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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华盛顿10月18日电（记
者高攀 杨承霖）根据世界贸易组织
对空客公司补贴案的裁决结果和正
式授权，美国18日正式对价值75亿
美元欧盟输美产品加征关税。分析
人士认为，此举可能进一步加剧美欧
之间的经贸争端。

根据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本月
初发表的声明，美方对欧盟大型民用
飞机加征10%的关税，对欧盟农产
品和其他产品加征25%的关税。

欧盟贸易委员马尔姆斯特伦日
前在一份声明中说，欧盟对于美方推
进关税计划表示遗憾。这让欧盟今
后别无选择，只能对波音公司的违规
补贴行为采取关税报复措施。她表
示，相互加征关税不符合任何人的长
远利益，这将对美欧高度整合的飞机
供应链造成非常严重的伤害，并对已
经受到目前贸易紧张局势影响的许
多其他行业造成连带伤害。

马尔姆斯特伦指出，欧美均被发

现违反世贸组织规则，作为全球最
大的飞机制造商，欧美拥有共同责
任坐下来谈判达成一个平衡、符合
世贸组织规则的解决方案。她还表
示，欧盟委员会承诺捍卫欧洲企业、
农民和消费者利益，将监测美国关
税报复措施对欧洲相关产品，特别
是农产品的影响。

美方加征关税措施遭到多家商
业组织的反对。美欧15家国际酒精
饮料协会18日在写给美国贸易代表

和欧盟委员会的联名信中表示，他们
反对美国对欧盟的葡萄酒等产品加
征关税，希望双方通过谈判解决贸易
争端，贸易战没有赢家。

世贸组织本月 2日裁决，欧盟
及其部分成员国仍违规补贴空客
公司，美国将有权对价值75亿美元
的欧盟输美商品采取加征关税等
措施。随后，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
请求世贸组织召开会议，授权美国
对欧盟产品采取报复措施。世贸

组织争端解决机构14日召开会议，
同意正式授权美国对欧盟采取贸
易报复措施。

美欧航空补贴争端由来已久。
2004年，美国向世贸组织提出诉讼，
指控欧盟以各种形式向空客提供非
法补贴。欧盟随后也向世贸组织起
诉美国政府向波音提供非法补贴。
对此，世贸组织曾先后裁定，美国和
欧盟均存在对各自航空企业提供非
法补贴的问题。

美国正式对75亿美元欧盟输美产品加征关税

关税战火焰再升腾 美欧经贸又添伤痕

随着美欧经贸摩擦进一步升级，
各界对美欧贸易前景的担忧情绪开始
上升，不少欧洲企业对美加征关税表
示忧虑，而美方人士也担忧欧洲对美
国企业采取反制措施已为时不远。

大西洋两岸的资本市场率先感受
到关税升级带来的负面影响。18日
欧洲三大股指下跌，其中富时100指
数收跌 0.44%；CAC40 指数收跌
0.65%；DAX指数收跌0.17%。当天
纽约三大股指也全面下跌，其中道琼
斯工业平均指数跌幅为0.95%，标准
普尔500种股票指数跌幅为0.39%，
纳斯达克综合指数跌幅为0.83%。

不少小企业这次也“躺枪”。苏格
兰威士忌协会负责人卡伦·贝茨预计，
该行业整个供应链上的投资和生产率
都将下降，最终导致就业面临风险。

西班牙橄榄种植商巴勃罗·卡萨
多表示，在40年橄榄种植生涯中从未
遇到这样的情况，该行业的生存“处于
危险之中”。法国一家酒庄的经营者
也表示，加征关税是“一场噩梦”，不知
道结局最终会怎样。

（据新华社华盛顿10月18日电
记者杨承霖 高攀）

由于本轮关税的打击面不仅覆盖
空客飞机，还包括法国葡萄酒、英国苏
格兰威士忌等多种欧洲特色农产品，
欧洲多国对美方表示了强烈反对。不
少人士称加征关税伤害了美欧关系，
也对世界经济造成严重影响。

英国国际贸易大臣伊丽莎白·特
拉斯表示，英国完全遵守了世贸组织
对空客争端的裁决，英方认为本国行
业不应被征收关税。英国苏格兰事务
部政务次官科林·克拉克也对美方加
征关税“深感失望”，称英方已经将该
问题作为最重要的事务提交欧盟和美
国，直到这些关税被取消。

法国经济部长勒梅尔说，从经济
和政治角度看，美方的决定将产生非
常负面的后果，欧洲准备在世贸组织
框架内进行报复。他还警告说，在全
球经济放缓之际，双方有责任尽最大
努力避免这一冲突。德国财政部长奥
拉夫·肖尔茨也警告不要进一步升级
美欧经贸争端。

欧盟贸易委员马尔姆斯特伦此前
也发表声明称，美国选择对欧盟加征
关税是“短视”且“适得其反”的，只会对
大西洋两岸的企业和民众造成伤害。

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本月初表
示计划对一系列欧盟输美产品加征
关税。从商品产地来看，遭到本轮
关税打击的大部分产品来自英国、
法国、德国和西班牙。

美国此次对欧加征关税起源于
美欧航空补贴争端。2004年，美国
向世贸组织提出诉讼，指控欧盟以
各种形式向空客提供非法补贴。欧
盟随后也向世贸组织起诉美国政府
向波音提供非法补贴。

美欧在世贸组织的缠斗不断。
世贸组织于2012年裁定美国对波
音提供的补贴非法，本月初又裁定
欧盟及其部分成员国未完全执行世
贸组织争端解决机构的相关裁决，
仍对空客公司进行违规补贴，美国
有权对价值75亿美元欧盟输美商
品加征关税。

近年来，美欧经贸摩擦增多。
美国2018年对欧盟钢铝制品加征
关税，欧盟迅速采取反制措施，对美
国摩托车、农产品等加征关税。此
外，美国还以“国家安全”为借口，研
究对欧洲汽车加征关税，给美欧经
贸摩擦增添了更多不确定性。

美国18日起正式对价值75亿美元的欧盟输美商品加征关税，加征对象包括民航飞机、奶酪、威士忌、葡萄酒等
产品，该措施引起欧洲多国的反对和欧洲企业的担忧，也为近年来坎坷不断的美欧经贸关系再添一道伤痕。

航空补贴争端
点燃关税战火

关税战升级
为美欧关系添新伤

担忧情绪
笼罩大西洋两岸

在法国勒卡内德莫尔一家葡萄酒厂内，一名工作人员检查葡萄酒。 新华社/美联

10月18日，在智利圣地亚哥，防暴警察带走一
名示威者。

因公交系统票价上涨引发的圣地亚哥抗议活动
升级，智利总统皮涅拉19日凌晨宣布圣地亚哥进入
紧急状态。 新华社/路透

智利宣布首都圣地亚哥进入紧急状态

A B C

议会下院投票通过一项关键修正案，要求首相约翰逊寻求再度推迟“脱欧”

英国“脱欧”缘何再生变数？ 据新华社马德里10月18日电（记者冯俊伟 谢宇
智）西班牙代理内政大臣费尔南多·格兰德·马拉斯卡18
日表示，将对在加泰罗尼亚自治区（加区）骚乱中的暴乱
分子坚决执法，并警告暴乱分子将面临最高6年监禁。

西班牙看守政府首相佩德罗·桑切斯18日对媒体
表示，骚乱会给经济和社会带来严重后果，政府不会
让暴乱分子逍遥法外，可能会采取措施平息骚乱。

西班牙最高法院14日宣布对9名加区“独立
派”前高官分别判处9年至13年有期徒刑，当天加
区多地发生骚乱。4天来，暴乱分子拥堵机场，切断
公路，砸毁商铺，在城市各处纵火并与警察发生激烈
冲突。18日，警方拘捕了17人。

美联邦航空局称

波音隐瞒737MAX飞机
存在严重问题

新华社华盛顿10月19日电 美国联邦航空
局18日称，波音公司未及时向监管机构报告其两
名员工在2016年的一段通信记录。这段记录表
明二人早已知道波音737MAX系列飞机的飞行
控制系统存在严重问题并选择隐瞒了情况。

隶属于美国交通部的联邦航空局18日在一
份声明中说，波音17日晚间才告知交通部这段通
信记录的存在，并表示几个月前就已经发现了这
一记录文件。

空间站上首次
全女性太空行走顺利完成

新华社华盛顿10月19日电 两名美国女宇
航员18日在国际空间站外完成太空行走，这是空
间站历史上第一次全女性太空行走。

美国东部时间18日早晨，女宇航员克里斯蒂
娜·科赫和杰西卡·梅尔开始太空行走，下午二人
顺利收工，整个出舱任务历时7小时17分钟。她
们按计划更换了出现故障的电池充放电单元，并
完成了部分额外任务。

西班牙政府表示

对暴乱分子坚决执法

这是10月19日在俄罗斯克拉斯诺亚尔斯克
边疆区拍摄的水坝垮塌事故现场。

俄罗斯克拉斯诺亚尔斯克边疆区一座水坝
19日发生垮塌事故，目前已造成15人死亡、多人
失踪。 新华社/路透

俄罗斯水坝垮塌事故
致15人死亡 多人失踪

英国议会下院19日投票通过一
项关键修正案，实质上将迫使首相约
翰逊致信欧盟寻求再度推迟“脱
欧”。但约翰逊随后表示，即使有法
律要求，自己也不会再与欧盟谈判推
迟“脱欧”。

议会态度如何？
英国议会下院19日以322票支持、

306票反对的结果通过了由独立议员奥
利弗·莱特温提交的修正案，要求政府先
完成对“脱欧”协议中相关内容的立法程
序再将协议本身提交议会表决。

此前，议会曾通过一份由议员希
拉里·本提出的法案，要求首相要么
19日在议会通过新“脱欧”协议，要么

致信欧盟、申请“脱欧”延期。
因此19日议会通过的这份修正案

意味着约翰逊将不得不向欧盟寻求再
度推迟“脱欧”，否则将存在法律问题。

首相作何表态？
约翰逊此前多次表示，不管有没

有协议，英国都将在 31日完成“脱
欧”。他19日在议会发言中说，再次
推迟“脱欧”“毫无意义”，将是“有害
的”。他强调，自己不会与欧盟谈判延
期“脱欧”。

19日，议会下院原定就约翰逊与
欧盟此前达成的新“脱欧”协议进行表
决。但因莱特温提交的修正案被通
过，就出现新的复杂情况。

“脱欧”会否再度推迟？

首相与议会在是否再度推迟“脱欧”
问题上进行角力，“脱欧”依然前途未
卜。一方面，约翰逊若不按法律要求在
19日致信欧盟、寻求再度推迟“脱欧”，就
将存在法律问题。有舆论认为，府院在
这一问题上的“扯皮”恐将被提交到法庭
寻求解决。另一方面，即使约翰逊按法
律要求向欧盟寻求再度推迟“脱欧”，能
否真正推迟“脱欧”尚取决于欧盟态度。

欧盟委员会主席容克本周曾表
示，既然双方已达成新的“脱欧”协议，
没有必要再次延长“脱欧”期限。

(据新华社伦敦10月19日电 记者
桂涛 张代蕾） 10月19日，英国首相鲍里斯·约翰逊（前）在议会下院发言。 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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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进一步贯彻落实住建部和省住
建厅关于综合行政执法队伍“强基础、
转作风、树形象”三年行动方案通知要
求，切实提升海口综合行政执法队伍的
管理能力和执法水平，10月19日上午，
2019年海口市综合行政执法人员教育
培训班开班仪式在海南政法职业学院
举行，来自海口市综合执法系统的176
名学员将参加为期3天的首期培训。

海口市市政管理局党组书记刘名
松表示，此次培训是海口市综合执法系
统“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主题教育的重
要内容之一。随着“多规合一”改革及
海南自贸区、自贸港建设的推进，对海
口市综合行政执法工作提出了更高要
求，为更好地服务于经济发展、营造更
好的营商环境，特组织综合执法工作人
员的进行培训。

据悉，2019年海口市综合行政执

法人员教育培训班将开设违法排放污
水处罚、非法采砂取土处罚、依法行政
和执法程序、土地违法与建筑违法处
罚、在执法中容易导致败诉的案例分
析，以及廉政警示教育等共6门培训课
程。培训时间为10月9日至11月13
日，共分三期，每期培训3天。第一期
培训时间为10月19日至21日；第二期
培训时间为11月7日至9日；第三期培
训时间为11月11日至13日。

此次培训是海口市综合执法系统
“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主题教育的重要
内容之一，在培训的设计、安排上作了很
大创新。首先是围绕主题设置课程，既
结合“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安
排专题辅导，又有党风廉政教育专题，同
时结合执法改革新增加的内容安排业务
培训，切实做到政治思想和业务能力两
手抓，同促进；其次，师资力量配备较

高。这次受邀授课的老师，有政法学院
教授，有纪委监察委驻市政局的负责人、
有海口市中院负责审理行政案件的法
官、有媒体代表、有司法、水务、国土等职
能部门从事执法指导工作的同志。这次
培训以理论辅导为主，通过法律知识讲
授、案例教学、分组研讨等多种方式，加
快提升队伍依法履职的能力和水平。

海口市市政管理局局长陈积卫提
出，培训将按照统一标准、统一管理、统
一培训的原则，由海口市市政管理局统一
组织。海口市综合执法系统所有依法取
得执法证的执法人员及各区担任重要岗
位的聘用人员都将接受全封闭式培训。

在开班仪式现场，海口市副市长冯
鸿浩强调，海口全市综合执法人员要端
正态度，牢固树立依法行政、执法为民
的思想，努力实现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
的有效统一，做一名让党和政府放心、

让群众满意的合格的综合执法人员。
要文明执法，做到执法有礼在先，以理
服人，坚决杜绝粗暴执法、野蛮执法的
行为发生。要创新执法，把行政指导和
人性化执法相结合，处理与疏导相结
合，教育与处罚相结合，引导鼓励群众
自觉纠正错误。要廉洁执法，顶得住诱
惑，管得住小节，经得起考验，做一名群
众满意的综合执法人员。

开班仪式结束后，海南政法职业学
院院长吴杰受邀作了题为“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在提升执行力上下功夫”专
题辅导。

当天，海口市市政管理局班子成
员、各区副区长、区综合行政执法局局
长、高新区、综合保税区、桂林洋开发区
综合行政执法部门主要负责人参加开班
仪式。

（策划/撰稿 思嘉）

提升依法执法能力 营造更好营商环境

海口市综合行政执法人员教育培训班开班

2019年海口市综合行政执法人员教育培训班开班。 思嘉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