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

2019年9月11日
星期三

09

放狠话

特朗普称
与塔利班谈判
“已死”

当地时间 9 月 9 日，
英国伦敦，
英国议会下院举行会议 图据东方 IC

约翰逊“六连输”后 英国议会休会

留给约翰逊的

选项不多了
◆英国议会下院 10 日凌晨
再次否决首相约翰逊提出的在
10 月 15 日提前举行大选的动
议，令欲强行使英国在 10 月 31
日期限前“脱欧”的约翰逊再遭
打击，
英国
“脱欧”
前景更加迷茫

◆鉴于约翰逊坚决反
对向欧盟申请“脱欧”延期，
依据多家媒体报道，他眼下
剩余选项不多，包括找到规
避法律的方法，或与欧盟达
成新
“脱欧”协议

◆应约翰逊请求，英国议会 10 日
起再次休会。担任议会下院议长 10 年
的伯科宣布将于
“脱欧”大限当天辞职。
作为中立仲裁者，
议长通常不做政治评
论，但伯科在发表辞职声明时说:
“我们
正在冒险贬低这个议会”

英国府院正面“对决”10 日凌晨以首相鲍里斯·约翰逊“三连败”告终。议会下院再次否决解散
议会、10 月 15 日提前选举的政府动议，同时通过两项动议，要求政府必须遵守法律并公开关联无
协议脱离欧洲联盟的涉密文件和关联休闭议会的政府内部通信。
约翰逊遇挫后再次强调，
不会向欧盟申请延期“脱欧”。
议会随后开始 5 周休会，
直至 10 月 14 日。

议会再胜利/ 政府提前选举动议再遭否决
杰里米·科尔宾先前说，
只要阻击
“无协
议脱欧”
法案生效，
他便支持提前选举，
“按他自己的逻辑，他现在必须支持选
举”。
科尔宾回应，工党“渴望选举”，
但
不会冒险让民众面临“无协议脱欧”
灾
难，
因而只会在
“脱欧”
确定延期后才会
支持政府发起的提前选举。
约翰逊在动议表决结束后说，
“本
届政府仍将推动协议谈判”，
同时准备
“无协议脱欧”。他将出席 10 月 17 日的
“关键”
欧盟峰会，
“无论这届议会发明

多家媒体报道，
约翰逊近期与议会
下院 6 次交锋连续落败。
政府一周内第
二次发起的提前选举动议没有迈过议
会下院至少三分之二门槛，
再遭否决。
阻击“无协议脱欧”法案 9 日经英
国女王签署后生效。法案要求约翰逊
致信欧盟，申请把“脱欧”期限推迟 3
个月至明年 1 月 31 日，除非英国议会
10 月 19 日以前批准一份“脱欧”协议
或同意“无协议脱欧”
。
约翰逊指出，
最大反对党工党党首

了多少束缚我双手的工具，
我将尽力达
成一项符合国家利益的协议”。
约翰逊
强调：
“这届政府不会再延期
‘脱欧’
。
”
议会下院 9 日晚未经表决通过科
尔宾发起的动议，
要求政府必须遵守法
律。
另一项经表决通过的动议要求政府
不晚于 11 日公开关联
“黄鹀行动”
的全
部文件以及关联休闭议会的政府电子
邮件和手机短信。
“黄鹀行动”
是政府筹
备
“无协议脱欧”
的应急方案，
相关文件
7月23日起供内阁官员传阅。

首相选项少/ 包括找到规避法律的方法等

鉴于约翰逊坚决反对向欧盟申请
“脱欧”延期，
依据多家媒体报道，
他眼
下剩余选项不多，包括找到规避法律
的方法，或与欧盟达成新“脱欧”
协议。
两名知情人士告诉彭博社，约翰
逊政府倾向于规避法律。路透社报道，
外交大臣多米尼克·拉布 9 日就上述
问题回应议会质询时说，政府会尊重
法治，但“有时情况更复杂，因为有相
互矛盾的法律或法律意见”。
英国天空新闻频道报道，政府迄
今没有明确如何规避法律，正打算“试
探”法律极限，寻找回旋余地。但如果
两方争议演变成如何解释法案，可能

最终会诉诸法庭。
份安排”
的立场稍有软化。
约翰逊先前
英国广播公司报道，另一种规避
坚持取消关联北爱尔兰边界问题的
法律的方法是要求某个欧盟成员国一 “备份安排”，但 9 日却说，须首先确保
票否决延期“脱欧”申请。
英国不会遭这一条款“锁住”。这并不
美联社报道，就议会要求公开内
等同于要求取消“备份安排”。
部文件和通信记录，
政府发表声明说，
按照英国广播公司的说法，瓦拉
会“按必要流程回应”
。
德卡就“备份安排”
只对北爱地区有效
约翰逊 9 日在爱尔兰与爱尔兰总
持开放态度。
还有人提议，
让北爱地区
理利奥·瓦拉德卡共同会见记者时说， 议会发挥更大作用。
不过，
分析人士认
他“想找到并达成”协议，
英国“无协议
为，英欧双方解决“备份安排”分歧的
脱欧”意味着“治国失败”，
他本人应承
可能性依然不高。
担部分责任。
此外，英国议会谈论最多的是约
彭博社注意到，约翰逊与瓦拉德
翰逊直接辞职，换科尔宾出任首相并
卡会晤期间，就现有“脱欧”
协议中“备
申请延期，
遭多名保守党议员拒绝。

议长留后招/ 将在“脱欧”大限日辞职

府院 10 日凌晨结束交锋后，议会
正式开始 5 周休会期。约翰逊政府说，
将利用这段时间尽力与欧盟达成新
“脱欧”协议。
议会下院议长约翰·伯科则利用
主持休会仪式的机会，对政府举措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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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不满。他说，本次休会“不正常”
“不
典型”
“不标准”，
“时间为数十年来最
长”
，反映的是“行政命令行为”。
已出任议长 10 年之久的伯科同
时宣布，将在 10 月 31 日“脱欧”大限当
天辞去议长和议员职务。

天空新闻频道分析，现阶段无法
确定谁将取代伯科出任议长。伯科选
在“脱欧”大限日辞职，意味着接替他
的人选将由本届议会选出。而本届议
会下院可能会选择一个与伯科有相似
立场的人。
（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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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式民主
在“脱欧”迷局中
乱了方寸
自 2016 年 6 月的全民公投
至今，英国“脱欧”已历时 3 年
多。
现如今，
如何
“脱欧”
仍是个
问号，英国社会对“脱欧”合法
性的质疑日益高涨，不少民众
开始反思一度引以为豪的英式
民主制度，甚至呼吁英国应考
虑民主重建。
2016年6月，
英国举行历史
性的
“脱欧”
公投，
“脱欧”
和
“留
欧”分别获得 51.89%和 48.11%
的支持率。
一些分析人士认为，
这一令英国走上
“脱欧”
道路的
公投结果不仅不能代表民意，
反
而撕裂了民意。
有 700 多年历史的英国议
会被称为
“议会之母”
，
这一直让
英国人引以为傲。
2017 年初，
英
国议会经司法裁决掌握
“脱欧”
主导权时，
民众对其充满期待。
如今，民众已对议会无休止的
“脱欧”
辩论和投票失去耐心。
就“脱欧”一事，英国政府
认为，如期“脱欧”，尽早结束
“脱欧”苦旅，符合国家利益和
人民意愿；而在反对派看来，
草
率“脱欧”将引发经济动荡，不
利于英国今后的发展。府院分
歧始终无法弥合。按照英国民
主制度的设计，反对党的职能
是监督执政党及政府的行为，
一旦其出现重大失误，随时准
备上台执政。
分析认为，
这种监
督本应在约束执政党的同时推
动政府提高效率，但这一机制
在
“脱欧”
过程中完全失灵。
中国社科院欧洲研究所欧
洲政治研究室主任李靖堃认为，
在当下的英国政界，
上台执政已
成为压倒一切的目的，
政党利益
甚至个人利益被置于国家利益
之上，
“ 脱欧”已演变成党派之
争、
个人恩怨之争、
权谋之争。
分析指出，西方民主制度
宣称服务于人民，本应为人民
解决问题。然而受困于“脱欧”
引发的党派之争、
府院之争，
英
国政府无法推进其他国内议
程，
造成经济濒临衰退，
商业信
心重挫，
民众怨声载道。
李靖堃说，代议制民主从
本质上说是一种精英民主，但
这种精英民主越来越脱离民
众，越来越无法解决民众面临
的实际问题，导致民众对精英
政治越来越失望。 （新华社）

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声称美
方与阿富汗塔利班的谈判
“已死”
。
媒体曝出更多谈判叫停背后的
隐情，
对拟议中协议的内容，
各方都
有不满。
塔利班方面先前回应，
特朗普取
消谈判决定
“只会让美方承受更多损
失”
。
美军高官说，
美军在阿富汗可能
加强行动，
以应对塔利班袭击。

日会在社交媒体叫停与塔利班谈
判；不清楚美方与塔利班的谈判能
否恢复。
按照一些分析师的说法，
安排与
加尼和塔利班代表
“秘密会面”
，
特朗
普有意“掌控”
局面、
“把握”
胜局，
遭
到阿富汗政府和塔利班方面
“阻碍”
；
所以，
与其说特朗普主动“叫停”，
不
如说他一定程度上遭到
“拒绝”
。

谈判“没戏”

国内“挨批”

特朗普 9 日在白宫告诉媒体记
者，美方与塔利班的谈判“在我看
来，
已经死亡”
。美联社报道，
这显示
特朗普认定恢复与塔利班达成政治
解决方案的努力没有意义。
特朗普 7 日经由社交媒体“推
特”宣布，取消原定 8 日在美国马里
兰州总统度假地戴维营与塔利班领
导人和阿富汗总统阿什拉夫·加尼分
别举行的秘密会面，
同时叫停美方与
塔利班的谈判，
缘由是塔利班承认 5
日在阿富汗首都喀布尔发动袭击导
致1名美国士兵和另外11人死亡。
就从阿富汗撤军事宜，特朗普
说将看情况决定是否减少美国驻
军。
“ 我们希望撤出，但我们将在合
适的时间离开。
”
美国现阶段在阿富汗驻军大约
1.4 万人。从阿富汗撤军是特朗普竞
选时所作承诺之一。美国政府阿富
汗和解事务特别代表扎尔梅·哈利
勒扎德 2 日说，美国与塔利班就拟
议中的协议“原则上”达成一致，美
方打算撤出接近 5000 人。

特朗普叫停与塔利班谈判在美
国国内招致批评。
按照协议草案，
塔
利班方面将同意减少暴力、与“基
地”组织脱离关系并防止阿富汗成
为恐怖袭击的跳板。
民主党方面认为，共和党籍总
统特朗普为与塔利班达成协议操之
过急。塔利班方面在协议中没有保
证停火，只是承诺在首都喀布尔和
邻近的帕尔万省减少暴力。
美联社报道，特朗普声称取消
谈判是因为塔利班5日袭击导致1名
美军士兵死亡，
但今年6月25日以来
已经另有 9 名美国人在塔利班袭击
中丧生；
特朗普的这一举动是他冒险
寻求外交突破的又一例证，
特朗普先
前就朝鲜、伊朗等事务“不走寻常
路”
，
没有取得他预期的效果。
熟悉谈判的一名美国政府官员
说，包括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约
翰·博尔顿在内的一些美方官员不
支持与塔利班达成的协议草案内
容，
认定塔利班不可信；
博尔顿建议
特朗普将驻军减至 8600 人，认为这
一规模足以应对恐怖威胁；至于协
议，
“顺其自然”
，以后再说。

阿方“设阻”
美联社以一名阿富汗前高级政
府官员为消息源报道，在特朗普叫
停谈判以前数天，阿富汗总统加尼
确定推迟访问美国首都华盛顿，而
塔利班方面拒绝在签署和平协议以
前派人赴美。
这名官员说，
特朗普叫停谈判有
两大原因：
一是塔利班方面要求协议
中写明美军全部撤离的时间，
2020年
11月或2021年1月，
但阿富汗政府方
面认为明确时间会影响后续阿富汗
内部对话；
二是美国没能说服加尼推
迟预定9月28日的总统选举。
按照这名阿富汗官员的说法，
美方谈判小组事先不知道特朗普 7

军事“准备”

特朗普宣布取消谈判后，塔利
班方面回应说，
更多美国人将丧命。
路透社报道，
各方担心，
阿富汗将面
临更多暴力。
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肯尼思·
麦肯齐 9 日在阿富汗访问时告诉随
行媒体记者，美军可能在阿富汗加
快节奏，
应对持续增加的暴力。
麦肯齐指认塔利班在与美方
谈判同时继续发动袭击，
“ 做得太
过火”。他说美方今后几天将就阿
富汗事务作出一些决定，但没有披
露详情。
（新华社）

韩国说朝鲜发射不明发射体
韩国军方 10 日说，朝鲜当天上
午发射两枚“不明发射体”。
朝鲜方面暂时没有发布消息。
韩联社报道，
韩军联合参谋本部
侦测并确认，
朝方当天 6 时 53 分和 7
时 12 分从平安南道介川向朝鲜半岛
东部海域分别发射一枚发射体。
韩军联合参谋本部说发射体飞
行大约 330 公里，没有披露其他细
节，
如飞行高度和速度。
韩国与美国
情报部门正在分析这两枚发射体的
特点和发射意图。
韩国总统府青瓦台国家安保室
室长郑义溶 10 日上午紧急主持召
开国家安全保障会议常委会会议，
讨论朝方最新发射活动。
据朝中社先前报道，7 月底以
来，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 7 次指
导或观摩武器试射，最近一次是 8
月 24 日。试射武器包括“新型战术
制导武器”
“ 新型大口径制导火箭
炮”
和“超大型火箭炮”
。
朝中社报道，试射目的包括检
验武器性能和针对韩美联合军事演
习发出警告。

韩美 8 月 5 日开始 2019 年下半
年联合军事演习，20 日结束。朝方
谴责联合军演违背新加坡朝美共同
声明及朝韩系列宣言精神。
朝鲜外务省第一副相崔善姬 9
日说，朝方愿在 9 月下旬与美方举
行工作磋商。
美国国务卿迈克·蓬佩奥 8 日
告诉美国媒体，希望双方数天或数
周内重返谈判桌。
崔善姬同时告诫美方，届时应
拿出符合双方共同利益、朝方可以
接受的方案；如果再次拿出“旧剧
本”
，朝美之间的往来可能结束。
金正恩与美国总统唐纳德·特
朗普 6 月 30 日在朝鲜半岛非军事区
的板门店举行两人之间第三次会
面。
特朗普在会面结束后说，
美朝两
三周内会恢复工作磋商。
就朝方近期试射武器，特朗普
多次说，试射短程导弹不违反美朝
共识。特朗普 9 日就崔善姬的谈话
作出回应：
“ 我们看看会发生什么。
我一直说，
会面是好事，
不是坏事。”
（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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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
51125C，经理事会同意注销。请
相关债权债务人于本公告见报 网号：5101100153776）遗失，现
之日起45日内申报债权债务。 特此声明原印章作废。
●成都飞翔建筑劳务有限公司 ●彭州市濛阳镇普康大药房（
公章 （编 号 ：5101008074840）、 四川天乐医药连锁有限公司）
发票专用章（编号：5101125025 遗失药品经营许可证副本，证
377）、合同章（编号：510112501 号 ： 川 CA0284036 (13) 发 证 日
4720）、财务专用章（编号:51010 期2014年11月20日，声明作废
08074841）、白中眉法人章（编 ●成都诚信兴威吊装工程有限
号：5101008074842） 遗失，声 公司， 刘祝秀法人章 （编号：
5101060178242）遗失作废。
明作废。
●温江区景辉园艺场公章 （编 ●仁寿县文林镇工业集中区四
号 ：5101009077571） 财 务 专 川盛发电气有限公司动产抵押
用章 （编 号 ：5101009077572） 登记证书 （编号： 眉工商抵（2
马冉 骏 法 人 章 （编 号 ：510100 014）第44号）遗失,声明作废
●四 川 科 达 信 资 产 评 估 事 务
9077573）遗失作废。
●成都郫都钦臣口腔诊所有限 所 有 限 责 任 公 司 发 票 专 用 章
公司蔡增义法人章 （编号：51 （编号：5101045021353）遗 失 ，
声明作废。
01245042344）遗失作废。

遗失声明

遗失声明

●锦江区

成都荣立文化发展有限公
司李路法人章（编号：51010001
32973）销毁证明遗失作废。
●遗失公告： 高新区德兴源食
品经营部，营业执照正、副本（
注 册 号 ：510109600162094）；
税务登记证正、副本（税号：511
321198012106896）； 上网公章
（编号：5101008805844）、财 务
章（编号 ：5101008805843）、发
票章（编号：5101008811889）全
部遗失，声明作废，特此公告。
●江雪平身份证51382419860
6301822 于 2019 年 4 月 30 日 遗
失，即日起若非本人持证，所产
生的一切后果均与本人无关。
●成都永洲明华搬运服务有限
公司奚洲法人章（编号：510108
5072493）遗失，特此声明作废。

成都新闻实业有限责任公
司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9151
0100740309505T）不慎遗失编
号为 5101000132249 的原法 人
章销毁证明一份，声明作废。
●成都叁道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营业执照正副本 （统一社会信
用 代 码 ： 91510107332093493
W）、公章（编号：510100952686
3）、财务专用章（编号：5101009
526865）、法人朱美蓉私章（编
号：5101075280134）、发票专用
章 （编号：5101009555273）遗
失作废。
●成都鑫童商务信息咨询有限
公司营业执照注册号：51010700
0768546正副本、公章编号：510
1009259736、财务专用章编号：
5101009259738、陈星法人章编
号：5101009259739遗失作废。

紫糠保健
服务部营
业 执照副
本 （统 一 社
会信用代
码：925101

责编 余小红 美编 刘静

04MA66XR
M82P） 遗
失作废。

●成都六
通企业发
展有限公
司 公 章 （编
号：510107
0031346） 遗失，声明作废。
●金牛区强博建材经营部，汪
强法人章 （编 号 ：5101060060
788）遗失作废。

●四川钦欣时代商贸有限公司 ●成都一号快厨餐饮有限公司 ●四川水瓶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公章（编号：5101060351787）遗 公章 （编号：5101095489660） 公章 （编号：5101045042558）
失作废。
遗失作废。
财务专 用 章 （编 号 ：51010450
●雅居乐十栋1302唐乙雯的人 ●钟福全营业执照正副本注册 42559）王 艺 洁 法 人 章 （编 号 ：
防车位使用许可合同遗失作废 号510108600167052遗失作废。 5101045042560）均遗失作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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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州市乐天大药房 （四川天
乐医药连锁有限公司） 遗失药
品经营许可证副本,证号：川CB
0286929(13) 二 证 合 一 ， 发 证
日期2015年4月22日，声明作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