盛顿示威，

要求国会推翻总统选举结果。一些示威者冲

进国会大厦，与警方发生冲突。

华盛顿警察局长罗伯特·康蒂说，冲突中

一名女子中弹身亡，另有一名女子和两名男

子在急救过程中死亡。至少 14 名警员受伤，52

名示威者被逮捕。华盛顿当晚实施宵禁。

或触发离职潮

两名知情人士告诉路透社记者，白宫社

交秘书里姬·妮切塔、副新闻秘书莎拉·马修

也已辞职。白宫内部传言称，白宫办公厅副主

任克里斯·利德尔可能也准备辞职。白宫拒绝

回应这一报道。

特朗普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奥布莱恩同

样考虑辞职。

特朗普的支持者和他本人先前施压副总

统迈克·彭斯在国会参众两院联席会议上推

翻总统选举结果。彭斯 6 日发表声明说，法律

没有授权他这么做。特朗普随后在社交媒体

发文，批评彭斯“没有勇气为保卫我们国家和

宪法做应该做的事”。

奥布莱恩则罕见地维护彭斯，称赞彭斯

在遭特朗普斥责后展现勇气，“我为与他共事

感到骄傲”。

按照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的说法，特朗

普不愿意谴责支持者冲击国会，显然令白宫

幕僚发生动摇。

特朗普在一段经由社交网络发布的视频

中对示威者说：“我清楚你们的痛苦，我知道

你们受了伤。我们的选举被窃取了……大家

现在必须回家，我们必须保持平和，必须遵守

法律和秩序。”

国家安全事务副助理马修·波廷杰已于 6

日下午辞职。波廷杰则告诉身边人，就辞职一

事，他没什么好考虑的。（新华社供本报专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