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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利马11月 12日电（记
者张国英）拉巴斯消息：玻利维亚参
议院第二副议长珍尼娜·阿涅斯12
日在立法会议上宣布担任该国临时
总统，并表示将尽快举行新的大选。

属于反对派民主联盟党的阿
涅斯说，她担任临时总统符合玻利
维亚宪法程序。根据玻利维亚宪

法，在国家元首缺席的情况下，按
副总统、参议院议长、众议院议长
的顺序接替总统职务。玻利维亚
总统莫拉莱斯辞职后，副总统、参
议院议长、众议院议长均已辞职。
阿涅斯在宣布就任临时总统前已
宣布担任参议院议长。

阿涅斯宣誓后，玻利维亚宪法

法院发表公报，承认其就任临时总
统符合玻利维亚2009年颁布的宪
法。阿涅斯的就任也得到了该国
武装部队的承认。但是在议会中
占多数的执政党“争取社会主义运
动”议员没有参加当天的会议。

莫拉莱斯12日通过社交媒体
推特表示，阿涅斯宣称就任玻利

维亚临时总统等举动违反玻利维
亚宪法和立法机构相关规定。

10月20日，玻利维亚举行总统
和议会选举。官方投票结果显示，
莫拉莱斯可在第一轮选举中直接胜
出，但反对派指控莫拉莱斯阵营舞
弊，拒绝承认选举结果。美洲国家
组织11月 10日公布的报告说，此

次大选中存在伪造签名等造假行
为，建议玻利维亚废除大选结果，重
新举行选举。反对党要求莫拉莱斯
立即辞职，玻利维亚武装部队总司
令和警察总司令也分别发表声明要
求他辞职。

迫于各方压力，莫拉莱斯10日
宣布辞职，随后到墨西哥政治避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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玻利维亚下野总统抵达墨西哥接受政治庇护

莫拉莱斯指责对手“政变”

玻利维亚参议院第二副议长、反对派成员珍尼
娜·阿涅斯12日出任临时总统，称将在任命选举机构
新成员后尽快重新选举。

辞任总统的埃沃·莫拉莱斯当天抵达墨西哥政
治避难，指责对手发动“政变”。

阿涅斯现年52岁。她12日在
议会援引宪法条款，自认是法定总
统继任者。

“总统和副总统明确缺席（的情
况下），”阿涅斯说，“身为参议院负
责人，依据宪法，我即刻就任总统。”

阿涅斯出任临时总统获得玻利
维亚宪法法院支持。这一机构在一
份声明中说，国家行政领导层不应
暂停运转，顺位人选因而“依据现实

情况”继任总统。
莫拉莱斯所属政党抵制议会当

天正式任命阿涅斯为临时总统的会
议，认定阿涅斯继任临时总统“非
法”。莫拉莱斯所属政党的一名参议
员号召支持者当天开始示威，直至莫
拉莱斯回国并完成总统任期。

莫拉莱斯 2005 年、2009 年和
2014年连续赢得总统选举，今年10
月再次当选。他是这个南美洲国家

首名印第安人总统和南美洲在任时
间最久的左翼领导人。反对党指认
莫拉莱斯阵营在10月选举中舞弊，
拒绝承认选举结果，要求重新选
举。美洲国家组织10日发布初步
报告，认定计票过程中“大量违规”，
建议重新选举。

作为法定总统继任者，副总统、
参议院议长和众议院议长10日同样
辞职，玻利维亚出现“权力真空”。

莫拉莱斯12日抵达墨西哥，墨
西哥外交部长马塞洛·埃布拉德前
往机场迎接。莫拉莱斯感谢墨方

“挽救他的生命”，指责对手发动“政
变”、迫使他下台。

“只要我活着，我们仍置身政治
（活动），”他说，“只要我活着，斗争
继续。”

莫拉莱斯指认阿涅斯“代替”他
是玻利维亚“历史上最狡猾、最具灾
难性政变”的一部分。

电视画面显示，莫拉莱斯下飞
机后旋即乘军用直升机离开。墨西
哥官员以安全为由拒绝说明莫拉莱
斯将栖身何处。

莫拉莱斯前往墨西哥的路途

一波三折。路透社报道，由于支持
者围住玻利维亚中部科恰班巴省
奇莫雷的机场，莫拉莱斯所乘飞机
推迟起飞；按墨西哥外长埃布拉德
的说法，因秘鲁拒绝飞机中途落地
加油，在阿根廷当选总统阿尔韦
托·费尔南德斯协调下，飞机临时
转往巴拉圭。

阿涅斯12日承诺尽快再次举行
总统选举。

墨西哥《宇宙报》当天援引她的
话报道，“希望尽快举行新选举”。
阿涅斯没有给出具体的选举时间
表，只说一旦选举机构新成员获任
命，选举将提上日程。

依据玻利维亚宪法，法定人选

继任临时总统后，总统选举必须在
90天内举行。只是，玻利维亚最高
选举法院院长等多名官员先前因涉
嫌选举舞弊遭警方逮捕，玻利维亚
选举系统受到打击。

阿涅斯11日说，总统选举必须
在明年1月22日以前举行。

莫拉莱斯辞职以后，局势没有恢复

平静。总检察长胡安·兰基帕12日说，
自莫拉莱斯宣布胜选以来，玻利维亚已
有7人在暴力活动中丧生。

在行政首都拉巴斯，不少市民
希望政治人士采取措施，恢复社会
秩序。当地居民伊莎贝尔·纳迪娅
说，“但愿（秩序）今天就能恢复”。

闫洁（新华社专特稿）

阿涅斯“顺位”继任 莫拉莱斯称此举“非法”

墨官员以安全为由拒绝说出莫拉莱斯栖身何处

阿涅斯承诺将尽快再次举行总统选举

玻利维亚下野总统莫拉莱斯（中）抵达墨西哥城国际机场。 新华社发

西班牙国王
首次正式访问古巴

据新华社哈瓦那11月12日电（记者朱婉君）
西班牙国王费利佩六世12日起开始对古巴进行
为期3天的正式访问。他是历史上首位正式访问
古巴的西班牙国王。

当天，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与费利
佩六世在首都哈瓦那举行会谈，并共同见证签署
两国2019年至2022年合作框架协议，以促进双
方在各领域对话与合作。

费利佩六世此次访问古巴适逢哈瓦那迎来建
城500周年。古巴曾是西班牙在拉丁美洲的最后
一个殖民地。1898年，美国对西班牙战争胜利后
占领古巴，古巴脱离西班牙近400年的殖民统治。
1902年，美扶植成立“古巴共和国”。1959年1月，
古巴革命推翻亲美独裁政权，美国政府随即对古采
取敌视政策。上世纪90年代，费利佩六世的父亲、
前国王胡安·卡洛斯一世曾希望正式访问古巴，但
因时任西班牙首相阿斯纳尔推动欧盟对古巴采取

“共同立场”导致古西关系恶化，仅在1999年赴古
参加伊比利亚美洲国家首脑会议，并在退位后于
2016年到古巴参加菲德尔·卡斯特罗的葬礼。

首款埃博拉疫苗
在欧盟获批上市

新华社布鲁塞尔11月13日电 欧盟委员会
日前宣布，美国默沙东公司生产的埃博拉疫苗获
得在欧盟上市许可，成为全球首款正式获批上市
的埃博拉疫苗。

这款疫苗名为Ervebo，适用于18岁及以上
人群。2014年至2016年西非三国埃博拉疫情末
期，疫苗曾在几内亚进行临床试验，并证明免疫效
果显著。自去年8月刚果（金）暴发新一轮埃博拉
疫情以来，当地及邻国已有数十万人接种，有效阻
止了疫情进一步蔓延。

这款疫苗主要对扎伊尔型埃博拉病毒的感染
有预防效果，西非三国埃博拉疫情和刚果（金）的
新一轮疫情均由该型病毒引起。

世界卫生组织数据显示，全球范围内还有7款
埃博拉疫苗已进入临床试验阶段。今年9月，世卫
组织宣布美国强生公司生产的另一款疫苗将从11
月起在刚果（金）东部埃博拉疫情严重的省份试用。

玻利维亚政局突变 恢复稳定不容乐观

玻利维亚政局突变，令拉美其他国家意见分歧巨大，而
其立场主要以左右翼划分。

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委内瑞拉总统马杜
罗、阿根廷当选总统费尔南德斯发声支持莫拉莱斯，称当
前发生在玻利维亚的是一场“政变”。墨西哥政府则表示，
当前局势意味着玻利维亚“民主生活的严重倒退”。

另一方面，阿根廷现任总统马克里和巴西总统博索纳罗
则呼吁重新举行总统选举。巴西外长阿劳若表示，玻利维亚
国内的混乱局面是选举舞弊造成的，根本称不上“政变”。

智利政府则相对中立，呼吁玻利维亚尽快在宪法框架
下找到“和平民主”的解决方案，但未对玻当前局势定性。

宋霞指出，拉美地区国家的意见分裂早已存在。针对
持续了近一年的委内瑞拉政治危机，拉美国家内部就出现
了“选边站队”的情况。此次玻利维亚选举风波带来的区
域内部分裂，会使拉美地区一体化进程再次遭遇阻碍。

（据新华社北京11月12日电 记者朱雨博）

随着莫拉莱斯等多名官员辞职，玻利维亚进入权
力真空期。来自反对派阵营的参议院第二副议长珍
尼娜·阿涅斯可能出任临时总统。

根据宪法，新的总统选举必须在 90 天内举行。
然而此前，最高选举法院院长等多名官员因涉嫌选举
舞弊被警方逮捕，玻利维亚的选举系统受到打击。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研究所
助理研究员王慧芝认为，在当前动乱的背景下，重启
选举之路不会一帆风顺，围绕下任最高选举法院院长
的人选，各派别间的相互争斗或将导致新一轮动荡。

中国社会科学院拉丁美洲研究所副研究员宋霞
表示，当地政治、经济局势很难在短时间内恢复，这场
政治危机可能会延续很久，也有可能演化成政治、经
济、社会危机相结合的复合性危机。

此外，王慧芝还认为此次玻利维亚政治危机有明
显的外部介入迹象，而这将会使局势更加复杂化。

官方公布的计票结果显示，在10月底举行的玻利维亚总统选
举中，莫拉莱斯的得票率超过40%，且比主要竞争对手、前总统梅
萨多10个百分点。根据该国宪法，莫拉莱斯可直接胜选连任。

但以梅萨为首的反对派拒绝承认选举结果，指控莫拉莱斯选
举舞弊。双方支持者走上街头，爆发严重冲突，连日来导致至少3
人死亡，300多人受伤。

为平息冲突，莫拉莱斯邀请美洲国家组织牵头，对大选计票
进行审核。美洲国家组织日前公布初步报告，建议玻利维亚废除
10月底的大选结果，并在新的选举机构监督下重新举行大选。随
后，莫拉莱斯也同意再次举行大选，并重组最高选举法院。

然而莫拉莱斯的退让并没有如愿平息冲突。玻利维亚警方与军
方相继倒戈，转而支持反对派，共同发表声明要求莫拉莱斯下台。

10 日晚，莫拉莱斯宣布“为了和平”辞职。作为总统法定
继任者的副总统、参议院议长、众议院议长三人以及另外数名
政府和立法机构成员也相继辞职。目前，莫拉莱斯已抵达墨西
哥接受政治庇护。

莫拉莱斯的辞职和离开，使该国10月底总统选举后出现的政治和社会动荡进入新阶段。
分析人士认为，玻利维亚的动荡短期内难以平息，重新举行大选也面临诸多困难，当地不同党
派间的角力或进一步升级。

总统被迫离开 动荡暂难平息 拉美意见分裂

国际清算银行
在新加坡设立创新中心

据新华社新加坡11月13日电（记者王丽丽）
新加坡金融管理局和国际清算银行13日在新加
坡联合宣布，双方合作在此间设立的国际清算银
行创新中心即日起正式启动，以促进全球中央银
行间的合作与创新。

据了解，该中心首先将着手进行两个项目：一
是建立公共数码基础设施框架，为个人或企业建
立可信赖的数码身份，推动包容性数码金融服务
发展；二是创建数码平台，把监管机构与数码科技
解决方案供应商连接起来。

国际清算银行创建于1930年，总部设在瑞士
巴塞尔，被称为“央行的央行”，其主要职能是促进
国际货币和金融合作，为中央银行提供外汇、黄金
储备管理和贷款等服务。

11月12日，在德国柏林，特斯拉公司首席执
行官埃隆·马斯克出席“金方向盘奖”颁奖典礼。

美国电动汽车制造商特斯拉公司首席执行官
埃隆·马斯克12日说，特斯拉在欧洲的第一座工厂
将设在德国首都柏林。马斯克在柏林出席“金方向
盘奖”颁奖典礼时宣布，特斯拉欧洲工厂选址柏林
南部城郊待启用的新机场附近。 新华社/法新

特斯拉欧洲工厂选定柏林

11月13日，游客拖着行李在水位上涨的意大
利威尼斯出行。

据外电报道，意大利“水城”威尼斯12日遭受
洪水袭击，城区水位最高达1.87米，是自1923年
有记录以来第二高的数值，仅次于1966年创下
的1.94米的最高纪录。 新华社/美联

威尼斯——洪水来袭
城区水位为1923年以来第二高数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