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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明·公告
●成都融慧金通投资管理有限公
司(注册号:510109000357070)经公
司股东会决议决定注销本公司，请
公司相关债权债务人自本公告见
报之日起45日内向我公司清算组
申报其债权债务，特此公告

●文茂华，户籍地成都市金牛区天
回乡杜家碾村4组， 因搬家遗失
《农村宅基地（房屋）使用证》现
登报声明作废。
●成都益安堂大药房有限公司
不慎遗失与四川贝尔康大药房
连锁有限公司的加盟协议，合同
编号为0002611。

英国议会要求修改“脱欧”协议

英国议会下院29日通过一份涉及“脱欧”
协议的修正案，要求英国首相特雷莎·梅与欧
盟继续谈判，用新方案取代现有“脱欧”协议中
涉及“爱尔兰边界问题”的相关内容。英国能否

“有协议脱欧”的悬念再度延后两周揭晓。
当天，英国议会下院经过辩论，最终以

317票支持、301票反对的结果通过了一份涉
及“脱欧”协议的修正案。修正案要求特雷莎·
梅与欧盟谈判，对现有协议中“爱尔兰边界问
题”所涉及的“备份安排”内容进行修订。

特雷莎·梅当天说，议会经投票表决要求
修改“脱欧”协议，这是对她重新与欧盟进行谈
判的授权。但她也承认，重新谈判“并非易事”。

旨在表明议会立场的修正案并无法律
约束力，但议会可借此向政府施压。

目前“爱尔兰边界问题”是整个“脱欧”
协议中争议最大的问题。根据“脱欧”协议，
如果英国与欧盟在“脱欧”过渡期内无法协
商出一份关于北爱尔兰地区贸易的更好方
案，在过渡期结束时将启动“备份安排”。一
些批评人士认为，“备份安排”将使北爱尔兰
地区受制于欧盟的贸易规则，从而在现实中
将北爱尔兰“留在”欧盟。

不过，欧盟很快“泼冷水”，强调不会重
新就指明英国如何“脱欧”的协议谈判。部分
欧盟官员和学者不看好梅赢得欧盟妥协、达
成“脱欧”新协议的前景。 （新华社）

委内瑞拉最高法院
对瓜伊多采取限制措施

委内瑞拉最高法院29日宣布，决定对委
议会主席、反对党人士瓜伊多采取限制措施。

最高法院说，这些措施包括禁止离境、
禁止转让动产及不动产，以及冻结其所有银
行账户。

委总检察长萨博 29 日上午宣布，因涉
嫌组织和领导 1 月 22 日以来委国内发生
的暴力事件，总检察院已向最高法院申请
对瓜伊多展开初步调查。这一系列暴力事
件对国家造成了伤害，也导致国外势力趁
机采取极端手段威胁委国内宪法秩序。因
此，总检察院向最高法院申请对瓜伊多采
取限制措施。

萨博说，这些限制措施能够让检察机关
收集材料，“从而阻止这些破坏国家和平的
行为”。

29日下午，委最高法院经讨论通过对瓜
伊多采取限制措施的裁决。

瓜伊多随后在公开讲话中表示，不惧怕
委政府的威胁。

委议会主席瓜伊多23日在一场反对党
集会活动中自我宣布为“临时总统”，要求重
新举行大选，美国及部分拉美国家立即对瓜
伊多表示支持。据了解，自 22 日以来，委国
内有十几人因暴力事件死亡。为逼迫委总统
马杜罗下台，美国近日不断加码对委经济、
金融和石油业的制裁。 （新华社）

韩高官称
美朝首脑二次会晤或有声明

韩国国家情报院院长徐薰 29 日预期，
美国和朝鲜可能着手准备第二次美朝首脑
会晤联合声明文本。

韩联社报道，依据韩国国会情报委员会
高级官员李惠薰转述，徐薰当天出席情报委
员会全会时说，他预期美朝双方将开始讨论
第二次美朝首脑会晤主要议题。

“我认为，他们将开始协调会晤议题，以
期在美朝工作会谈期间起草一份联合声
明，”徐薰说，“同时磋商第二次美朝首脑会
晤安全保障、礼宾等事宜。”

美国白宫本月18日宣布，总统唐纳德·
特朗普 2 月下旬将与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
恩第二次会晤，地点将另行公布。国际媒体
先前报道，第二次美朝首脑会晤备选地点中
排名最靠前的是越南岘港，其他热门备选地
是泰国曼谷、美国夏威夷和新加坡。

韩联社报道，徐薰是首名提及第二次美
朝首脑会晤可能发表一份联合声明的韩国
高级官员。

朝鲜去年 4 月宣布中止核试验和洲际
导弹试射，去年5月在国际媒体见证下废弃
北部核试验场。特朗普与金正恩去年6月在
新加坡首次会晤并发表联合声明。美方承诺
确保朝方安全，朝方重申坚定致力于朝鲜半
岛完全无核化。

按法新社的说法，首次首脑会晤后，朝
美双方就半岛无核化“含义”有分歧，谈判步
伐变慢。

徐薰当天提及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
副委员长金英哲本月中旬的访美行程，说金
英哲似乎受到美方“良好接待”，双方“在友
好氛围下讨论广泛议题”。

他说：“由于朝美双方都表达满意，他们
也已举行……工作会谈，我们预期（朝鲜半
岛）无核化会谈有望提速。”

朝鲜和美国代表本月21日在瑞典结束
工作会谈。按照东道主的说法，会谈有“建设
性”，有望为第二次美朝首脑会晤作铺垫。韩
国媒体解读，会谈采取三边形式，意味着朝
美协商中可能谈及朝鲜战争终战宣言或朝
韩合作等事宜。 （新华社）

“美国关于在太空探索领
域与中国开展科学合作的态度
开始软化。然而，美国的政治现
在简直一团糟，所以现在的状
况让人很困惑。”勒科达瓦拉接
受记者采访时说。

尽管未来中美合作可能超
越目前的月球项目，但包括佩
斯在内的一些官员和太空政策
专家仍对中美合作持谨慎乐观
态度，舆论认为中美两国官方
航天合作前景并非一片光明。

首先，这次有关嫦娥四号

落月的观测主要是中方完成航
天任务，美方获取着陆数据，与
双方深度参与太空探索活动尚
有一定区别。

其次，特朗普政府的太空探
索政策表现出“国家竞争”重于

“基础研究”的特点。美航天局在
2019财年预算报告中提出，要靠

“地月战略”确保美国在奔月、绕
月以及登月三个方面保持领先。

美航天局前局长、美国国防
部副部长迈克尔·格里芬去年8
月在“太空与导弹防御研讨会”

上对记者说，空间探索是一种地
缘政治威望的象征，美航天局历
来都是“国家安全政策工具”。

此外，美政府的“太空军事
化”战略也可能为中美航天合
作带来障碍。

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空
间政策研究所主任亨利·赫茨
菲尔德对媒体表示，对于“可能
涉及技术信息共享的月球研究
基地等雄心勃勃的合作项目”
来说，美国目前的禁令将是“更
难以克服的阻碍”。 （新华社）

韩国“慰安妇”受害者金福童
老人当地时间 28 日 22 时 41 分在
首尔一家医院辞世，享年93岁。此
前，这位长期为“慰安妇”受害者维
权、寻求历史公正的年迈斗士一直
在与癌症抗争。

在她的遗像前，韩国总统文在
寅跪拜吊唁……

老人辞世老人辞世
她作为受害者始终未停下脚步

韩国“慰安妇”受害者援助团
体“正义记忆连带”（“正义连”）29
日向外界宣布了金福童逝世的消
息，并在医院内设置吊唁场所。不
到一天时间，数以百计民众前往
吊唁，向这位勇敢坚毅的老人表
达敬意。

这其中，包括韩国总统文在

寅。他在金福童遗像前跪拜施礼，
并在社交媒体发文说，金福童向人
们展示了“面对真相的勇气”，她作
为受害者始终没有停下脚步，一直
站在寻求历史公正的最前列，敦促
日本为侵略行为道歉和赔偿。

在韩国的新闻网站和社交网
络平台上，许多人留言表达对金福
童的哀悼。“遗憾的是，老人临死前
都没有得到日本的道歉。”一则留
言说。

韩国外交部发言人在例行记者
会上说，作为二战时期日军“慰安妇”
受害者，金福童经历了巨大痛苦，她
的逝世令人遗憾，愿逝者安息。

韩国正未来党发言人金三合
说，金福童老人“是韩国人权运动
的代表，为恢复‘慰安妇’受害者的
名誉和敦促日本道歉而奉献了一
生……我们将铭记她的勇气和献

身精神”。

维权斗士维权斗士
“我想帮助饱受痛苦的女性”

据“正义连”介绍，金福童1926
年生于韩国庆尚南道梁山市。1940
年，年仅 14 岁的金福童被日军掳
走。日军当时欺骗说，会把她送去
一处工厂工作，还威胁称如果不服
从，她的家人会有麻烦。

但噩梦随即开始，金福童先后
被送至中国、马来西亚、印尼、新加
坡等地，充当日军“慰安妇”。经历
种种折磨后，金福童 1947 年才回
到故乡。据报道，那段痛苦经历让
金福童离不开药，无法生儿育女，
甚至无法独立生活。

1992年，金福童决定站出来公
开自己的“慰安妇”受害经历，向世

人讲述历史真相并敦促日本政府真
诚道歉，由此开始了维权的历程。
1992年，她在第一次关于解决日军

“慰安妇”问题的“亚洲连带”会议上
阐述证词。1993年，她出席在奥地利
维也纳举行的世界人权大会并作
证。2000年，她在“女性国际战犯法
庭”上作为原告进行陈述……

从 2012 年起，金福童多次访
问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以及美国、英
国、德国、挪威和日本等国，投身反
对战时性暴力的维权活动。

“作为受害者，我坚持站在日本
驻韩大使馆门前，要求恢复‘慰安
妇’受害者的名誉和人权，”金福童
2012年在一次记者会上说，“我深
知，当今世界仍有许多像我们一样
因战争而遭受性暴力折磨的女性，
我想帮助那些饱受痛苦的女性。”

金福童热衷公益慈善事业，多
次为战乱地区儿童、旅日韩国青少
年以及地震灾民捐款，2017年捐赠
5000万韩元（约合30万元人民币）
设立“金福童和平奖”，以帮助冲突
地区的性暴力受害者。

“正义连”负责人 29 日说，金
福童生前决定捐献全部财产，回馈
社会。

斗争不止斗争不止
“希望日本真诚地反省、赎罪”

“请斗争到底，直到‘慰安妇’
问题解决！”据“正义连”介绍，这是
金福童生前留下来的最后一句话。
在生命最后一刻，老人还在发出对
日本政府的“怒吼”。

包括金福童在内，近些天连续
有三位韩国“慰安妇”受害者离世。
目前，在韩国政府登记的“慰安妇”
受害者只剩下23人。文在寅在社交
媒体上留言说，他永远不会放弃寻
求历史公正，将为23位在世“慰安
妇”受害者尽责。韩国执政党共同民
主党发言人说，了却“慰安妇”受害
者的遗憾，为她们擦干泪水的时间
所剩不多了，只有日本政府真诚的
道歉和赔偿才能真正解决“慰安妇”
问题。在野党自由韩国党发言人也
对日本政府对历史的错误认知深表
遗憾，同时敦促日本尽快道歉并制
定解决“慰安妇”问题的对策。

“如果认为‘慰安妇’受害者都
离开人世后，真相就能被掩盖，那
就大错特错了，”一名韩国网友
留言说，“希望日本真诚地反省、
赎罪！” （新华社）

嫦娥四号成功落月后 美国航天局“意外”宣布与中国合作
计划于今日利用美“月球勘测轨道器”对嫦娥四号着陆点成像

“嫦娥”牵线
中美航天合作

壁垒壁垒
“沃尔夫条款”

2011年，美国国会
出台“沃尔夫条款”，堪
称目前中美航天科技合
作的最大壁垒之一。该
条款禁止美国与中国开
展任何与美国航天局有
关或由白宫科技政策办
公室协调的联合科研活
动，甚至禁止美国航天
局所有设施接待“中国
官方访问者”。

一小步一小步
“任何合作都是
有益的”

谈到此次嫦娥任
务合作，美国行星学会
资深科学编辑埃米莉·
勒科达瓦拉对新华社
记者说：“得知这一合
作，我非常激动。这或
许只是一小步，但任何
合作都是有益的。”早
在2010年，时任美航
天局局长博尔登就说，
“除了美国，其他的伙
伴国每个都在同中国
对话”。

受阻于美国国会 2011 年通
过的“沃尔夫条款”，中美官方航
天合作长期处于“冷冻”状态。然
而，中国嫦娥四号成功落月后，美
国航天局却“意外”宣布，正与中
方展开合作，并计划于31日利用
美“月球勘测轨道器”对嫦娥四号
着陆点成像。

这是美国官方首次发布声明
提及与中国在航天领域开展合
作。分析人士认为，美方的合作意
愿并非突发奇想，从官方到学界
都有开启合作的“土壤”，但受各
种因素制约，未来中美航天合作
之路依然遍布荆棘。

合作获得特批/
“与此活动相关的所有美
航天局数据都是公开的”

但凡提到中美两国官方航天
合作，就必然会提到最大壁垒之
一的“沃尔夫条款”。由美国前国
会议员弗兰克·沃尔夫起草、推动
的这一条款，以立法形式禁止中
美两国的双边航天合作。

但实际上，依据“沃尔夫条
款”，“例外”是存在可能性的，只
不过美航天局必须说服国会和联
邦调查局，与中方的接触和合作

“不会造成导致技术、数据或涉及
国家安全或经济安全的其他信息
转移到中国或中国公司的风险”。

美航天局副局长托马斯·楚
比兴在社交媒体推特上说，此次
合作已获得美国会批准。航天局
在最新声明中强调，“与此活动相
关的所有美国航天局数据都是公
开的”，与中国已经展开的合作

“透明、互惠、互利”。
美航天局表示，给嫦娥四号

拍照可为后续航天器着陆研究提
供参考信息。美国计划2030年前
再次载人登月，对月表展开科学
考察。中国计划2019年年底前后
发射嫦娥五号，实现区域软着陆
及采样返回。美国国家航天委员
会执行秘书斯科特·佩斯表示，届
时，不排除中美双方交换月壤的
可能性。

谈到此次嫦娥任务合作，
美国行星学会资深科学编辑埃
米莉·勒科达瓦拉对新华社记
者说：“得知这一合作，我非常
激动。这或许只是一小步，但任
何合作都是有益的。”

事实上，美方的合作意愿
并非突发奇想。在去年国际宇
航大会上，美航天局局长吉姆·
布里登斯廷就建议中美双方共
享嫦娥四号探月数据，认为这
是建立初步信任的措施，是双
方迈出下一步的必要步骤。

布里登斯廷说，“当中国开
展探月科学任务时，我们希望他

们能与我们分享所获数据；当我
们实施探月科学任务时，我们也
可以与他们共享数据”,“理解和
研究月球，以及从事类似科研是
为了人类共同的利益，这不是任
何国家应该独自保有的”。

早在 2010 年，时任美航天
局局长博尔登就说，“除了美
国，其他的伙伴国每个都在同
中国对话”，“认为我们可以孤
立中国，这是异想天开；被孤立
的一方将是美国”。

在美国科学界，与中国开展
合作的呼声一向强烈。“沃尔夫
条款”刚出台时，麻省理工学院

的学者就曾指出，这是一个“歧
视性”决定，美国最终也会受到
伤害。2014年，美国载人航天委
员会多名科学家发布声明说，鉴
于中国在太空能力方面的快速
发展，将中国纳入未来的国际合
作项目符合美国的最大利益。

卡梅伦大学政治学副教授
温迪·惠特曼·科布指出，中国
航天科技已开始影响大众文
化，而全球协作产生的更强大
的太空探索能力，不仅能如同

《火星救援》电影描述的那样拯
救美国宇航员，也会促进人类
对宇宙的认识。

能否
融冰

建立初步信任/ 是双方迈出下一步的必要步骤

并非一片光明“现在的状况让人很困惑”

韩国“慰安妇”受害者金福童去世，文在寅跪拜吊唁：

她向人们展示了“面对真相的勇气”

金福童14岁时遭日军强行带
走，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跟随日军
辗转东南亚、中国等地，充当性奴
隶。1992年，她首次公开自己的遭
遇，随后在欧洲、美国、日本等地现
身说法，就日军战时性犯罪作证。

她批评日本政府未向二战“慰
安妇”受害者真诚道歉，要求赔偿。
“请斗争到底，直到‘慰安妇’问题解
决！”据介绍，这是她生前留下来的
最后一句话。在生命最后一刻，老人
还在发出对日本政府的“怒吼”。 2015年4月，韩国“慰安妇”受害者金福童在东京出席记者会 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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