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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伦敦10月28日电（记者
桂涛）英国议会下院28日在投票表
决中未通过政府提出的12月12日
提前举行大选的动议。

英国议会下院当天就提前举行
大选的动议举行辩论并进行表决，投

票结果为 299 票支持、70票反对。
提前大选的动议须获得议会下院三
分之二票数、即434票才能通过。反
对党工党的绝大多数议员在投票中
选择弃权。

英国首相约翰逊随后表示，将再

次推动提前举行大选。
工党领袖科尔宾此前表示，除非

政府彻底排除“无协议脱欧”可能性，
否则工党不会支持提前大选。

此前，英国自由民主党和苏格兰
民族党已联手提出在12月9日举行

大选的方案。英国媒体说，英国政府
将支持与之类似的方案，并寻求其在
议会通过。

本月22日，英国议会下院投票
否决了约翰逊为推动“脱欧”协议尽
快在议会通过而制定的立法时间

表。约翰逊随即表示，将暂停“脱欧”
协议的立法进程。24日，约翰逊表
示，如果议会下院同意12月12日提
前举行大选，他将重启已暂停的“脱
欧”协议立法进程。他强调，提前大
选是打破“脱欧”僵局的唯一办法。

英国议会下院未通过提前大选动议

英国“脱欧”：

欧盟准许再延期 伦敦博弈提前选

尽管欧盟给英国延期“脱欧”开
了绿灯，但英国能否把握这次延期，
演完“脱欧”大戏依然是未知数。

英国议会下院22日投票否决了
约翰逊为推动“脱欧”协议尽快在议
会通过而制定的立法时间表。约翰
逊随即表示，将暂停“脱欧”协议的立
法进程。约翰逊24日表示，如果议
会下院同意12月12日提前举行大
选，他将重启已暂停的“脱欧”协议立
法进程。他还强调，提前大选是打破

“脱欧”僵局的唯一办法。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欧洲所专

家张蓓指出，“脱欧”僵局难以改变，
因此约翰逊才要提前大选，他想通过
提前大选夺回议会控制权、从而按照
自身意愿顺利“脱欧”。

根据英国相关法律规定，若要提
前举行大选，政府可提出动议，但动议
须获得下院三分之二票数、即434票
才能通过。而在28日的投票表决中，
约翰逊政府提前举行大选的动议只获

得了299票支持。反对党工党的绝大
多数议员在投票中选择弃权。约翰逊
随后表示，他将在29日提出法案，尝
试以立法形式实行提前大选。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欧洲
所副研究员杨芳认为，从英国媒体的
预测看，如果议会下院再次举行围绕
提前选举的投票，除了工党以外的其
他政党可能都会支持，如英国自由民
主党和苏格兰民族党等，但前提是约
翰逊政府接受他们提出的条件。

根据相关规定，政府直接提出举
行大选的新法案，其立法只需获得议
会下院简单多数议员赞同即可通
过。分析人士指出，尽管获得通过的
条件比动议简单，但约翰逊29日提
出的法案最终命运如何依然难料。
英国各政党都把议会围绕提前大选
的投票看成争取政党利益的机会，相
互间的博弈将直接影响投票结果。

（新华社布鲁塞尔10月28日电
记者田栋栋 王子辰）

据欧洲媒体报道，欧盟方面同
意的是一个“弹性延期”，即只要英
国议会及欧洲议会通过此前英欧双
方达成的“脱欧”协议，英国在2020
年1月31日之前哪个时间都可以提
前结束延期。

欧盟为延期附加了条件：包括
不会与英国重新谈判“脱欧”协议、

英国在延长期内需完整地履行作
为欧盟成员国义务、欧盟其他成员
国在延长期内可以在没有英国参
与的情况下磋商事务等。英国首
相约翰逊已表示接受这些条件。

与此同时，欧盟委员会新一届领
导团队预计在一个月内履新。欧委
会当选主席冯德莱恩强调，若届时英

国仍留在欧盟内，就要推荐一名欧委
会委员人选，以确保新一届领导团队
的人员组成符合欧盟相关法律。

英国议会下院19日通过一项修
正案，不仅推迟表决约翰逊与欧盟达
成的新“脱欧”协议，而且迫使约翰逊
致信欧盟寻求再度推迟“脱欧”。当
日，约翰逊致信图斯克，申请把原定

10 月 31 日的“脱欧”期限延期至
2020年1月31日。

分析人士指出，欧盟方面之所以
在收到英国延期“脱欧”申请后超过
一周才做出接受的决定，主要是因为
法国此前一直反对。法国总统马克
龙曾明确表示，“脱欧”再度延期不符
合任何一方利益。

欧洲理事会主席图斯克28日通过社交媒体表示，欧盟27个成员国已同意英国提出的将“脱欧”期限推迟到2020
年1月31日的申请。同日，英国议会下院在投票表决中未通过约翰逊政府提出的12月12日提前举行大选的动议。

分析人士指出，随着“脱欧”延期申请获得欧盟同意，英国将又一次暂时避免无协议“脱欧”，但这并没有改变英国
“脱欧”面临的困局。而约翰逊政府在“脱欧”协议在议会反复遇阻之后，转而寻求提前举行大选，各党派为此展开激烈
博弈，英国“脱欧”依然充满不确定性。

获得“弹性延期”

博弈提前大选

英工商界认为

“脱欧”延期
是把双刃剑

欧洲理事会主席图斯克28日在
社交媒体推特上表示，欧盟27个成
员国已同意英国提出的将“脱欧”期
限推迟到2020年1月31日的申请。

“脱欧”期限再次延后，意味着
英国将又一次暂时避免“无协议脱
欧”，但同时也意味着困扰英国经济
的不确定性将再一次延长。

尽管英国“脱欧”公投已过去三
年多，但一旦真正“脱欧”，企业仍需
要足够时间来应对各方面出现的新
变化，因而“脱欧”协议承诺的过渡
期至关重要。而“无协议脱欧”将使
英欧关系立刻回到世贸组织框架
下，没有任何过渡期。

“对很多企业来说，延长期限是
一把双刃剑。”英国小企业联合会主
席迈克·谢里说，“脱欧”延期可以防
止眼前“无协议脱欧”带来的损害，
但不会真正消除未来“无协议脱欧”
的可能性，而且还会延长不确定性。

伦敦金融城政策与资源委员会主
席孟珂琳（英文名凯瑟琳·麦吉尼斯）
也认为，延期本身只是一张“创可贴”，
而不是一剂可持续的“长期药方”。

“持续的不确定性让企业在商业
投资、业务扩张和人员招聘方面缺乏
决策所需的清晰度。”孟珂琳说，希
望未来3个月各方齐心协力，在规定
期限内找到积极的解决方案，打破
英国“脱欧”僵局，让企业获得必要
的确定性。

另一方面，“脱欧”延期也留给
工商界更多时间来审查和评估新

“脱欧”协议。英国政府与欧盟本月
17 日达成一份新“脱欧”协议。英
国政府未公布对新“脱欧”协议的经
济影响评估，但财政大臣赛义德·贾
维德指出，新协议将结束过去几年
具有破坏性的不确定性，让企业能
够进行投资、招聘等方面决策。

德勤国际贸易政策主管萨莉·
琼斯认为，新协议总体符合工商界
利益，与此前的“脱欧”协议相同，新
协议仍包含金融解决方案以及对工
商界最重要的过渡期。

当前，英国工商界人士对新“脱
欧”协议尚存疑虑。英国食品和饮
料联合会首席执行官伊恩·赖特表
示，尽管英欧双方对于未来关系的
政治宣言雄心勃勃，但企业需要明
确的是，英欧未来将如何签订贸易
协议和实现监管协调。

（新华社伦敦10月28日电 记者
杨晓静）

在英国伦敦议会大厦外，一名支持英国“脱欧”的男子站在欧盟旗帜和英国国旗下。 新华社/路透

10月28日，在智利圣地亚哥，智利总统皮涅
拉（前排中）宣布改组内阁。

智利总统皮涅拉28日宣布改组内阁。这是
他2018年3月就职后第三次改组内阁。新华社发

智利总统皮涅拉改组内阁

10月28日，在法国西南部的圣马丹－德塞
尼昂，警方在嫌疑人住所附近展开行动。

法国警方28日说，法国西南部城市巴约讷当
天下午发生一起枪击事件，一名80多岁男子试图
纵火焚烧巴约讷市一座清真寺的大门，并朝两名
上前劝阻的人开枪，导致两人重伤。嫌疑人已被
警方逮捕。 新华社/法新

法国西南部发生一起枪击事件
2人重伤

伊拉克首都巴格达
开始实施宵禁

新华社巴格达10月28日电（记者白平）负责
维护伊拉克首都巴格达安全的巴格达行动指挥部
28日宣布，鉴于伊拉克多地大规模示威抗议活动
仍在持续，从当晚开始在巴格达实施宵禁。

根据巴格达行动指挥部当天发表的声明，宵
禁从当天午夜开始，时间为午夜12时至次日6
时，在此期间任何车辆、人员禁止在巴格达街上活
动，何时解除宵禁将另行通知。声明称实施宵禁
是为了保护示威者，并呼吁巴格达市民为了公共
利益给予配合。

伊拉克多地本月1日至9日爆发示威抗议活
动，抗议政府腐败、服务不力及高失业率。对此，
伊拉克政府出台改革方案，主要包括为低收入群
体建造补贴住房、为失业者提供补助、为年轻人创
业简化企业注册程序和提供培训、贷款等。

自25日起，伊拉克多个城市爆发新一轮示威
抗议活动，示威者继续抗议政府腐败、缺少公共服
务及高失业率，呼吁政府推进改革。

哈马斯表示支持
巴勒斯坦举行“全面大选”

据新华社加沙10月28日电（记者吕迎旭 尚
昊）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政治局领导
人哈尼亚28日表示，哈马斯支持在巴勒斯坦举行
大选并将尊重选举结果，但选举必须是包括巴勒斯
坦立法委员会和总统选举等在内的“全面大选”。

包括哈尼亚在内的加沙各政治派别领导人当
天在加沙地带与巴中央选举委员会主席汉纳·纳
赛尔举行会晤。哈尼亚在随后举行的记者会上
说，哈马斯已做好参加大选的准备，并将在大选的
公正性和透明性得到保障的前提下接受大选结
果。但他同时表示，哈马斯坚持在巴勒斯坦举行

“全面大选”，即包括巴勒斯坦立法委选举、总统选
举和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巴解组织）最高权力机构
巴勒斯坦全国委员会选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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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深入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和海
口市委、市政府开展违法用地违法建筑
专项整治的工作部署和要求，进一步全
面提高违法用地违法建筑专项整治的执
行力，10月29日，海口市市政管理局再
出“重拳”打击违法建筑。当天全市共拆
除违法建筑178宗，建筑面积2.77万平
方米。这是继今年10月21日首次集中
拆违行动后，海口第二次在全市范围内
开展大规模集中拆违行动。

当天上午，随着隆隆的炮机声，海口
全市的集中打违行动拉开序幕。上午9时
30分，位于海口市美兰区演丰镇塔市村委
会茅上村的一栋违建房屋正被机械拆
除。这栋房屋虽只有3层，但建筑面积高
达2373.57平方米。演丰镇政府相关工作
人员介绍，这栋违建由外来人员建造，建设
的初衷是用于建农家乐的客房，但因房屋

毗邻红树林湿地，侵占了生态红线，属于重
点打违对象，所以必须给予拆除。

当天上午，美兰区还组织执法力量，
对位于灵山镇飞行员雅居范围内的一栋
违建小洋楼依法实施拆除。据执法人员
介绍，该区域内的其他建筑都是有手续
的，唯独这栋小洋楼是偷偷多盖的，没有
相应的报建手续，属于违建，也须拆除。

上午11时，在琼山区综合行政执法
人员的现场指挥下，位于该区玉龙泉桃源
大观项目范围内，有7栋小洋楼接连被拆
除。琼山区综合行政执法局负责人介绍，
经调查，玉龙泉桃源大观项目范围内的这
7栋建筑基本上都是于2014年前后建起
来的，均属违法建设，每栋建筑面积在
300-400余平方米之间，总面积共2400
余平方米。此次拆除后，还将用一到两天
时间对现场进行清理和平整。

在龙华区，该区综合行政执法局、区
综合行政执法大队以及区联防大队等职
能部门联合龙华区龙桥镇、遵谭镇、龙泉
镇、新坡镇和城西镇等五个镇同步开展
集中拆违行动。本次行动从拆除龙桥镇
挺丰村委会博片村王某的违法建筑开
始，3栋连体违法建筑面积1836平方米，
用地面积近700平方米。

该违法建筑高两层半，修建了庭院，
已进行简单装修并安装了空调等电器，
还搬进了一些简单家具。在拆除行动开
始前，执法人员依法告知了此次执法行
动，并组织人力将屋内家具等搬出。

据悉，该房屋涉及龙桥镇省02期图
斑，经核查房屋实际面积与一户一宅上
报材料中面积不符，属超宽超大的情
况。龙华区贯彻落实“两违”专项整治
中对超高超大建筑进行巡查处置的指

导精神，依法对该建筑进行计划拆除。
此外，秀英区当天组织属地镇街、城

管、联防等单位联合执法，在东山镇、永
兴镇、石山镇、长流镇、海秀镇属地辖区
内开展整违行动。石山镇石山墟社区绕
城高速以南、北铺村火山口大道等地6
宗简易结构，东山镇东山村7宗简易结
构，长流镇椰海大道南侧、火山口大道东
侧等地10宗简易结构、5宗砖混结构，永
兴镇海榆中线12公里西侧1宗简易结
构，海秀镇周仁村5宗简易结构、1宗砖
混结构的违建被拆。

据统计，当天，海口市秀英区共拆除
违法建筑76宗，建筑面积0.91万平方
米；龙华区拆除违法建筑48宗，建筑面
积0.4万平方米；琼山区拆除违法建筑
29宗，建筑面积0.71万平方米；美兰区
拆除违法建筑19宗，建筑面积0.71万平

方米；桂林洋经济开发区拆除违法建筑
6宗，建筑面积0.04万平方米。

在29日的集中拆违大行动中，海口
市市政管理局党组书记、市打违办主任
刘名松带队到现场进行督导。刘名松表
示，今年以来，海口市委、市政府多次召
开“两违”整治工作会议，就这项工作作
出安排部署，明确目标、压实责任，严厉
打击侵占基本农田、触犯生态红线、非法
买卖、外来工商资本注资等违法建筑。
目前，通过几次大的集中拆除，已经初步
形成震慑效果和舆论氛围。

刘名松指出，接下来针对“两违”的
整治，海口会加大对农房报建的督办和
宣传力度，积极引导村民报建，让村民了
解打违控违工作的深远意义和政府的决
心，也避免村民因不知法而盲目违法，造
成不必要的财产损失。同时也对违法建

设行为始终保持高压态势，在依法履行
必要程序的基础上，每周开展一次集中
拆违行动，以对“两违”形成有效震慑，确
保“两违”零增长。

（策划、撰文、图片/思嘉）

10月29日再次在全市范围开展集中整治“两违”行动

海口拆除违建178宗2.77万平方米

10月29日，海口市美兰区灵山镇
群山村委会旧市村，一栋三层框架结构
违建被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