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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首相就任后首次出访，试图游说德法就英国退出欧盟事宜改变立场

“脱欧”咋“脱”？英德法仍存分歧

然而，法国方面21日对约翰逊的
呼吁“泼冷水”。默克尔与约翰逊结束
会谈后不久，法国总统马克龙在首都
巴黎告诉媒体记者，约翰逊重谈协议
的要求不可行。

马克龙说，英国将是“无协议脱欧”
的主要受害者，其代价无法由英国与美

国达成贸易协议弥补。这一“战略选
择”将导致英国“历史性附庸化”。英国
如果“无协议脱欧”，责任在英国一方。
马克龙同时重申，没有理由让英国再度
延期“脱欧”，除非英国提前议会选举或
再次就“脱欧”事宜举行全体公民投票。

法国总统府一名官员当天早些时

候说，法方预期英国最有可能10月底
“无协议脱欧”，但必须支付与欧盟的
“分手费”。

马克龙定于22日与约翰逊共进
午餐。他说，期待英首相“澄清”立
场。“我们必须澄清不少事。我认为，
现阶段（英方）说法依然不准确。”

在英国广播公司政治记者尼克·
埃尔德利看来，不宜对德国总理默克
尔“留了一扇门”过度兴奋。欧盟坚持
保留“备份安排”的原因在于，不相信
眼下有可行的替代方案。30天内找
到方案的压力在英国一方，“这将是巨
大挑战”。 海洋（新华社专特稿）

特雷莎·梅与欧盟谈妥的“脱欧”
协议规定，如果英欧在“脱欧”过渡期
内无法达成关于北爱尔兰地区贸易的
更好方案，在明年年底过渡期结束时
将启动作为保险兜底政策的“备份安
排”，确保不设“硬边界”、即重新设置

实体海关和边防检查设施。
“备份安排”启动后，北爱须遵守欧

盟单一市场部分规则，英国全部地区将
留在关税同盟并遵守欧盟竞争和国家
援助规则，直到双方同意停止相关措施。

英国广播公司报道，约翰逊21日

在联合记者会上对默克尔设下的“迅
猛时限”感到特别高兴，承认提出解决
方案的“责任”在英国一方，说相信双
方有“充足空间”达成新协议。

约翰逊把带领英国10月31日如期
“脱欧”作为施政主要目标，多次强调不

惜“无协议脱欧”。回答记者如何看待
英国与欧盟其他27国立场差异时，约翰
逊用赛马作比，说“如果以足够耐心和
乐观应对”，英国能实现“脱欧”。“总体而
言”我们处在“赛马最后一段，就是当马
群改换位置，获胜者出现的时候”。

德国设挑战

21日，约翰逊在与默克尔的联
合记者会上说，英国希望有一个“脱
欧”协议，但不能接受当前的“脱欧”
协议，尤其是其中的“备份安排”。
默克尔表示，欧英先前认为，“备份
安排”的替代方案“可能在两年内找
到，但我们也可能在30天内找到，
为什么不呢”？

默克尔说，欧盟内部向来善用
“想象力”讨论并解决问题，相信就
“备份安排”也是如此。她强调，欧
盟希望“保护单一市场完整性”，“我
们将首先听取英方设想”。

约翰逊在访问德法前发表致欧
洲理事会主席唐纳德·图斯克的公开
信，重申英方取消“备份安排”、重谈

“脱欧”协议的要求，遭图斯克回绝。
不过，按照路透社的说法，默克

尔21日表态可能是愿向约翰逊妥
协的信号。她先前承诺商讨关联

“备份安排”的“实际解决方案”，但
强调含有“备份安排”的“脱欧”协议
法律文本不容重谈。

默克尔认为，双方可以借由“脱
欧”协议中不具法律约束力的政治
宣言部分解决难题。这一阐述欧英

“脱欧”后未来关系的宣言需要“绝
对清晰”，以便为“备份安排”提供具
有现实意义的替代方案。

约翰逊说，“备份安排”有非常
严重的缺陷，应该从“脱欧”协议中
删去。如将其去掉或进行修改，“脱
欧”进程就能快速推进。

默克尔还说，她希望英国实现
有协议“脱欧”，但同时强调为无协
议“脱欧”做好了准备。

英国首相鲍里斯·约翰逊就任后首次出访选定德国和法国，试图游说欧洲联盟两大成员国就英国退出欧盟事宜改变立场。
约翰逊21日访问柏林并与德国总理默克尔举行会谈。双方均表示希望实现英国有协议“脱欧”，但对如何实现这一目标仍存在分歧。默克尔显现妥协意愿，说

欧盟与英国可能在30天内找到解决“备份安排”难题的方法，但方案须由英方提出。
一天后会晤约翰逊的法国总统埃马纽埃尔·马克龙则维持欧盟一贯立场，说含有“备份安排”的“脱欧”协议不容重新谈判；英国如果“无协议脱欧”是咎由自取。

英国表乐观

法国示强硬

八
月
二
十
一
日
，在
德
国
柏
林
，德
国
总
理
默
克
尔
（
右
）
与
英

国
首
相
约
翰
逊
出
席
联
合
记
者
会
。

新
华
社/

路
透

美若在欧洲部署新型导弹，普京视为威胁
俄罗斯总统普京回应美国试射

新型巡航导弹，认为美国有能力在欧
洲部署这一违反《中导条约》的武器，
那样将对俄罗斯构成威胁。

普京21日访问芬兰，与芬兰总统
绍利·尼尼斯托会晤后接受媒体采访，
指认美国试射中程陆基导弹违反《中
导条约》，导致欧洲安全局势紧张。

他说，美国在《中导条约》正式失
效仅仅十几天后试射新型导弹，让俄
方有理由推断研发新型导弹在美方寻
找退出条约的借口前已开始。

美国军方18日从加利福尼亚州
试射一枚携带常规弹头的陆基巡航导
弹，击中超过500公里外的目标。美
联社报道，试射物是美国海军现役“战

斧”式巡航导弹的改型，属于《中导条
约》所禁止的武器。

五角大楼发言人说，导弹使用
MK—41型垂直发射装置。俄方指认，
美国驻罗马尼亚军事基地已经部署同类
设备，证明这一装置不仅可以发射用于
弹道导弹防御的拦截弹，也可以发射巡
航导弹。五角大楼否认这一说法。

普京21日说，美国可能会使用在
罗马尼亚和波兰部署的导弹防御系统
发射新型巡航导弹，只需要修改程序即
可。在他看来，美方甚至不会就部署新
型导弹知会欧洲伙伴。“这势必对俄罗
斯构成威胁。我们必须回应。”

《中导条约》全称《苏联和美国消
除两国中程和中短程导弹条约》，由美

国和苏联领导人1987年签署，规定两
国不再保有、生产或试验射程500公
里至5500公里的陆基巡航导弹、弹道
导弹和发射装置。这一条约在美国退
出后于8月2日失效。

路透社报道，美方说没有打算马
上在欧洲部署新型陆基导弹。

王逸君（新华社微特稿）

俄太空机器人
乘飞船奔向国际空间站

据新华社莫斯科8月22日电（记者栾海）俄
罗斯22日在哈萨克斯坦境内拜科努尔发射场成
功发射一枚运载火箭，将“联盟MS-14”飞船送入
预定轨道飞往国际空间站。值得关注的是，这艘
飞船上并没有宇航员，唯一的“乘客”是一个人形
智能机器人。

据俄国家航天公司发布的消息，一枚“联盟-
2.1a”火箭于莫斯科时间22日6时38分（北京时
间22日11时38分）点火升空，10多分钟后其搭
载的“联盟MS-14”飞船与火箭第三级顺利分离
并驶入预定轨道。坐在这艘飞船宇航员座椅上的
是一个周身淡灰色、手持俄罗斯国旗的机器人，其
代号为“太空机器人F-850”。

这名“太空机器人的空间站之旅为期17天，
它需要完成的测试任务包括传递遥感信息、检测
与航天安全相关的多项参数、模仿宇航员舱外作
业等。这种机器人未来用途是在航天器内外执行
对宇航员来说非常危险的任务。

按计划，“联盟MS-14”飞船将于本月24日与
空间站对接，除太空机器人外，还将为站内送去科
学实验设备、医疗用品、食品和宇航员私人邮包。

此次是“联盟-2.1a”首次试射载人飞船，该型
火箭此前只发射过货运飞船和人造卫星。与将
于退役的“联盟-FG”型火箭相比，“联盟-2.1a”具
有更完善的发动机和俄国产数字化控制系统。

8月20日，在巴西亚马孙州，一名男子在被
烧毁的树木旁干活。

近来，巴西亚马孙雨林发生多处火情，大面积
雨林被烧毁，引起世界各国关注。亚马孙雨林超过
60%的面积位于巴西境内，如今出于毁林造田目
的，雨林遭砍伐的速度不断加快。 新华社/路透

巴西亚马孙雨林林火肆虐

新华社香港8月22日电 针对
近日加拿大政客不顾中方坚决反
对，接二连三发表涉港错误言论，
外交部驻香港特别行政区特派员
公署发言人 22 日表示，加拿大方

面屡次对香港事务说三道四、指手
画脚，粗暴干涉中国内政，外交部
驻港公署对此表示强烈不满和坚
决反对。

发言人指出，加方错误言论将

暴力违法行径同和平集会混为一
谈，无视香港警队依法惩治暴力，却
别有用心地提出所谓各方保持克
制。这种是非不分、黑白颠倒的错
误言论，与当前香港社会和全体市

民止暴制乱、恢复秩序的普遍诉求
背道而驰，实质是为暴力违法分子
撑腰打气。

发言人强调，香港是中国的香
港，香港事务纯属中国内政，不容

任何外国、组织和个人干预。我们
再次敦促有关国家和政客摆正位
置、悬崖勒马，恪守国际法和国际
关系准则，立即停止拿香港事务

“刷存在”！

外交部驻港公署敦促加方立即停止干预香港事务

近一段时间，中国香港频频发生
违法暴力事件，严重冲击香港法治和
安宁。在反中乱港分子上窜下跳的
背后，还有一群西方的魅影在其中穿
梭。他们频频通过或明或暗的方式，
对香港事务煽风点火，抹黑香港警方
依法维护秩序的做法，向极端暴力分
子发出严重错误信号。

这一群魅影，正是西方一些别有用
心的政客和媒体。他们对自己国内的
暴力行为毫不手软，却对香港警方的

文明执法极尽污蔑；避而不谈香港街
头无法无天的暴力行为，却对香港警
队高度克制、依法捍卫秩序的做法横
加指责。西方一些政客和媒体，就是
如此赤裸裸地奉行双重标准，把伪善
演绎得淋漓尽致。

德国《经济周刊》前主编斯特凡·
巴龙发表文章说，香港执法人员对违
法者采取行动时其实是把暴力维持
在最低限度，“在美国，这样的骚乱可
能早就被镇压了”。

在伪善和双重标准方面，西方政
客还有更多“精彩”表演：面对自己国
家种族主义等造成的种种严重人权
问题轻描淡写甚至视而不见，却热衷
于对别国的所谓人权问题指手画
脚。近日，又有美国政客公然将香
港有关问题与中美贸易谈判挂钩，
再次暴露了其打人权牌为自己谋私
利的“司马昭之心”。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近日表示，
西方国家干涉中国内政不仅指理论意

义上的干涉，他们为了遏制中国不择
手段。德国《青年世界报》评论说，西
方一些人干涉香港事务的目的，是“通
过持续激化紧张局势将香港这块曾经
的殖民地变为一个永久性乱源：西方
殖民统治的伤疤发炎可以阻碍中国的
崛起。”

多年来，一些西方势力频频干涉
他国内政，造成许多国家政局动荡甚至
战火不断、民不聊生。在这些西方政客
和媒体心目中，只要可以培植亲西方的

政府，可以利用地区乱局牟取各种利
益，民众所受的苦和痛都可以视而不
见。这，就是这些政客心中的“真恶”。

众所周知，不干涉内政是国际法
的基本原则。西方一些人粗暴干涉
他国内政，是对国际法和国际规则的
肆意践踏。

西方这些政客和媒体的表演，被
国际社会看得越来越清楚，成为千夫
所指。这样的伎俩，也注定没有市
场。 （新华社北京8月22日电）

认清干涉内政者的伪善与真恶 8月22日，在阿富汗东部库纳尔省首府阿萨
达巴德市，前伊斯兰国武装分子参加投降仪式。

阿富汗政府官员22日说，13名伊斯兰国武装
分子在阿东部库纳尔省向政府军投降。 新华社发

13名伊斯兰国武装分子
向阿富汗政府军投降

韩国决定不再与日本续签
《军事情报保护协定》
日方提出抗议

新华社首尔8月22日电 （记者陆睿 耿学
鹏）韩国政府22日宣布不再与日本续签《军事情
报保护协定》（以下简称《协定》）。日本政府当天
通过外交途径向韩国政府提出抗议。

韩国总统府青瓦台国家安保室第一次长金有
根当天在记者会上宣布上述决定。他说，韩方认
为，日方在没有提出明确证据的情况下，以韩日间
信任受损导致的安保问题为由，于本月2日将韩
国移出日本的贸易“白色清单”，这令两国的安保
合作环境发生重大变化。

金有根表示，在这种情况下，韩方认为继续签
署以共享安保领域敏感军事情报为目的的协定不
符合韩国国家利益。韩方将在《协定》规定时限内，
通过外交渠道向日方通报不再续签《协定》的决定。

收到韩国不再续签《协定》的通报后，日本外
务大臣河野太郎当天召见韩国驻日大使南官杓，
对韩国此举表示抗议。

河野表示，韩方这一决定是对当下地区安全
保障环境的完全误判，他对此深表遗憾。河野说，
韩方称之所以不再续签《协定》是因为日本加强了
对韩出口管控，但“这完全是两个不相关的问题，
我们不接受这样的理由”。

日本媒体分析认为，韩方不续签《协定》，将影
响未来日美韩三国在朝鲜问题上的合作，未来日
韩关系的持续恶化恐在所难免。

7月初，日本宣布对出口韩国的三种半导体
原材料加强审查与管控，引发韩日贸易摩擦。本
月，日、韩分别将对方移出本国可享受贸易便利的

“白色清单”，贸易摩擦进一步发酵。韩方多次敦
促日方撤回相关措施，并表示会视韩日关系发展，
考虑是否终止《协定》。

2016年11月23日，韩国和日本正式签署《军
事情报保护协定》。《协定》有效期一年，除非一方
反对，否则期满自动延长。若有一方不愿续签，需
提前90天，即在8月24日前向另一方通报终止这
一协定。

据新华社香港8月22日电（记
者张雅诗、白瑜）对于互联网上流传
的一些被人为修改的视频和图片，导
致公众对警方的执法方式产生误会，
香港警方22日向媒体作出澄清。

特区政府警务处网络安全及科
技罪案调查科警司莫俊杰22日在警
方记者会上表示，网上其中一张图片
显示有一家人在沙田新城市广场被
防暴警察追打，而警方在记者会上播
放的视频却清楚显示，警察正在护送
他们到安全地方。后来那一家人更

公开感谢警方对他们的保护。
莫俊杰表示，网上一段视频显

示有警员用脚踢一名已经被制服在
地上的示威者，试图挑起公众反对
警方的情绪。他解释说，这是因为
该段网上流传的视频像素过低，导
致看上去警察的脚好像有所动作。

警方在记者会上还播放一段示
威现场的视频，其中一名年轻人突然
跳桥，结果多名警察及时拉住他救回
一命。然而，这一事件在网上却被描
述成为警方将年轻人推下桥。

据新华社香港8月22日电（记者
方栋）香港多家民航系统工会22日发
表联合声明，强烈谴责部分示威者企
图继续冲击、堵塞香港国际机场，呼
吁广大市民不要参与非法活动。

声明表示，针对网上有人煽动8
月24日再次堵塞香港国际机场，并
扬言要影响机场货运运作，民航系
统七家工会强烈反对，严正要求示
威者停止所有冲击机场、影响机场
工人生计及机场运作的行动。

声明指出，此前示威者围堵机场
的行为，已对香港国际机场的声誉和

经济造成严重损害，带来不可估量的
损失。但示威者一再罔顾香港经济
已经下行的事实，以机场作赌注来要
挟特区政府，是一种极度自私并损害
广大机场雇员生计的行为。

七家民航系统工会强烈要求，
机场管理局向法庭申请延长禁制令
的时限，并对任何违反法庭禁制令、
未得到机管局和警方批准的集会示
威行动严正执法，保护香港市民的
公众利益，维护机场地区的安宁。

声明表示，坚决反对任何以达
到政治目的而影响机场运作的行

动，呼吁会员、工友及广大市民不
要参与其中，并旗帜鲜明地反对和
抵制一切扰乱社会秩序和暴力的
行为，呼吁意图发动或参与围堵机
场行动的人士不要再以香港的经
济命脉作为赌注，让香港社会及机
场重回稳定。

参与联署声明的工会包括：香港
民用航空事业职工总会、国泰航空服
务职工会、香港航空货运及速递业工
会、香港航空业总工会、香港空运货
站职工会、香港机场地勤服务职工
会、香港机场餐饮业雇员工会。

香港多家民航系统工会谴责示威者再次堵塞机场图谋 香港警方澄清：

执法方式被错误的网络信息歪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