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扫除所有法律障碍

英国“脱欧”法案

英国首相鲍里斯·约翰逊当天发表声明
说：“有时感觉我们似乎永远无法冲过‘脱欧’
终点线，但我们做到了。”议会放行阐明英国退
出条件的“脱欧”法案，“意味着我们将在1月
31日离开欧盟，以联合王国（之名）前行”。

“现在我们可以把过去三年的积怨与分
裂抛诸脑后，致力于实现一个光明、激动人心
的未来。”

路透社报道，法案最快可能在23日获英
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签署，随后正式生效。

英国议会下院22日早些时候经由系列表

决把上院对法案所提5条修正案全部推翻。
上院随后没有再“固执己见”，两院得以就法案
最终文本达成一致。

按照美联社的说法，不少上院议员22日
意识到必须放弃。执政党保守党籍上院议
员马丁·卡拉南说：“我们已走到一条长路的
尽头。”

英国议会两院审议对方三读通过的法案
时没有时限，两院可反复修改法案、送交对方
审议，直至其中一方妥协。这一过程被称为

“打乒乓”。下院有权否决上院所作修改。

欧洲议会同样需要表决通过“脱欧”法
案，日期可能在29日。不过按照法新社的说
法，“脱欧”法案获英国议会批准是“一个历史
性时刻”，意味着英国朝成为首个离开欧盟的
国家又迈进一步。

英国2016年经公投决定离开欧盟，此后
3年半一直陷于“脱欧”进程。英国民众就如
何、何时甚至是否“脱欧”难达共识，致社会
深度撕裂。

前任首相特雷莎·梅与欧盟达成的“脱
欧”法案在英国议会屡遭否决，导致“脱欧”

日期多次延后，特雷莎·梅黯然离职。约翰
逊去年“接棒”首相职位后，同样与议会“斗
法”未果，后经议会下院选举才让保守党取
得压倒性优势，最终得以推动“脱欧”法案迈
过议会门槛。

按照美联社的说法，英国如期“脱欧”只
完成了整场进程的第一阶段。英国随后需要
与欧盟完成未来关系谈判。英国政府坚持要
求今年年底前结束谈判。法新社推断，英欧
谈判可能比“协议离婚”的挑战更大。

海洋（新华社专特稿）

1月23日，在德国图林根州，一名警察查看
校车事故现场。

当日，一辆校车在德国图林根州翻倒，导致车
上两名儿童死亡，另有多人受伤。 新华社/法新

德国校车事故造成2名儿童死亡

抵终点 启新程

MAX系列是波音旗下最
畅销机型，投产以来在全球售
出大约5000架，直至2018年
10月和2019年3月两起重大
空难导致346人死亡、暴露这
一机型“致命”设计缺陷，联邦
航空局去年3月发布MAX禁
飞令。波音今年1月正式暂
停生产MAX。

这一危机让波音蒙受巨
大经济和声誉损失，可能让老
对手欧洲空中客车公司反超
波音、成为全球第一大飞机制
造商。波音原首席执行官丹
尼斯·米伦伯格本月下马，卡
尔洪接任。

在波音位于华盛顿州和得
克萨斯州的两个基地内，停放着
大约400架全新MAX客机，等
待交付给全球各地客户。波音
过去几天暂时关闭西雅图附近
的MAX总装线，线上3000名
员工重新分配岗位。卡尔洪承
诺，不会让这批人下岗。

然而，不少波音供应商被连

累，不得不解聘大批员工。制造
MAX机身的势必锐航空系统
公司说，准备裁员2800人。

尽管波音公司急于让
MAX系列“重装上线”，它的
客户保持审慎观望态度。

美国西南航空公司上周
说，决定推迟至6月6日再决
定是否让MAX客机重新“上
岗”。西南航空是MAX系列
在美国国内最大客户，已购买
30多架。美国联合航空公司
总裁斯科特·柯比22日说，他
预期今夏还无法重新启用
MAX客机。

咨询机构 IHS马基特公
司22日发布的分析报告说，
如果 MAX“停飞”持续至 6
月，美国国内生产总值增长将
损失0.1个百分点；停飞至12
月，则损失翻倍。美国财政部
长史蒂文·姆努钦更悲观，说
波音的麻烦可能把美国经济
增长拉低0.5个百分点。

沈敏（新华社专特稿）

卡尔洪与波音员工在华盛顿州西雅图
开会后，借电话会议向媒体记者发表声明。
按照卡尔洪的说法，波音从没有让MAX永
久停飞的想法，也不会让MAX系列改名，
以改善公众对这一机型的负面印象。

波音公司21日发表声明，联邦航空局
最快在今年年中批准 737 MAX复飞。
按照卡尔洪的说法，美国联邦航空局批准
复飞并不是MAX复产的必要前提，复产
时间将“比6月早几个月”。当记者追问具
体日期时，他暗示“大约两三个月后”即可
恢复生产。

联邦航空局最新声明则说，仍在“全
面、谨慎”地审查波音提交的MAX缺陷修
正方案，但没有设定结束审查的期限。

美联社说，波音决定“不等复飞批准就
恢复生产”，意味着波音自信联邦航空局的
审查结论不会有太多“意外”。

波音的修正方案包括“升级”飞控系
统软件，每架飞机仅需几小时就可以完成
这部分改动。另外，波音本月决定在客户
手册中修改一项“建议”：驾驶MAX客机
的飞行员需要接受飞行模拟器培训，代替
原先更省时省钱的“电脑软件培训”。

美国波音公司新任首席执行官戴夫·卡尔洪22日说，737 MAX系列客机生产线将在今年春天恢复运作，因为预期美国
联邦航空局夏天发放“复飞”许可，他确信乘客届时将恢复对MAX客机安全性的信心。波音客户却不那么乐观。

不等复飞令 波音拟复产MAX

急“复产”盼“复飞”

萨克拉罗普卢成为希腊首位女总统

欧盟再添一位“女强人”

特朗普对波音
“失望透了”

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22
日在瑞士达沃斯接受媒体记者采
访时说，美国波音公司所发生的状
况将拉低美国国内生产总值，波音

“太令我失望”。
特朗普在达沃斯出席世界经

济论坛2020年年会。他接受美国
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记者采访
时说，就在去年这个时候，波音还
是世界上最棒的企业之一，但这一
切“瞬间改变”。

特朗普说，波音状况甚至影响
到美国国内生产总值，“有人说可
能拉低国内生产总值超过0.5个百
分点”，“波音太、太令我失望了”。

法新社援引美国财政部长史
蒂文·姆努钦的话报道，包括737
MAX系列客机停飞在内的状况可
能拉低美国国内生产总值0.5 至
0.7个百分点。

波音公司21日发布声明，预
计今年年中才能获得737 MAX
系列客机的复飞许可，波音为
737 MAX系列客机推迟复飞给
客户、供应商、监管机构和公众带
来不便而抱歉。

737 MAX是波音旗下畅销
机型，但2018年10月和2019年3
月发生两起坠机事故，导致超过
300人遇难。这型客机去年3月以
来遭全球多个国家和地区停飞或
禁飞。 陈立希（新华社微特稿）

历经数年激辩，英
国议会两院终于批准
退出欧洲联盟法案。
22日，议会上院通过
“脱欧”协议相关法案，
这意味着“脱欧”法案
在英国生效的最后一
道障碍已扫除，英国有
望在 9天后如期成为
第一个与欧盟挥手告
别的国家。

冲线成功

德国总理安格拉·默克尔
默克尔2005年当选德国首位女总理，掌

舵欧盟最大经济体，2018年赢得第4个总理任
期。默克尔现年65岁，多次被美国《福布斯》杂
志评为“全球最有权力女性”。

芬兰总理桑娜·马林
34岁的马林2019年12月出任总理，成为

芬兰最年轻总理和第三名女总理，也是当时全
球最年轻领导人。

比利时看守内阁首相索菲·维尔梅斯
比利时国王菲利普2019年10月任命44

岁的索菲·维尔梅斯为看守内阁首相，这也是比

利时首次任命女性出任首相。维尔梅斯曾在欧
盟委员会工作，2014年成为比利时议会议员，
2015年进入联邦政府工作。

丹麦首相梅特·弗雷泽里克森
弗雷泽里克森领导的社会民主党赢得丹麦

2019年6月议会选举，41岁的弗雷泽里克森成
为丹麦最年轻首相，同时也是该国第二名女首
相。丹麦首任女首相赫勒·托宁·施密特同样出
自社民党，2011年至2015年在任。

斯洛伐克总统苏珊娜·恰普托娃
恰普托娃2019年 3月当选总统，6月就

职，成为斯洛伐克首位女总统。恰普托娃是一

名律师，反对民粹主义。作为一名政界新人，她
在总统选举中轻松击败当时执政党的候选人。

克罗地亚总统科琳达·格拉巴尔·基塔罗维奇
格拉巴尔—基塔罗维奇 2015 年 1 月当

选为克罗地亚共和国历史上首位女总统，也
是该国历史上最年轻的总统。格拉巴尔·基
塔罗维奇曾任职克罗地亚欧洲一体化部部
长、外交和欧洲一体化部部长、克罗地亚驻
美国大使。

爱沙尼亚总统克尔斯季·卡柳莱德
卡柳莱德2016年就职，是爱沙尼亚首位女

总统。

陆爱华（新华社专特稿）

欧盟外的其他欧洲国家也不乏女性领导人，如挪威首相埃尔娜·索尔贝格、冰岛总理卡特琳·雅
各布斯多蒂尔、格鲁吉亚总统萨洛梅·祖拉比什维利和塞尔维亚总理安娜·布尔纳比奇。

欧盟成员国迎来又一位女性领导人，其他“女强人”还有:

希腊议会22日以高票通过新总统提名，63岁的希
腊最高行政法院主席卡特里娜·萨克拉罗普卢成为希腊
历史上首位女总统。萨克拉罗普卢出生于1956年5
月，不属于任何政党。此前她在希腊最高行政法院工作
近40年，2018年10月被推选为最高行政法院主席。

损失重 难乐观

首都机场遭火箭弹袭击

利比亚“国民军”
宣布重启“禁飞区”

据新华社突尼斯1月22日电（记者潘晓菁）
的黎波里消息：利比亚首都的黎波里米提加国际
机场22日遭到火箭弹袭击，被迫关闭数小时。利
武装力量“国民军”当天宣布重启在的黎波里周边
地区设立的“禁飞区”。

利比亚民族团结政府军方22日发表声明说，
“国民军”当天向米提加国际机场发射了6枚火箭
弹，对空中交通构成威胁，同时违反了停火协议。
机场在关闭数小时后恢复航班起降。

同一天，“国民军”发言人艾哈迈德·米斯迈里在
利东部城市班加西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宣布，“国民
军”当晚重启在的黎波里周边设立的“禁飞区”，包括
米提加国际机场及设在该机场的空军基地。

米斯迈里谴责利民族团结政府利用米提加国
际机场运送“武器与恐怖分子”。他还说，“国民
军”22日击落了一架隶属于利民族团结政府军的
无人机。

2019年11月23日，“国民军”宣布在的黎波
里周边地区设立“禁飞区”。在“禁飞区”内任何未
事先与“国民军”领导人哈夫塔尔协商并得到其允
许的飞行，都将被禁止。今年1月11日，“国民
军”宣布只要利比亚民族团结政府军队遵守停火，

“国民军”将自12日零时起停止在利比亚西部的
军事行动，包括取消“禁飞区”。

1月22日，在美国西雅图，西雅图警察局长
卡门·贝斯特（中）在新闻发布会上发言。

美国华盛顿州西雅图市中心22日发生枪击
事件，导致1人死亡、7人受伤。

卡门·贝斯特说，“这并非随机事件”，多人在一
家快餐店前发生争执，引发枪战。这也是西雅图市
区两天内发生的第三起枪击案件。 新华社/法新

美国西雅图发生枪击事件
导致1人死亡、7人受伤

澳大利亚发生
消防飞机坠毁事故
3名消防员丧生

据新华社悉尼1月23日电（记者郭阳 刘竞
帆）一架大型消防飞机23日在澳大利亚新南威尔
士州南部执行灭火任务时坠毁，机上3名消防员
全部丧生。

新州农村消防局当天下午在社交媒体发文，
称地勤人员与一架在斯诺伊莫纳罗地区灭火的
C-130飞机失联。消防、紧急服务和军事人员随
后展开救援。

新州州长格拉迪丝·贝雷吉克利安在新闻发
布会上宣布，这架飞机由加拿大库尔森航空公司
所有，和消防部门签订了合同，事故造成3名消防
员身亡。新州农村消防局专员沙恩·菲茨西蒙斯
表示，尚不清楚事故原因，初步报告显示飞机撞击
地面时产生“巨大火球”。

2019年7月以来，高温天气和干旱导致澳大
利亚多地林火肆虐。新州农村消防局公布的信息
显示，截至23日15时，该州仍有84处林火燃烧，
其中40处尚未得到控制。

美官员称将继续对朝
施行“耐心的”外交政策

美国国务院一名高级别官员22日说，美国将
继续对朝鲜施行“耐心的”外交政策。

韩联社报道，这名不愿公开姓名的官员谈及
上周美日韩三国外交官出席的会议。被问及今后
与朝鲜方面接触作何打算，这名官员回答，“对朝
鲜——缓慢、耐心、稳定的外交政策，我们将继续
坚持这一方案”。

按韩联社解读，这番话暗示美国方面无意主
动让步，从而让朝方重返谈判桌。美国和朝鲜政
府代表最近一次工作会谈去年10月5日举行。
双方对磋商评价不同，朝方指认美方“空手而来”，
美方说磋商“不错”。 闫洁（新华社微特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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