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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5月6日电（记者海
洋）英国首相特雷莎·梅 5 日经由

《星期日邮报》向最大反对党工党领
导人杰里米·科尔宾“喊话”，呼吁工
党与执政党保守党“搁置分歧”，就
英 国 退 出 欧 洲 联 盟 的 协 议 达 成
一致。

保守党和工党在 2日地方议会
选举中双双受挫，促使特雷莎·梅作
此呼吁。

吁团结
特雷莎·梅为《星期日邮报》撰

文说：“我要对反对党领导人说，让
我们聆听选民在地方议会选举中的
呼声，暂时搁置分歧吧。让我们做
笔交易。”

英国广播公司报道，保守党在2
日地方议会选举中丢失大约 1330
个议席。工党却没能从中获益，丢
掉大约80个议席。

特雷莎·梅把选举失利归咎于
“脱欧”僵局难破，说尽管保守党同
僚“对这一决定感觉不适”，她本人

“也不想这样做”，但依然希望与工
党达成一种“团结一致的跨党派立
场”，找到“打破僵局”的方法。

路透社报道，工党领导人科尔
宾 3日同样承认，每名议员现在都
受到通过“脱欧”协议的“巨大推动
力”。

特雷莎·梅与欧盟达成的“脱
欧”协议先前 3次遭英国议会下院
否决，致使“脱欧”进程陷入停滞，

“脱欧”日期从原来的3月29日延迟

至最晚10月31日。
保守党与工党谈判代表过去数

周多次会晤，磋商妥协版“脱欧”方
案。下一轮磋商定于7日开始。

新让步
《星期日泰晤士报》5日披露，保

守党愿在 7日与工党的磋商中作出
“重大、大胆”让步，包括同意与欧盟
达成“综合性、临时性关税安排”，直
到 2022年下届全国选举；在更广阔
范围内接受欧洲单一市场的货物贸
易规则；立法确认英国的劳工权益
与欧盟一致。

《星期日泰晤士报》把此举称为
“特雷莎·梅的最后一搏”。消息人
士说，7日会晤将是“真相揭晓的时
刻”，英国首相府届时将决定能否与
工党达成协议，抑或不得不让渡权
力，由议员以系列表决方式确定后
续“脱欧”进程。这意味着英国可能
与欧盟维持全面关税同盟关系。

英国苏格兰地区保守党领导人
露丝·戴维森4日对两党达成协议表
达乐观。她当天告诉保守党成员，需
要在本月23日欧洲议会选举以前达
成跨党派“脱欧”协议，否则两大主要
政党恐遭遇更多选民反对。

戴维森当天晚些时候告诉媒体
记者，两党过去数周的磋商取得一
定进展，“今后数天可能达成一份协
议”。

旧抵制
然而，据多家媒体分析，保守党

与工党达成协议面临诸多风险。

保守党内“疑欧”派人士坚决反
对留在关税同盟内，担忧这会妨碍
英国自主与欧盟以外国家和地区达
成自由贸易协定。

颇具影响力的保守党议员组织
“1922委员会”主席格雷厄姆·布雷
迪告诉《星期日电讯报》，英国留在
关税同盟将导致保守党“灾难性分
裂”。

前保守党党首伊恩·邓肯·史密
斯直接要求更换党首，说“或者首相
即刻明确离任时间”，或者议员们替
特雷莎·梅作此决定。

工党同样可能遭遇党内“叛
乱”。法新社报道，100多名工党等
反对党议员联名致信特雷莎·梅和
科尔宾，说除非两党协议接受全体
公民投票，否则他们会否决所有
协议。

路透社分析，另一反对党自由
民主党一大核心诉求是“脱欧”二次
公投，且该政党在地方议会选举中
狂揽大约 700 个席位，使英国政坛
局势进一步复杂化。

另外，工党内部对是否与保守
党妥协有不同意见。一些人指出，
如果“脱欧”僵局拖到欧洲议会选举
后，工党可能会因保守党选情“雪上
加霜”而获益更多。

更重要的是，临时性关税安排
恐遭欧盟反对。这一安排一旦停
止，欧盟国家爱尔兰和英国北爱尔
兰地区之间恐出现“硬边界”，即重
新设置实体海关和边防检查设施。

新华社北京5月6日电（记者 郑昊宁）土耳其副
总统福阿德·奥克塔伊 5日说，土耳其方面不会屈从
美国方面的制裁威胁，不会放弃购买俄制S-400型防
空导弹系统。

“不会变”
奥克塔伊当天告诉土耳其电视台卡纳尔 7频道

记者，土方将按照原定计划，7月接收俄方先进导弹
防御系统。

“土耳其一旦签署合同，就会信守诺言，”他说，
“我们签了这份合同，已经支付款项。”

奥克塔伊说，美方对土方购买 S-400的担忧“没
有依据”。

土耳其和美国是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成员。北约
及美方坚决反对土方购买S-400，认定这一俄制导弹
系统无法融入北约武器体系，反而会影响北约体系。
美国国务卿迈克·蓬佩奥等美方官员先前威胁，如果
土方购买 S-400系统，美方将依据《以制裁反击美国
敌人法》对土方施加制裁。

多家媒体报道，土方先前向美方提议设立一个联
合工作组，评估S-400可能对北约武器体系造成的影
响，迄今没有收到美方回应。

“没法管”
北约秘书长廷斯·斯托尔滕贝格今后几天将访问

土耳其。他5日告诉土耳其阿纳多卢通讯社记者，军
事采购是各国自主作出的“国家决定”，只是，“盟军的
合作能力是北约采取行动和执行任务的基本要素”。

为促使土方放弃购买S-400，美方多名高级官员
近几个月连番喊话，呼吁土方改为购买美制“爱国者”
防空导弹系统。只是，“爱国者”的售价高于 S-400，
土方多次抱怨西方国家武器系统价格太高。

斯托尔滕贝格说土美官员正磋商购买“爱国者”
事宜，土方同时考虑购买法国和意大利合作研制的
SAMP-T防空导弹系统，他欢迎上述进展。

“不公平”
美国国防部上月初说，由于土方坚持购买 S-

400，暂停向土方交付 F-35型战斗机零部件并暂停
F-35项目合作，直至土方放弃购买S-400。

F-35战机由美国洛克希德-马丁公司研发，土耳
其作为美国的北约盟友，参与F-35项目。

土耳其国防部长胡卢西·阿卡尔5月3日说，把土
方排除在F-35项目以外，将对项目其他合作方造成

“非常严重”的负担。
阿卡尔同时说，F-35项目条款没有注明“如果购

买 S-400将暂停合作”，“把我们排除在外，仅仅因为
一个国家想这样做，这不公平，不符合法律”。

新华社华盛顿5月5日电（记者
高攀 熊茂伶）美国劳工部 3日公布
的数据显示，美国 4月失业率降至
3.6%，创近 50年来新低，但薪资涨
幅低于预期。这再次引发美政府官
员、经济学家和市场人士关于美国
联邦储备委员会是否需要降息的
争论。

美国劳工部的数据显示，4月
失业率较前月下降 0.2 个百分点，
降至 1969 年 12 月以来最低水平；
当月非农部门新增就业岗位26.3万
个，高于前月修正后的 18.9万个，
这表明美国就业市场延续稳固复苏
势头。

但仔细分析 4 月就业数据，美
国就业形势并非表面看上去那样美
好。美国致同会计师事务所首席经
济学家黛安娜·斯旺克指出，4月失
业率下降主要是因为劳动参与率下
降，即部分人放弃找工作而退出就
业市场，这不是一个健康的信号。
她表示，美联储尽力延长美国经济
扩张周期，就是希望更多放弃找工
作的人重返就业市场。

4月，衡量在职和求职人口总数
占劳动年龄人口比例的劳动参与率
较前月小幅降至 62.8%。当月约有
49万美国人退出就业市场，创一年
半以来新高。

令美联储官员意外的是，过去

一年来美国失业率一直处于 4%以
下的历史低位，但薪资上涨并没有
像预期的那样加快。4月美国员工
平均时薪较前月增加 0.06 美元至
27.77美元，同比增长3.2%，涨幅与3
月持平，但低于2月的3.4%。

目前薪资的温和增长尚不足以
推高美国通胀水平。作为美联储看
重的通胀指标，剔除食品和能源价
格的核心个人消费支出价格指数 3
月同比增长 1.6%，创 2018年 1月以
来最慢同比增速，并仍低于美联储
2%的通胀目标。

包括美国总统特朗普、副总统
彭斯、白宫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库
德洛等在内的政府官员近期均以通
胀较低为由敦促美联储降息。彭斯
3日接受媒体采访时说，“我们并未
看到任何通胀压力”，美联储可能该
考虑降息了。

一些美联储官员也对美国通胀
持续疲软表示担忧。圣路易斯联邦
储备银行行长詹姆斯·布拉德 3日
表示，如果到今年夏天后美国通胀
预期仍然太低、实际通胀率也未上
升，他将对美联储降息持开放态度。

芝加哥联邦储备银行行长查尔
斯·埃文斯也表示，如果美国经济增
长比预期更加疲软或者通胀维持在
太低水平，美联储可能需要考虑降
息，但他认为在采取行动之前还要

再观察几个月的通胀数据。
不过，美联储主席鲍威尔 1 日

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目前美联储
的政策立场是“合适的”，没有加息
或降息的必要。他指出，近期美国
通胀疲软主要是受暂时性因素影
响，随着时间推移，美国通胀率将回
升到2%的目标。

美联储副主席理查德·克拉里
达 3日重申，美联储将对利率政策
保持耐心。他表示，当前美国通胀
前景稳定，联邦基金利率处于美联
储预计的中性利率区间内，美国经
济已非常接近美联储促进物价稳定
和充分就业的双重目标。

《华尔街日报》4月对 60多位经
济学家进行的调查显示，多数经济
学家预计美联储将维持利率不变至
少到 2021年底。但据彭博社报道，
市场交易员仍押注美联储 2020 年
年中之前降息。

自 2015年 12月启动本轮加息
周期以来，美联储已加息 9次，并开
启缩减资产负债表计划，以逐步退
出金融危机后出台的超宽松货币政
策。去年美联储加息 4次，将联邦
基金利率目标区间提高到 2.25%至
2.5%的水平。今年初以来，美联储
一直按兵不动。一些经济学家认
为，美联储本轮加息周期或已接近
尾声。

美国经济真的那么光鲜？

英首相呼吁达成跨党派“脱欧”协议

不惧制裁威胁

土耳其“认准”S-400

5月5日，在马耳他姆迪纳古城举行的中世纪
文化节上，一群身着欧洲中世纪时期服饰的演员
再现中世纪医生给病人做手术的场景。马耳他姆
迪纳举行中世纪文化节。在为期两天的文化节
中，人们身着中世纪时期的仿古服饰进行格斗表
演，展示武器制作、手工纺织等技艺，重现欧洲中
世纪时期的景象。 新华社发（袁韵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