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财经观察

世界新闻 2019年10月22日 星期二
值班主任：满国徽 主编：林永成 美编：孙发强A15 综合

■■■■■ ■■■■■ ■■■■■

叙利亚库尔德武装撤离边境重镇叙利亚库尔德武装撤离边境重镇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日前
发布最新一期《世界经济展望报告》，
将今年英国经济增长预期从1.3%下
调至1.2%，认为“脱欧”不确定性不仅
拖累英国经济，也是影响世界经济的
主要因素之一。

纵向来看，英国 2018 年经济增
长 1.4%，比 2017 年 1.8%的增速有所
放缓，为 2012 年以来增长最慢一
年。如果今年英国经济增速符合
IMF预期，将为近几年来的新低。

IMF说，对英国经济的预期反映
了全球增长疲弱、“脱欧”不确定性等
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对“脱欧”进程来说，最大的不变
就是变。17日，英国政府和欧盟通过
艰难谈判达成新“脱欧”协议。原本
英国议会下院19日对新协议进行表
决，但下院当天投票通过一项关键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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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质上迫使首相鲍
里斯·约翰逊致信欧盟寻求再度推迟

“脱欧”。
10月31日“脱欧”大限日益临近，

“脱欧”进程将如何结束仍然是悬念。
英国董事协会总干事乔纳森·吉尔达
特说，商业领袖对于“脱欧”谈判取得

突破感到谨慎乐观。英国工业联合会
则表示，面对全球经济放缓，有协议

“脱欧”才能让企业和政府重新将精力
放到国内事务上，加强在研发、基础设
施等方面的投资提高生产率。

英国机械制造业雇主联合会表
示，在 10 月 31 日前排除“无协议脱
欧”的可能性对制造商是有利的，反
复短暂延期将严重损害英国制造业
的盈利能力。

数据显示，在“无协议脱欧”情况
下，供应链中断可能会使英国五大制
造业净利润减少30%，而近一半企业
已经感受到欧洲客户或供应商与其
开展业务的热情下降。受打击最大
的汽车行业，三分之一企业在裁员，
约 80%的汽车制造商对未来业务前
景感到担忧。

英国政府去年发布的报告认为，
与留在欧盟相比，英国不管以何种方
式“脱欧”，其经济都将受到负面影响。

今年以来，英国经济受“脱欧”进
展影响尤为明显。由于制造业企业
在原定的3月“脱欧”期限前大量“囤
货”，一季度英国经济实现超预期的
0.5%增长。

为避免3月底可能发生“无协议
脱欧”对行业造成冲击，多家车企把

停产维护时间提前到4月份，因此二
季度英国汽车产出减半，英国经济环
比萎缩0.2%。三季度临近“脱欧”期
限，就业数据出现下滑迹象，占经济
比重约四分之三的服务业 9 月份萎
缩，经济增长呈现疲弱态势。

约翰逊就职后誓言带领英国如
期“脱欧”，英国政府因此加快应对

“脱欧”的准备工作，不仅发起大规模
的“脱欧”公共宣介，还在两个月内追
加41亿英镑支持“脱欧”。

英国还通过商签贸易连续性协
议，确保出现“无协议脱欧”时，将与
智利、以色列、瑞士、韩国等 40 多个
国家继续维持现有的贸易优惠条
件。但问题在于，英国与最大贸易伙
伴欧盟在“脱欧”后的贸易将如何进
行仍没有答案。

面对经济下行压力，降息成为多
国政策选项，但“脱欧”前景的不确定
性加大了英国央行的决策难度。一
旦出现“无协议脱欧”，英国的货币政
策需要平衡抑制通胀和促进经济增
长之间的关系。如果平稳“脱欧”，并
且全球经济增长有所恢复，英国或将
逐步有限地提高利率水平。

（据新华社伦敦 10 月 21 日电
记者王慧慧）

新华社华盛顿 10 月 20
日电（记者刘品然 刘晨）美
国国防部长埃斯珀 19 日表
示，从叙利亚东北部撤出的约
1000名美军士兵将部署至伊
拉克西部地区，执行打击极端
组织“伊斯兰国”等任务。

美国国防部 20 日公布
了埃斯珀在前往阿富汗途
中回答媒体记者提问的记
录。埃斯珀表示，该撤离
计划或将持续数周，这些
美军部署至伊拉克后主要
承担两个任务——协助伊
拉克防御和继续打击“伊
斯兰国”。

埃斯珀说，他已与伊拉
克防长讨论过此事，并称这
只是目前的计划，计划随时
可能改变。

目前美国在伊拉克约有
5200名驻军，主要任务是协
助训练伊拉克军队和担任军
事顾问，同时打击“伊斯兰国”
在伊拉克境内的残余武装。

美国白宫 6 日表示，美
军方对土耳其即将进入叙利
亚北部展开军事行动“不支
持、不参与”，美军会撤出相
关区域。土耳其军队9日开
始进入叙利亚北部，对库尔
德武装展开军事行动。

埃斯珀13日曾表示，考
虑到当前土耳其在叙利亚北
部军事行动的进展，美国总统
特朗普已下令让约1000名美
军士兵撤出叙北部地区。

“脱欧”悬而未决拖累英国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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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19日，在英国伦敦议会广场，支持英国举行第二次“脱欧”公投的人们得知议会下院投票通过一项关键修正案
后欢呼。 新华社发

库尔德武装从拉斯艾因撤退的
同一天，美军继续撤离叙利亚北部。

“叙利亚人权观察组织”说，美
军当天早些时候撤离设在阿勒颇
省沙林的基地。沙林位于叙土边
境城市艾因阿拉伯（又称科巴尼）
以南大约 30 公里。按照这一组织

的说法，那是美军在叙利亚北部的
最大基地，位于土方所划“安全区”
边缘。

法新社记者在泰勒塔米尔看见，
超过70辆装甲车由直升机护送，沿公
路由西向东驶去。

叙利亚人权观察组织说，这是一

周内美军第四轮撤离，北部阿勒颇省
和卡拉省美国驻军因而完全撤离。

美军与库尔德武装先前联手在
叙利亚打击极端组织“伊斯兰国”。
只是，面临土军越境打击，美国总统
唐纳德·特朗普下令美军撤出叙利
亚北部，遭库尔德武装斥为“背后捅

刀”。
库尔德人 20 日在泰勒塔米尔

迎候从拉斯艾因撤出的车队。一
名女子告诉法新社记者，她“不能
相信”拉斯艾因会失守，“大国背叛
了我们”。

（新华社专特稿）

莱特温的修正案迫使约翰逊
19日无法促成议会通过新版“脱
欧”协议。

按照莱特温的说法，他之所
以提出修正案，是因为担心议会
即便19日通过新版协议，如果本
月 31 日以前表决上述法案过程
中“出幺蛾子”，同时错失“本”法
案的延期“脱欧”可能性，使英国
陷入被动，只能在月底“无协议
脱欧”。

他20日说，只要政府继续推进
新版协议及相关法案表决，约翰逊
能够如期带领英国“脱欧”，他将为
新协议投赞成票。

21名“反水”保守党籍议员中
的多数和独立议员安伯·拉德表示
支持新版“脱欧”协议。那21人9
月初因为反对“无协议脱欧”而遭

保守党驱逐，继而加入在野党阵
营。拉德曾出任就业与养老金大
臣，9月初退出保守党。

同时，一些在野党议员认为约
翰逊就延期“脱欧”写给欧盟的两
封信不符合“本”法案规定。一些

“留欧”派人士已向苏格兰最高民
事法院提起诉讼。法院定于21日
举行听证会，以裁决约翰逊的做法
是否违法。

欧洲理事会主席唐纳德·图斯
克收到约翰逊的信后在社交媒体

“推特”说，将与欧盟领导人商讨如
何回应英方。

多名欧盟外交官20日告诉媒
体，对是否同意英方延期申请，欧
盟不太愿意急着答复，会依据英方
下周实际行动作出回应。

郭倩（新华社专特稿）

英政府欲强推
月底“脱欧”

英国议会下院19日增加一天
会期，以辩论及表决约翰逊17日与
欧盟委员会达成的协议。这一新
版“脱欧”协议17日在欧盟峰会上
获欧盟其他27个成员国领导人一
致通过。

然而，议会19日首先表决并通
过独立议员奥利弗·莱特温提出的
一项修正案。修正案提出，只有当
议会表决通过《退出协议法案》，才
能表决协议本身。《退出协议法案》
将使“脱欧”协议内容成为在“脱
欧”后生效的法律。

这一修正案的通过使议会当天
无法继续表决新版“脱欧”协议。这
又触发议会9月通过、由议员希拉
里·本提出的“本”法案生效：如果议

会10月19日既没有通过“脱欧”协
议又没有同意“无协议脱欧”，首相
必须致信欧盟、申请“脱欧”延期。

为依照原计划赶在10月31日
以前“脱欧”，英国政府希望21日再
次在议会辩论与“脱欧”协议相关
议题。

一些议员认为政府的要求有
违议会惯例。下院议长约翰·伯科
说，他21日将决定当天是否再次辩
论“脱欧”议题。

为应对“无协议脱欧”做准备的
内阁大臣迈克尔·戈夫20日告诉媒
体，如果《退出协议法案》下周通过，
就无需延期，有望本月31日“脱欧”。

路透社报道，预期议会从22日
开始辩论上述法案。

政府促议会“赶紧”

多方不愿“无协议”

多名英国政府要员20日向媒体记者声称，
首相鲍里斯·约翰逊领导的政府“有能力”10月
31日以前脱离欧洲联盟；后续11天内，政府需要
议会、法院和欧盟等多方“配合”。

美国众议院议长
和国防部长密访阿富汗

新华社喀布尔10月21日电（记者邹德路）
阿富汗总统府21日发表声明说，阿富汗总统穆罕
默德·阿什拉夫·加尼20日在首都喀布尔分别会
见了美国众议院议长南希·佩洛西和美国国防部
长马克·埃斯珀。

加尼在会见佩洛西时表示，希望美国支持阿
富汗政府并扩大两国在各个领域的联系，特别是在
安全领域。双方还讨论了与塔利班的和平进程。

加尼在会见埃斯珀时讨论了阿富汗安全局
势、反腐败、打击恐怖主义、同塔利班的和平进程
等一系列议题。埃斯珀强调美国将继续对阿富汗
安全部队提供支持。

佩洛西和埃斯珀20日抵达喀布尔，对阿富汗
进行秘密访问。

一名中国游客在
新西兰国家公园意外死亡

据新华社新西兰奥克兰10月21日电（记者
卢怀谦 陈正安）新西兰警方21日宣布，在新西兰
汤加里罗国家公园搜寻到一具女性遗体，确认属
于20日被报失踪的中国游客。

据新西兰警方介绍，18日，这名51岁的中国
女性游客与三位友人一同前往位于新西兰北岛中
部的汤加里罗国家公园徒步旅行。途中走散后，
截至19日晚，这名游客仍未返回营地，同行友人
于是报警。当地警方随后在国家公园内展开搜
救，并于20日下午发现这名游客的遗体。

这名游客的死亡原因目前还在调查中，新西
兰警方表示其遗体已交由验尸官进行检查。

刚果（金）巴士起火事故
致30人死亡

据新华社布拉柴维尔10月20日电（记者王
松宇）金沙萨消息：刚果（金）总统府办公室20日发
表声明说，当天凌晨该国西南部地区发生一起巴士
起火事故，造成至少30人死亡，另有16人受伤。

声明说，一辆从中刚果省出发前往首都金沙
萨的巴士当地时间凌晨1时许在1号国道起火，
导致重大人员伤亡。

中刚果省地方官员对媒体表示，起火车辆因刹
车制动故障中途停车，数分钟后即起火，车上载有含
酒精饮料，目前尚不确定车上到底有多少乘客。

美国一陆军基地
发生训练事故致3死3伤

新华社华盛顿10月20日电（记者孙丁 徐
剑梅）美国东南部佐治亚州一处陆军基地20日发
生一起训练事故，造成3名美军士兵死亡、3名士
兵受伤。

据美军斯图尔特堡基地亨特陆军机场当天
发表的声明，事故发生时6名士兵正驾驶一辆
布拉德利战车进行训练，其中3人当场死亡，另
外3人受伤并被送往附近医院接受治疗。相关
调查已经展开。声明没有提及此次事故的具体
情况。

斯图尔特堡基地是美国陆军第三步兵师师部
所在地，驻扎士兵超过1.8万名，是美国陆军训
练、装备、部署现役和预备役力量的基地之一。

本月早些时候，美国密西西比州一处军事基
地曾发生跳伞训练事故，导致23名士兵受伤。

印度与巴基斯坦军方10月20日说，印巴当
天在克什米尔实际控制线附近发生交火，导致双
方多名士兵与平民伤亡。

图为在巴控克什米尔靠近印巴实际控制线的
一座村庄拍摄的房屋废墟。 新华社/路透

印巴在克什米尔交火
致双方多人伤亡

叙利亚库尔德武装宣称已经“完
全撤出”边境重镇拉斯艾因，会继续
从边境其他地区后撤。

“叙利亚民主军”发言人基诺·加
布里埃尔20日在社交媒体“推特”宣
布：“我们已经没有战士在那座城市。”

土耳其国防部20日说，大约55
辆汽车组成的车队进入拉斯艾因，一
支86辆车的车队稍后驶出，向南驶往
泰勒塔米尔方向。

法新社报道，至少50辆汽车、包
括救护车驶离拉斯艾因一家医院，数
十名库尔德武装人员坐汽车离开，通
过土耳其所支持叙利亚反政府武装
把守的路卡。

前一天，数十辆车从拉斯艾因撤走
一批伤员，包括平民和库尔德武装人员。

“叙利亚民主军”以库尔德“人民
保护部队”为主。土方认定“人民保
护部队”是恐怖组织，9日发动越境军

事打击，决意把对方逐出土方在叙利
亚北部划定的“安全区”，拉斯艾因是
进攻目标之一。库尔德武装在这座
城市南部一小片区域内遭围困。

土耳其总统雷杰普·塔伊普·埃
尔多安与美国副总统17日商定，土方
暂停军事行动120小时至22日晚，

“人民保护部队”须在这一时间段内
撤离“安全区”。

库尔德武装先前指认土军在拉斯艾

因拒绝让出撤退通道，土方予以否认。
美联社20日以库尔德武装高级

官员雷杜尔·哈利勒为消息源报道，
继撤离拉斯艾因以后，库尔德武装将
从边境其他地区后撤，范围从拉斯艾
因向西至泰勒艾卜耶德，跨度大约
120公里。然而，土方所划“安全区”
东西跨度444公里。

土方威胁，如果库尔德武装没有
及时撤出“安全区”，土军将恢复行动。

美防长：
从叙撤出的美军
将部署至伊拉克

库族“弃城”走

“盟友”跑得快

印度尼西亚连任总统
佐科宣誓就职

据新华社雅加达10月20日电（记者梁辉）
印度尼西亚连任总统佐科·维多多20日在首都雅
加达宣誓就职，正式开始他的第二个总统任期。
在随后发表的简短就职演讲中，佐科承诺将把发
展人力资源、创造就业机会列为第二任期的执政
重点。

总统就职仪式当天下午在印尼人民协商会议
大楼内举行。在人民协商会议主席班邦·苏萨迪
欧的见证下，佐科与副总统马鲁夫·阿明宣誓并签
署就职文书。

佐科曾当选过梭罗市长、雅加达省长，任内政
绩卓著。2014年 7月，佐科当选印尼第七任总
统。在2019年总统大选中，佐科成功连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