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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伦敦9月3日电（记者梁希
之 顾震球）英国议会下院 3日通过了
一项从保守党领导人、首相约翰逊手
中夺取议会议程控制权的动议。约翰
逊随后警告，如果议会通过延迟“脱
欧”议案，他将要求解散议会并提前
举行大选。

英国议会下院以 328票赞成、301
票反对的表决结果，通过从约翰逊手
中夺取议会议程控制权的动议。动议
通过后，议会下院4日将就“无协议脱
欧”议案进行辩论投票。如果议案通
过，将迫使保守党政府将“脱欧”推
迟至2020年1月31日，除非今年10月
19日前议会投票通过政府与欧盟达成
的“脱欧”协议或“无协议脱欧”。

表决结果公布后，约翰逊表示，
动议的通过将带来严重后果，议会处
于破坏任何“脱欧”协议的边缘。如
果议会通过延迟“脱欧”议案，提前
举行大选将是唯一选择，将由人民决
定由谁代表英国前往布鲁塞尔与欧盟
谈判。

英国议会 3 日结束夏季休会后复
会。保守党下院议员奥利弗·莱特温
当天提交申请，要求立即就是否从约
翰逊手中夺取议会议程控制权进行投
票。当晚的表决结果显示，21名保守
党议员加入反对党阵营。

舆论认为，莱特温提交紧急申
请，是针对约翰逊蓄意延长议会休会
一事。

约翰逊 8月 28日请求英国女王伊
丽莎白二世批准让议会自9月第二周某
天起休会，直至10月14日女王发表演
讲、开始议会新会期。这意味着议会9
月 3 日复会不久就将休会至 10 月 14
日。这一请求已获女王伊丽莎白二世
批准。

舆论批评约翰逊此举挤压议会议
事时间，为议员阻止政府“无协议脱
欧”设置障碍。

此前，英国议会下院曾三次否决时
任首相特雷莎·梅与欧盟达成的“脱欧”
协议，也曾投票明确反对“无协议脱
欧”。约翰逊出任首相后表示，不排除
通过使议会休会的方式，让议员们无力
阻止英国于10月31日“脱欧”。

新华社首尔9月4日电（记者 何
媛）韩国银行 （央行） 日前公布的数
据显示，今年第二季度韩国国内生产
总值环比增速修正值为 1%，较 7月发
布的最初估测值低0.1个百分点。韩国
央行表示，国际贸易紧张局势下出口
放缓和国内消费疲软是向下修正增速
的主要原因。

韩国今年来经济增长乏力，尤其
是月度出口额自去年12月以来遭遇“9
连跌”。专家认为，美国挑起中美经贸
摩擦挫伤全球经济增长，经济以出口
导向型为主的韩国是“最大受害者”
之一。

尽管韩国第二季度出口总额环比
增长2%，同比增长1.2%，但月度数据
显示，韩国出口自去年 12月以来已连
续9个月同比下跌。作为出口主力的芯
片产业，8月出口额同比大跌30.7%。

消费与投资方面的数据同样不
佳。韩国企划财政部在8月发布的《最
近经济动向》 报告中，连续第五个月
将经济形势表述为“不振”。

韩国统计厅 3日发布的数据显示，
实际居民消费者价格指数（CPI）同比
增速已连续数月低于 1%，其中 8月实
际 CPI下跌 0.038%。统计厅表示，这
是在农畜水产品和国际原油价格下滑
等多重因素下的短期现象，并不意味
着通货紧缩。

投资方面，韩国媒体报道，韩国
56家大企业今年上半年投资总额约为
37万亿韩元 （1美元约合 1215韩元），
同比减少约 11万亿韩元。其中，科技
产业的多家龙头企业上半年投资同比
减少了数万亿韩元。

专家认为，韩国经济为典型的出
口导向型，受外部因素影响较大，美
国挑起的中美经贸摩擦及其辐射效应
让韩国经济“很受伤”。中美分别是韩
国第一和第二大贸易伙伴，数据显
示，韩国8月对华和对美出口均有较大
幅度下滑。

韩国媒体援引惠誉国际信用评级
公司亚洲部门杰里米·祖克的分析报
道，如果中美经贸摩擦持续升级，韩

国将深受其害。同时，经贸摩擦长期
化将打击投资者情绪，重挫商界信心。

近期不断发酵的韩日贸易摩擦也
成为韩国经济的风险点。数据显示，
韩国 8月对日出口同比减少 6.2%。祖
克认为，韩日贸易摩擦将扰乱供应
链，增加韩国企业发展的不确定性。

面对严峻形势，韩国政府期望采
用政策手段，推动经济增长重回轨
道。韩国政府 8月 29日推出总额 513.5
万亿韩元的 2020年预算草案，总额比
上一年度增长 9.3%。如果最终获得国
会审议通过，这将是韩国政府首例超
过500万亿韩元的“超级”预算案。

企划财政部长官洪楠基表示，要
实现既定经济增长目标十分不易，政
府寄望于通过积极的财政政策推动经
济重返增长轨道。

在货币政策方面，韩国央行已于 7
月 降 低 基 准 利 率 0.25 个 百 分 点 至
1.5%。尽管央行 8月决定维持基准利
率不变，但市场普遍预测央行可能会在
10月或11月再次降息，以提振经济。

新华社惠灵顿9月4日电（记者卢怀谦 郭
磊）据中国驻新西兰使馆消息，一辆载有 23
名中国游客的旅游大巴4日上午在新西兰北
岛罗托鲁阿市发生侧翻，造成 6名中国游客
死亡，多人受伤。

目前，伤者已被送往附近医院。事故原
因正在调查中。据新西兰警方消息，5架直
升机和3辆救护车已赶往事发现场。目击者
说，事发时风雨很大。

事故发生后，中国驻新西兰使馆立即启
动应急机制。中国驻新西兰大使吴玺率使馆
工作组第一时间赶往事故发生地，向遇难者
表示哀悼，向伤者表达慰问并提供协助，会见
当地警方负责人及政府有关部门，要求新方
采取有效措施，全力做好事故调查和后续救
助工作，协助中方做好应急处置工作。

新华社北京9月4日电（记者惠晓霜）美国
太空探索技术公司拒绝改变一颗卫星的轨
道，促使欧洲航天局为避免相撞而让自家卫
星“绕道”。

欧洲航天局“风神”气象卫星2日启动推
动装置，避开太空探索技术公司“星链”卫星
群中的一颗卫星。

欧洲航天局说，先前与太空探索技术公
司联系，对方回复，“没有打算”让那颗‘星链’
卫星作机动避让。

“风神”卫星去年 8月发射，用于探测全
球风速和风向，帮助提高气象预报质量。欧
洲航天局说，这次变轨飞行不影响“风神”执
行任务。

太空探索技术公司今年5月23日用一枚
“猎鹰9”火箭把首批60颗“星链”卫星送入太
空，用于构建全球卫星互联网。这家企业打
算最终部署大约 1.2万颗卫星，其中 1584颗
飞行在地球上空550千米处的近地轨道。

欧洲航天局说，这是它的卫星首次作避
撞机动，以免与“超级”卫星群相撞；卫星变轨
采取手动操作方式，鉴于这类“超级”卫星群
会越来越多，有必要让欧洲航天局的卫星自
动避让。

除太空探索技术公司，其他一些企业同
样打算组建大规模卫星群。美国亚马逊公司
提出“柯伊伯项目”，打算将3236颗卫星送入
近地轨道，提供宽带网络服务。

新华社北京9月4日电（记者闫洁）
伊朗总统哈桑·鲁哈尼 3日排除伊朗与
美国直接对话的可能性，同时警告可能

“数天内”停止履行伊朗核问题全面协
议更多条款。

回避“直接谈”

鲁哈尼 3日在议会发表讲话，否认
伊朗方面将与美方“直接谈”，说双方任
何对话应以伊核协议为框架。

美国政府 2018年 5月退出伊核协
议，随后恢复并追加对伊制裁。作为
协议签署国之一，法国近期积极斡
旋。法国总统埃马纽埃尔·马克龙8月
底出席七国集团峰会期间表达促成鲁
哈尼与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会面
的愿望。

“也许有一种误解，”鲁哈尼说，“我
们多次说过，（现在）我们重申，（伊方）

没有与美方举行双边对话的决定。”
按照鲁哈尼的说法，伊朗“原则上”

不与美方直接谈，但如果美方解除所有
对伊制裁，伊方有可能像以前一样在伊
核协议框架内与美方接触。

“我们已经收到多份（与美国对话
的）提议，”鲁哈尼说，“我们的回答一直
是否定。”

欲迈“第三步”

美方退出伊核协议后着手加强在
海湾的军力部署，伊方则停止执行协议
部分条款，突破低丰度浓缩铀存量 300
公斤和浓缩铀丰度3.67%的上限。

鲁哈尼 3日说，除非欧洲方面制定
保护伊朗利益的具体方案，否则伊方将
在数天内进一步停止履行协议。“如果
这些磋商截至 5日还没有结果，我们将
宣布减少履行协议承诺的第三步。”

只是，鲁哈尼强调伊方举措并非不
可撤销，说按照这些举措的执行方式，

“回到起点无需耗费太多时间”。
法新社报道，国际原子能机构 8月

30日通报，伊朗低丰度浓缩铀存量为大
约 360公斤；伊方只有超过 10%的浓缩
铀 突 破 了 丰 度 3.67% 的 上 限 ，达 到
4.5%。

鲁哈尼说，伊方对其他国家的要
求是“继续买我们的原油”，“即便在
伊方迈出第三步后，我们还可以继续
磋商”。

就挽救伊核协议，鲁哈尼最近几个
星期多次与马克龙通电话。伊朗塔斯
尼姆通讯社 8月 31日援引伊朗议员阿
里·穆塔哈里的话报道，马克龙提出向
伊朗提供 150亿美元信用额度，换取对
方撤销先前停止履行协议的举措并避
免采取进一步动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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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届中国—阿拉伯国家博览会将于 9
月5日至8日在宁夏银川举办，目前博览会各
场馆准备工作已进入收尾阶段。

新华社记者冯开华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