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英国议会下院 15 日投票否决

了英国政府此前与欧盟达成的“脱

欧”协议。 根据议会下院此前决定，

英国首相特雷莎·梅将在 21 日前提

出新“脱欧”方案，并再次提交议会

表决。

分析人士指出，15 日的表决结

果让英国“脱欧” 前景更加扑朔迷

离。 有媒体称，英国政治陷入“二战

以来最大危机” 。

在经过 5天辩论后， 英国议会

下院当天以 432 票反对、202 票支

持的投票结果否决了“脱欧”协议。

分析人士指出， 协议遭到否决

并不令人意外。英国反对党工党、苏

格兰民族党、 自由民族党等党派在

投票前均公开表示反对该协议。 而

特雷莎·梅所属的保守党中也有相

当一部分议员因担心协议中有关英

国北爱尔兰地区与欧盟成员国爱尔

兰之间边境问题的内容将造成英国

分裂也投了反对票， 造成协议被高

票否决。

根据“脱欧”协议，如果英国与

欧盟在“脱欧” 过渡期内无法协商

出一份关于英国北爱尔兰地区贸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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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让北爱尔兰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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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析人士认为，此次“脱欧”协

议被否决显示出梅政府仍未能解决

英国应如何“脱欧”的难题，反映了

英国政界在英欧关系、 英国与世界

关系问题上的巨大分裂。

英国议会下院原本定于去年

12 月 11 日对上述“脱欧” 协议进

行表决，但特雷莎·梅因担心协议无

法通过才将投票推迟至今。 分析人

士指出，特雷莎·梅在过去一个多月

竭力说服议员支持“脱欧” 协议未

果， 此次在议会的惨败把梅政府推

入“内外交困”的境地。

一方面，在 3月底的“脱欧” 大

限渐近之时， 首相领导权将再度遭

受挑战，或引发英国国内政局动荡，

加大通过新“脱欧”协议的难度。投

票结果公布后， 工党领导人科尔宾

向议会下院提起对政府的不信任动

议。英国议会将于 16日就此进行辩

论和投票。 如果议会通过不信任动

议，新政府须在 14日内组成并获得

半数以上下院议员支持， 否则将提

前举行大选。

另一方面， 欧盟领导人此前明

确表示不会和英国就“脱欧” 协议

展开新的谈判，梅政府在“脱欧”关

键时期将面临国内与欧盟方面的双

重压力。

欧盟委员会主席容克 15 日发

表声明，在对“脱欧”协议被否决表

示遗憾的同时， 仍主张这份协议对

双方都是最好的， 也是保证英国有

序“脱欧”的唯一办法。 他还说，欧

盟方面不希望看到英国“无协议脱

欧” ， 但欧盟委员会也会为此做好

应急准备。

分析人士指出， 欧盟及其成员

国政府目前并未表露重新谈判的意

愿，而仍在强调希望英国立即澄清其

在“脱欧”问题上的立场和下一步打

算。 英国在“脱欧”日期即将来临之

际要说服欧盟重启谈判难度不小。

分析人士指出，目前在执政的

保守党内部、保守党与反对党工党

之间、保守党与政治盟友北爱尔兰

民主统一党之间、 英国与欧盟之

间，均存在政治博弈。 英国最终将

如何“脱欧” 甚至是否“脱欧” 均

有待观察。

如果英国仍想实现“有协议脱

欧” ，在不推迟 3 月 29 日正式“脱

欧” 日期的前提下，无论是保守党

继续执政还是反对党工党上台执

政， 英国恐怕都难以及时与欧盟方

面达成新协议。有媒体预测，英国有

可能推迟正式“脱欧”日期，与欧盟

继续谈判。

欧盟方面已确认为推迟 “脱

欧” 最后期限做好准备。 一旦收到

英国提出延长“脱欧”期限的请求，

欧盟将举行特别峰会进行讨论。

如果英国未能与欧盟达成协议

而迎来“脱欧” 期限，就将出现“无

协议脱欧” 。伦敦国王学院“变化欧

洲中的英国” 项目副研究员阿兰·

韦杰在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表

示，15 日的投票结果是英国政府在

“二战后遭遇的最大挫败” ， 目前

“无协议脱欧”变得更为可能。

不过“无协议脱欧”意味着英欧

关系将出现瞬间断裂，英欧贸易往来

将回到世贸组织框架下进行，双方经

济所受冲击将明显上升，因此英欧目

前都尽力避免“无协议脱欧” 。

随着“脱欧” 协议在议会被否

决， 英国国内要求举行全民公投将

“脱欧”前途的决定权交还到民众手

中的呼声再度高涨。而欧洲法院此前

已裁定英国可单方面撤销“脱欧”诉

求，给了英国“不脱欧”的后路。

但此间观察家认为，“二次公投” 将

进一步加深英国“分裂” ，有可能引

发“三次公投”“四次公投” 的“民

主困境” 。

■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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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外交困

协议被否 “脱欧” 前景未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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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两弹一星”元勋于敏去世

据新华社电 28 载隐姓埋名，

填补我国原子核理论空白， 实现氢

弹突破和武器化———1 月 16 日，对

我国科技自主创新能力的提升和国

防实力的增强作出了开创性贡献的

“两弹一星”功勋奖章得主、国家最

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 改革先锋奖

章获得者于敏去世，享年 93岁。

28 载隐姓埋名，填补我国原子

核理论的空白， 实现了氢弹突破和

武器化———于敏， 我国著名核物理

学家， 对我国科技自主创新能力的

提升和国防实力的增强作出了开创

性贡献。

1926 年，于敏生于一个天津小

职员家庭，从小读书爱问为什么。进

入北大理学院后， 他的成绩名列榜

首。导师张宗遂说：没见过物理像于

敏这么好的。

新中国成立两年后， 于敏在著

名物理学家钱三强任所长的近代物

理所开始了科研生涯。 他与合作者

提出了原子核相干结构模型， 填补

了我国原子核理论的空白。 正当于

敏在原子核理论研究中可能取得重

大成果时，1961 年， 钱三强找他谈

话，交给他氢弹理论探索的任务。

于敏毫不犹豫地表示服从分

配，转行。 从那时起，他开始了长达

28 年隐姓埋名的生涯， 连妻子都

说： 没想到老于是搞这么高级的秘

密工作的。

为了尽快研制出中国自己的氢

弹，于敏废寝忘食。 “百日会战” 令

人难以忘怀。 100多个日日夜夜，于

敏先是埋头于堆积如山的计算机纸

带，然后做密集的报告，率领大家发

现了氢弹自持热核燃烧的关键，找

到了突破氢弹的技术路径， 形成了

从原理、 材料到构型完整的氢弹物

理设计方案。

在他的组织和部署下， 氢弹理

论得以突破。 1967年 6月 17日，罗

布泊沙漠腹地， 一朵蘑菇云升腾而

起，我国氢弹试验取得成功。从第一

颗原子弹爆炸到第一颗氢弹试验成

功， 美国用了 7 年多， 苏联用了 4

年，中国用了 2年 8个月。

上世纪 80年代以来，于敏率领

团队又在二代核武器研制中突破关

键技术， 使我国核武器技术发展迈

上了一个新台阶。

“两弹一星”功勋奖章、国家最

高科学技术奖……极高的荣誉纷至

沓来，于敏一如既往保持着谦逊。他

婉拒“氢弹之父” 的称谓。于家客厅

高悬一幅字：“淡泊以明志，宁静以

致远” 。

“一个人的名字，早晚是要没有

的， 能把微薄的力量融进祖国的强

盛之中，便足以自慰了。 ”于敏说。

这是于敏在工作中（1980年摄）

1月 15日，在英国伦敦，反对英国“脱欧”示威者在议会大厦外参加集会

新华社电 国务院台办发言人

马晓光 16 日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

应询表示，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共同

努力谋求国家统一，是“九二共识”

的应有之义。

马晓光指出，1992 年 11 月，海

协会与台湾海基会经由香港会谈及

其后函电往来， 达成了各自以口头

方式表述“海峡两岸均坚持一个中

国原则”的共识。 海基会的表述是：

“在海峡两岸共同努力谋求国家统

一的过程中， 双方虽均坚持一个中

国的原则，但对于一个中国的涵义，

认知各有不同。 ”海协会的表述是：

“海峡两岸都坚持一个中国的原则，

努力谋求国家统一。 但在海峡两岸

事务性商谈中， 不涉及一个中国的

政治涵义。 ” 由此可以看出，坚持一

个中国原则， 共同努力谋求国家统

一，就是“九二共识” 的应有之义。

有记者问： 蔡英文拒绝承认

“九二共识” ，且希望岛内其他人也

不要承认“九二共识” ，还称“九二

共识”就是“一国两制” 。 请问发言

人有何评论？

马晓光在答问时表示，“九二

共识” 是两岸关系发展的共同政治

基础，明确界定了两岸关系的性质，

表明双方在努力谋求国家统一进程

中均坚持一个中国的原则。 “一国

两制” 是实现国家统一后的制度安

排。 民进党当局领导人故意将二者

混为一谈，是刻意误导台湾民众。

他表示，两岸关系好，台湾同胞

才会好。 但对于那些开历史倒车、倒

行逆施的人和势力来说， 两岸关系

好，他们的日子就不一定好过。 因此

他们肆意否定“九二共识” 、诬蔑“一

国两制” ， 进一步暴露了他们的分裂

立场，进一步暴露了他们企图通过升

高两岸对抗和敌意来破坏两岸关系

以谋取个人私利的目的。相信两岸同

胞特别是广大台湾同胞不会上当。

国台办:：

坚持一中原则

共谋国家统一

据新华社电 2019 年 1 月 15

日， 在中央反腐败协调小组国际追

逃追赃工作办公室统筹协调下，经

海南省委、 省纪委监委坚持不懈努

力， 外逃职务犯罪嫌疑人王军文回

国投案自首并积极退赃。 这是十九

届中央纪委三次全会后首名回国投

案的外逃职务犯罪嫌疑人， 也是中

央追逃办对外公布 50 名涉嫌职务

犯罪和经济犯罪的外逃人员有关线

索之后，第 6名到案的外逃人员。

王军文， 男，1951 年 10 月出

生， 曾任海南省纺织工业总公司总

经理、省经济合作厅党组书记、华海

公司董事长，涉嫌受贿罪。2003年 9

月， 王军文外逃。 2003 年 9 月 24

日， 海南省检察院对其进行立案侦

查，2014年 11月 10日批准逮捕。

中央追逃办有关负责人表示，

王军文归案再次彰显了以习近平同

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有逃必追、

一追到底的鲜明态度和坚定决心。

我们将认真学习和贯彻落实中央纪

委三次全会部署， 一体推进追逃防

逃追赃工作， 巩固发展反腐败斗争

压倒性胜利。 我们再次敦促所有外

逃职务犯罪嫌疑人，主动弃恶从善，

尽快回国投案，争取宽大处理。

海南省原正厅级国企负责人

王军文回国

投案自首

是“九二共识” 的应有之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