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脱欧协议再遭否决
英国面临艰难抉择

美侦破一起大规模高校入学舞弊案

多国停飞波音737�MAX系列客机

英国议会下院12日再次否决
英 国 政 府 与 欧 盟 达 成 的 “ 脱
欧 ” 协议 。 议会下院将在未来
两日继续投票 ， 在 “无协议脱
欧” 与延期 “脱欧” 之间作出艰
难选择。

此间观察人士指出 ， 延期
“脱欧” 的可能性正在增加。 离
英国2016年公投决定 “脱欧” 已
经过去近三年， 英国不仅依然深
陷社会分裂， 未来发展也面临更
多不确定性。

“脱欧”协议名存实亡

12日， 议会下院经过辩论，
最终以391票反对、 242票支持的
结果第二次否决了 “脱欧 ” 协
议。 因担心协议中涉及 “爱尔兰
边界问题” 的内容将导致北爱尔
兰地区被 “留在” 欧盟， 保守党
及北爱尔兰民主统一党部分议员
投了反对票。

英国首相特雷莎·梅在投票
结果公布后说 ， 她对议会否决
“脱欧” 协议感到遗憾， 自己坚
信这份协议是英国能与欧盟达成
的最好协议。 她强调， 议会否决
“脱欧” 协议， 就要承担英国最
终根本无法 “脱欧” 的风险。

欧盟委员会主席容克11日表
示， 英国议会要表决的这份协议
已是欧盟提供的最后方案， “绝
没有第三次机会”。 德国总理默
克尔12日重申了容克的观点。 她
说， 欧盟其他27个成员国11日晚
再次就英国 “脱欧” 协议作出让
步， 照顾了英国的关切， 这是欧
盟提供的最后方案。

在这样的背景下 ， “脱欧 ”
协议依然未能通过。 观察人士注
意到， 相比今年1月份的 “脱欧”
协议表决， 此次反对票数虽明显
减少， 但距获得通过仍有较大差

距。 正如英国反对党工党领导人
科尔宾在投票后所说， 这意味着
首相提出的这份 “脱欧” 方案已
名存实亡。

关键矛盾依然难解

今年1月， 英国议会下院曾
以压倒性优势否决了 “脱欧” 协
议 ， 并要求首相与欧盟继续谈
判 ， 修改 “脱欧 ” 协议中涉及
“爱尔兰边界问题” 的相关内容。

“爱尔兰边界问题” 是 “脱
欧 ” 协议中的矛盾焦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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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备份安排” 的主要内容是
不在北爱尔兰地区与欧盟成员国
爱尔兰之间设置 “硬边界”， 即
避 免 设 置 实 体 海 关 和 边 防 检
查设施。 持反对意见的人认为，
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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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造成英国
分裂。

为此， 特雷莎·梅在本次投
票前一日赶赴欧盟， 就修改 “脱
欧” 协议进行紧急商谈。 英国内
阁办公厅大臣利丁顿11日在英国
议会下院说， 英国已与欧盟就修
改 “脱欧” 协议达成一致， 修改
内容涉及 “爱尔兰边界问题 ”，
以防止出现北爱尔兰地区在 “脱
欧” 过渡期结束后被 “无限期留
在” 欧盟内的情况。

然而 ， 这并未真正化解难
题。 英国检察总长杰弗里·考克
斯12日公开表示， 最新的修改让
北爱尔兰地区受制于欧盟条款的
风险 “仍然不变”。 这一表态影
响了部分议员对协议的态度。 对

投票结果起关键作用的北爱尔兰
民主统一党随后宣布， 该党议员
将对协议投反对票。

英国天空电视台12日公布的
一份民调显示， 约有53%的受访
者认为， 新交付议会表决的协议
与1月被否决的协议相比并无实
质改进。

延期“脱欧”可能增加

由于欧盟态度坚决， 英国寻
求与欧盟达成新协议并在本月29
日 “脱欧” 大限之前提交议会通
过的可能性微乎其微。

英国议会下院将于13日投票
决定是否 “无协议脱欧 ” 。 若
“无协议脱欧 ” 方案也遭否决 ，
议会将在14日投票决定是否延期
“脱欧”。

“无协议脱欧” 意味着没有
“脱欧过渡期”， 预计将对英欧双
方政治经济安排造成冲击。 “全
球化” 概念首倡者之一、 英国知
名社会学家马丁·阿尔布劳在接
受新华社记者专访时表示， “无
协议脱欧” 将对英国造成伤害，
甚至让英国陷入政治混乱。

英国议会 “脱欧” 委员会主
席、 工党议员希拉里·本12日说，
下院议员将在13日的投票中排除
“无协议脱欧” 方案。

当地媒体认为， 目前还存在
反对党再度发起对政府的不信任
投票、 首相主动解散内阁从而提
前大选、 举行第二次公投等多种
可能性。

分析人士指出， 特雷莎·梅
政府仍会推进 “脱欧” 进程。 与
此同时， 欧盟方面实际上一直在
为延期 “脱欧” 做铺垫， 反复重
申不愿意 “无协议脱欧”， 这使
得延期 “脱欧” 的可能性增加。

据新华社

新华社电 美国司法部日前
侦破一起大规模高校入学舞弊
案， 共有50人被起诉， 包括33名
家长和9名高校体育教练等。

据12日公布的法庭文件， 涉
案家长被指控向一名加利福尼亚
州高校预备机构的入学顾问支付
费用， 以使后者为他们的孩子安
排替考或作弊； 该顾问还被指控
贿赂足球、 网球、 排球等项目的
高校体育教练和高校管理人员，
以帮助这些学生被认定为体育考
生， 而不顾他们的实际运动能力
和经历。

法庭文件显示， 入学顾问威

廉·辛格在2011年至2019年2月间
收取了约2500万美元， 每名涉案
家长支付的费用在20万美元至
650万美元之间。

辛格已就合谋诈骗等指控
认罪。

据检方介绍， 收受贿赂并参
与舞弊的体育教练来自多所美国
知名高校， 包括耶鲁大学、 乔治
敦大学、 斯坦福大学、 韦克福里
斯特大学、 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
矶分校、 南加州大学等。

美国检察官安德鲁·利林在
波士顿举行的记者会上表示， 这
是美国司法部处理的最大一起高校

入学舞弊案。 他还透露， 目前调查
仍在继续， 当局认为还有其他家长
涉及此案， 或提出更多指控。 不
过， 不认为校方参与了入学舞弊。

目前， 已有数所高校就此做
出回应。 韦克福里斯特大学和加
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已将各
自涉案体育教练停职； 南加州大
学表示， 正就相关情况展开内部
调查。 据悉， 耶鲁大学一名足球
教练已在约一年前认罪， 并协助
立案和后续调查。

《纽约时报》 认为， 此案反
映出美国高校录取竞争变得异常
残酷， 使得有些人 “铤而走险”。

新华社电 埃塞俄比亚航空
公司一架波音737-8客机 （属于
737 MAX系列） 3月10日发生空
难后， 尽管美国联邦航空局称目
前尚未获得可供作出结论或采取
行动的数据 ， 多国相继宣布对
737 MAX系列客机采取停飞等
措施， 一些国家还禁止该系列客
机在本国起降和飞越领空。 据不
完全统计， 采取上述措施的已有
20多个国家。

737 MAX系列客机是波音
公司在波音737基础上重新设计
的， 目前已交付运营的有737-8
和737-9两个型号。 此次埃塞俄
比亚航空公司客机坠毁， 是继去
年10月29日印度尼西亚狮子航空
公司空难后， 波音737-8客机的
第二起空难。 空难发生当日， 埃
塞俄比亚航空公司暂停运行波音
737-8客机。 中国民用航空局11
日发出通知， 要求国内运输航空
公司暂停波音737-8飞机的商业
运行， 当天， 澳大利亚、 印度尼
西亚等国的民航管理部门发出通
知要求暂停运行737-8机型。

欧盟航空安全局12日发布声
明称 ， 目前事故调查尚在进行

中， 得出结论仍为时尚早， 但仍
发布指令， 要求从当天协调世界
时 （UTC） 19时 （北京时间13
日3时） 起， 暂停欧盟范围内波
音737 MAX系列机型运行 ， 同
时还禁止欧盟以外国家的商业航
班使用上述机型飞越欧盟领空。

法国民航总局12日发表公报
说， 法国航空公司的机队中没有
波音737 MAX机型 ， 但 “作为
预防措施 ， 禁止波音737 MAX
系列客机在商业飞行中在法国机
场起降或飞越法国领空”。 意大
利国家民航局12日晚也宣布即日
起停飞所有波音737-8机型， 此
外还下令， 对所有使用该机型的
商业航班关闭意大利领空。

美国联邦航空局11日发布关
于波音737-8和737-9客机的通
知， 说目前尚未获得可供作出结
论或采取行动的数据。 并称， 如
果数据显示有安全隐患， 会 “立
刻采取适宜的行动”。 联邦航空
局代理局长丹尼尔·埃尔韦尔12
日重申了该立场， 称截至目前航
空局的评估没有显示出涉事系列
客机有系统性性能问题， 因此没
有理由停飞。

委要求美剩余外交人员72小时内离境
新华社电 委内瑞拉政府12

日发布公告说， 委内瑞拉决定不
再延长美国剩余外交人员在委境
内的停留期限， 这些人员须在自
当天零时起72小时内离境。

公告说， 这些美方外交人员
给委内瑞拉的和平、 完整与稳定
带来风险。 目前委政府已停止直
接与美方就两国断交后互设利益
代表处等问题进行对话。 委内瑞
拉愿在关系平等和互相尊重的前
提下， 通过联合国机制就相关事

项与美国重启对话。
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今年1

月23日表示， 由于美国不断策动
委国内政变， 委内瑞拉政府决定
彻底中断与美国的外交和政治关
系。 随后， 美方命令美驻委大使
馆从事非紧急事务的工作人员及
其家属撤离。 委美两国断交后就
若干事宜展开对话， 美方剩余外
交人员在最初设定的30天期限及
后续15天宽限期内， 继续留在委
境内工作。

新华社电 美国国防部12日
颁 布 一 项 新 规 ， 禁 止 需 要 荷
尔 蒙 治疗或变性手术的人在军
队中服役。

根据当天由国防部副部长戴
维·诺奎斯特签署的一份备忘录， 新
规将从今年4月12日正式生效， 同
时也准许各军种按个案予以豁免。

新规颁布后招致多个支持变
性人权益组织的批评。

美国总统特朗普曾于2017年
宣布禁止变性人服役， 理由之一
是会造成军队医疗成本高昂。 他
随后接受国防部建议将禁令限制
在有性别焦虑症病史的变性人范
围内， 这些人被视为可能需要大
量治疗， 但也准许一些特例。

这项禁令随后遭遇一系列法
律挑战 ， 并被冻结 。 今年1月 ，
美国联邦最高法院作出裁决， 在
相关诉讼进行期间， 允许特朗普
政府禁止大多数变性人在军队服
役的政策生效。

美国2016年开始允许变性军
人公开变性身份服役。 从2016年
10月起变性军人可以享受军方医
疗服务。

据美国媒体报道， 在美军现
役和预备役军人中有约1.5万名
变性人， 但并不是所有人都寻求
治疗； 自2016年7月起 ， 约1500
名变性军人被诊断患有性别焦虑
症 ， 截至上月 ， 他们中有不到
1100人处于服役状态。

美国国防部颁布变性人服役新规

新华社电 俄罗斯国防部长
绍伊古12日在俄西北部城市北德
文斯克说， 俄海军2019年将获得
包括4艘潜艇在内的7艘新舰艇。

据塔斯社报道， 绍伊古当天
在与俄联合造船公司代表开会时
说 ， 该公司下属企业 2019年造
舰 计划包括建造7艘作战舰艇 ，
其中有3艘核潜艇和1艘柴电潜
艇。 此外， 俄造船企业今年还将
完成7艘舰船的维修并将其交付
海军。

绍伊古强调， 俄联合造船公
司 、 北 方 机 械 制 造 厂 和 其 他
设 计 机构今年的首要任务是完

成 “弗拉基米尔大公” 号和 “喀
山” 号核潜艇的建造并将其交付
海军。 他说， 这些舰艇将决定俄
潜艇部队的未来面貌， 并帮助俄
提高防务潜力、 巩固俄在世界大
洋的地位。

“弗拉基米尔大公” 号是俄
第四艘 “北风之神” 级战略核潜
艇， 也是俄第一艘 “北风之神-
A” 级战略核潜艇， 于2012年开
始建造， 2017年11月下水。 “喀
山” 号为俄罗斯第二艘 “亚森”
级 （或称 “白蜡树” 级） 多用途
核潜艇 ， 于 2009年开工建造 ，
2017年3月下水。

俄海军今年将接收7艘新舰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