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华社电 萨那消息 ： 也门
胡塞武装29日发表声明称， 已向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转交一名沙特
阿拉伯籍战俘， 并表示该战俘当
天将搭乘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飞
机回到沙特。 这是也门政府和胡
塞武装达成换俘协议以来被释放
的首名战俘。

随后， 联合国也门问题特使
马丁·格里菲思在其社交媒体账
户上说， 欢迎胡塞武装无条件释
放沙特战俘， 期望有关各方做出
更多这样的人道主义姿态， 期待
换俘协议能得到执行， “也门数
千家庭正等待执行协议， 与家人
团圆”。

去年12月， 也门政府和胡塞

武装在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举行
和谈， 双方就荷台达停火、 战俘
交换等重要议题达成一致。 据报
道， 双方提出的换俘名单超过1
万人， 包括也门政府、 胡塞武装
以及沙特领导的多国联军等参战
方的俘虏。

2014年9月，也门胡塞武装夺
取首都萨那， 后又占领也门南部
地区， 迫使总统哈迪前往沙特避
难。 2015年3月，沙特等国针对胡
塞武装发起代号为 “果断风暴”的
军事行动。 2018年12月，在联合国
的斡旋下， 也门政府和胡塞武装
就荷台达停火、 战俘交换等重要
议题达成一致， 但不久双方就互
相指责对方破坏停火协议。

马杜罗批评美国外交政策“幼稚”英议会“踢皮球”
“脱欧”会否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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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报显示苹果手机在华销量骤降
新华社电 美国苹果公司29

日发布的2019财年第一季度 （即
2018年第四季度）财报显示，受苹
果手机在华销量骤降影响，当季苹果
手机销售额同比大幅下降15%。

财报显示， 当季苹果手机销
售额约520亿美元，苹果手机在中
国、 日本和欧洲市场销售额均出
现下滑。 其中尤以中国市场销售
额下滑最为剧烈， 同比降幅高达
27%。

财报还显示， 当季苹果营业
收入为843亿美元， 同比下降约
5%， 利润微幅下降至200亿美元。

该季度为传统购物季， 一直以来都
是苹果公司收入最高的一个季度。

不过， 苹果当季服务业务营
收达109亿美元， 同比大幅增长
19%， 首次突破100亿美元大关，
成为苹果产品线中仅次于手机的
第二大收入来源。

本月初， 苹果首席执行官库
克宣布大幅下调2019财年第一季
度业绩预期， 导致苹果股价一度
大幅下跌。但29日的财报显示，虽
然营收和利润均有所下滑， 但仍
好于市场预期， 这助推苹果股价
在盘后交易时段大涨6%。

巴西米纳斯吉拉斯州溃坝事
故发生时， 事发地附近的村民薇
拉·维拉萨正在邻居家串门。 听
到消息后， 她立刻往山下跑， 她
要跑回家去救她的丈夫。

“见到薇拉后 ， 我让她先跑
出门， 我去开车， 但车钥匙不小
心掉了， 我顾不上找车钥匙， 拔
腿往外跑， 但是不知道妻子跑到
哪儿了， 我听到身后巨响， 就随
便选了个方向。 我一口气大概跑
了120米， 始终没有停， 而且一
直是上山， 好像自己只有17岁，
但我其实已经70了。 这就是人的
求生本能吧。” 薇拉的丈夫杰拉
尔多告诉记者。

米纳斯吉拉斯州一个铁矿废
料矿坑堤坝25日发生溃坝事故，
该矿坝属于巴西淡水河谷公司。
事故中， 泥浆顺流而下， 摧毁大
量沿途建筑物。 截至当地时间29
日晚 ， 溃坝事故已造成 84人遇
难 ， 至少 276人失踪 ， 192人获
救。 部分幸存者向记者讲述了他
们经历的惊魂一刻。

杰拉尔多最终找到了妻子薇
拉， 但泥浆淹没了他们的房子、
汽车、 菜园、 果园以及50只鸡和
家里的狗。

安东尼奥·佩雷拉是一家客
栈的员工。 事故发生时他妻子、
女儿以及妻妹正在家里吃午饭。
忽然听到一声巨响后， 大家还没
来得及细想 ， 泥水就冲进了家
里。 他的妻妹塔丽塔·索萨奋力
爬出泥浆去求救， 最终碰到了救
援人员和附近的村民。 他妻子和
客栈里的一名女客人获救， 但他
14岁的女儿莱丝却下落不明。

佩雷拉的妻子亚历山德拉
说 ： “我 当 时 觉 得 自 己 在 一
个 巨 大的打碎机里 ， 一会儿被
冲到这边 ， 一会儿又被冲到那
边， 石头、 树枝、 汽车、 房屋门
都在撞击我的身体， 好像浑身都
被撞碎了。”

阿德利亚尼·阿尔维斯是当
地的一名书记员。 她说， “看到
泥浆奔流而下时， 我已经没有时
间逃生了， 房子忽然倒塌， 我被

困在屋子里。 听到邻居从上方瓦
砾堆里叫我的名字， 我奋力将手
伸出去， 使劲挥手”。

“我的腿被压在瓦砾堆中 ，
我的丈夫回来后， 跟邻居一起将
我往外拖。 虽然房子随时可能进
一步坍塌， 但丈夫最终把我救了
出来。 不过现在这条腿膝盖以下
都没有知觉 ， 脚也无法转动 。”
阿尔维斯说。

淡水河谷布鲁马迪纽工作区
的员工克劳迪内·科蒂尼奥向记
者回忆起当时救人的情景。 “泥
水冲进工作区， 当我们打算开车
离开时， 看到有人正在泥水中拼
命往高处走。 水流速度很快， 她
已经浑身是泥， 我们就立刻停下
车去救她。” 科蒂尼奥说。

科蒂尼奥一边高声呼喊让被
困的人保持镇定， 一边将绳子抛
过去。 “她抓紧绳子后， 我用力
将她往高处拖 ， 她离我越来越
近， 终于我抓住了她的胳膊， 她
脱险了！”

据新华社

巴西溃坝事故幸存者回忆惊魂一刻

欧盟不愿重谈
英国议会下院29日以317票

支持、 301票反对的表决结果通
过了这份涉及 “脱欧” 协议的修
正案， 要求特雷莎·梅重新与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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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 爱尔兰边界问题是整
个 “脱欧” 协议中争议最大的问
题。 根据此前英国政府与欧盟达
成的 “脱欧” 协议， 如果双方在
“脱欧” 过渡期内无法制定出一
个关于北爱尔兰地区贸易问题的
更好方案， 在过渡期结束后将启
动 “备份安排”。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欧洲研
究所所长崔洪建认为， 特雷莎·
梅政府通过多番努力， 正在让英
国国内意见逐步走向一致。 从此
次议会表决结果能够看出， 英国
方面希望抓住主要矛盾， 在爱尔
兰边界的 “备份安排” 问题上取
得突破。

然而， 欧洲理事会主席图斯
克随即表示 “欧盟不准备重新谈

判”， 并坚持此前与英国达成的
“脱欧 ” 协议是 “最佳且唯一 ”
的方案。 法国总统马克龙也在第
一时间表明了同样的态度。

崔洪建指出 ， 英国议会将
“皮球” 踢到了欧盟方面， 让欧
盟面临压力。 欧盟内部一直以来
在 “脱欧” 问题上存在分歧， 目
前对英国通过的这份修正案也还
没有一个统一的态度， 需要再度
协调各成员国立场。

延期存在可能
值得注意的是， 在29日的表

决中， 排除 “无协议脱欧” 的修
正案得到通过 ， 要求推迟 “脱
欧” 最后期限9个月的修正案被
否决。

崔洪建认为， 这一表决结果
向欧盟传递了三个信息： 一是再
度明确英国要 “脱欧 ” 的立场 ；
二是英国不愿承担 “无协议脱
欧 ” 的 责 任 ； 三 是 希 望 欧 盟
满 足 英 国 在 爱 尔 兰 边 界 问 题
上的条件 。

根据英国议会议程， 与欧盟
重新协商修订的 “脱欧” 协议将

于2月中旬由议会投票表决。 若
届时英欧未能达成新协议， 英国
议会将投票决定下一步安排。 崔
洪建说， 如果欧盟不让步， 则不
排除英国再度就延迟 “脱欧” 的
修正案进行表决， 这意味着 “脱
欧” 将可能延期。

实际上， 欧盟方面也一直在
延迟 “脱欧” 问题上做铺垫， 还
反复重申不愿意 “无协议脱欧”
的态度。

“脱欧” 会不会无限期推迟
下去， 甚至出现反转剧情？ 崔洪
建 认 为 ， 虽 然 英 国 单 方 面 终
止 “脱欧” 进程理论上存在可能
性， 但英国国内的 “脱欧” 派不
会同意。

崔洪建说， 就 “脱欧” 举行
二次公投的修正案在此次议会投
票中未被列入议程， 这已经表明
了二次公投或者终止 “脱欧” 进
程目前在法律和政治上均得不到
支持。 目前看来， 只要特雷莎·
梅政府在任， 就一定会推动 “脱
欧” 进程， “脱欧” 只是个时间
问题。

据新华社

新华社电 委内瑞拉总统马
杜罗29日在委内瑞拉中北部阿
拉 瓜 州 举 行 的 一 次 军 事 演 习
中 发 表 讲 话 ， 批 评 美 国 以
“幼稚的方式” 实施外交政策。

马杜罗针对美国总统国家安
全事务助理约翰·博尔顿28日在
宣布制裁委内瑞拉石油公司的记
者会上的表现 ， 作出了上述评
价。 当天， 多家媒体发现博尔顿
手持写有 “向哥伦比亚派兵5000
人” 字样的记事本。 这让外界猜
测美方可能酝酿军事介入委内瑞
拉局势。

马杜罗强调， 博尔顿的行为
是一场 “幼稚的心理战”。 他说，
委内瑞拉正在经历一场由美国策

划并下令实施的 “政变”。 这场
“政变” 违背委内瑞拉人民选举
他为总统的决定， 目的是使委内
瑞拉 “被帝国主义力量占据”。

马杜罗说， 自己正处在 “战
斗的最前线”， 委内瑞拉将会取
得胜利。

在2018年5月举行的大选中，
马杜罗获得67.8%的选票 ， 连任
委内瑞拉总统， 但委内瑞拉反对
派以及美国等一些国家拒绝承认
马杜罗的新任期。 委内瑞拉议会
主席瓜伊多23日宣称就任 “临
时总统 ” 。 美国随即承认瓜伊
多为 “临时总统 ” ， 并称美国
将继续通过经济和外交手段向委
内瑞拉施压。

也门胡塞武装释放一名沙特战俘

科学家说部分元素
可能在未来100年内“濒危”

新华社电 联合国将 2019年
设为 “化学元素周期表国际年”，
以纪念化学元素周期表问世150
周年。 但欧洲化学学会近日发布
的一张“扭曲”元素周期表显示，
由于人类的过度使用， 一些化学
元素将在未来100年内面临从地
球上消失的风险。

按照2016年修订的新版元素
周期表， 目前已知118种元素，其
中90种自然存在， 另28种由人工
合成。 总部设在布鲁塞尔的欧洲
化学学会近日制作一张形状 “扭
曲”的元素周期表，尝试通过每种
元素在周期表上所占面积等方
式， 展示出90种自然存在元素的
稀缺程度。

该学会会长戴维·科尔-汉密
尔顿说， 制作这一周期表不仅是
为了满足好奇心， 更是要提醒人
们有一些元素由于人类过度使用
正面临消失的危险，可能“再过不

到100年，我们就很难获得它们”。
这一周期表显示， 作为地球

上储量最丰富的元素， 氧不会面
临枯竭风险， 但许多用于制造电
脑和智能手机的元素有“濒危”风
险。铟是其中之一，游离态的铟是
一种银白色金属， 用于制造手机
和电脑的触屏等， 但其在地壳中
的分布少而稀散。

科尔-汉密尔顿说， 如果人
类按目前使用习惯， 每隔几年就
丢掉旧电脑和旧手机， 铟可能很
快面临枯竭问题。“仅在英国，人
们每个月就要换掉100万部智能
手机。 如果我们按现有速度继续使
用铟，它的储量只够再用20年。”

对另外一些元素的消耗并非
来自电子设备这类“刚需”。氦是
宇宙中储量第二丰富的元素，但
在地球上， 由于人类放飞太多氦
气球， 剩下的氦可能只够再用几
十年。

英国议会下院29日
通过涉及 “脱欧 ” 协
议的修正案 ， 并要求
英国首相特雷莎·梅同
欧盟就该协议再度举
行谈判 。 但欧盟方面
随即表示 ， 不准备重
新谈判 。 分析人士认
为， 眼下离3月29日的
“脱欧” 最后期限仅剩
2个月， 未来一段时间
英国与欧盟可能会继
续互相 “踢皮球”。 如
果双方僵持不下 ， 不
排除会发生 “脱欧 ”
延期的情况。

11月月2299日日，，在在英英国国伦伦敦敦，，英英国国首首相相特特雷雷莎莎··梅梅（（前前））在在议议会会下下院院进进行行辩辩论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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