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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小蕊，不慎遗失身份证，证号
为460025198410174249，特此声
明
▲王敏不慎遗失儋州市卫建委颁
发 的 护 士 执 业 证 书 ，证 号 ：
201946002303；跟护士资格证，
证号：460003199710086618，声
明作废。
▲琼海市嘉积镇礼都村民委员会
礼上村民小组不慎遗失开户许可
证壹本，核准号J6410018330701.
声明作废。

公 告遗 失典 当

认尸启事
我院感染内科于
2020 年 1 月 11 日
11:30收治一名名
为刘陶明的男性患
者，年龄：31岁，海
口市长流镇人。

该患者于2020年1月24日上午9
点30分经医治无效死亡。望其家
属见报后速来处理其后事，自登报
之日起，逾期一个月，将按无名尸
体处理。

海口市第三人民医院
2020年2月14日

急用钱-找银达
全国典当连锁集团

银达典当诚信经营23年，全国连锁分
店25家 办理房产、汽车、名表、钻石、
黄金、铂金、股票、数码产品及大宗房
地产项目等典当贷款业务 正规专业
快速灵活 高额低息 海口公司：国贸
玉沙路椰城大厦一层 68541188
68541288 13307529219 三亚公
司 ：三 亚 解 放 路 第 三 市 场 旁
88558868,13518885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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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 国 国
会参议院 13
日表决通过
一项议案，说
除非国会宣
战或授权总
统，总统唐纳
德·特朗普不
得命令美军
对伊朗动武。

特 朗 普
认定这是向
伊朗示弱，预
期将否决这
份议案。

约翰逊撤换
北爱事务大臣

英国首相鲍里斯·约翰逊13日
改组内阁，其中最引人关注的一项
变动是撤换北爱尔兰事务大臣朱利
安·史密斯。

史密斯去年7月获得北爱事务
大臣任命，协助英国政府结束北爱
地区长达3年的政治僵局。史密斯
13日在社交媒体“推特”上宣布“告
别”，称为北爱尔兰民众服务“是他
莫大的荣幸”，对首相约翰逊给予他
这一机会“感恩戴德”。

史密斯去年年底成功促成北爱
尔兰民主统一党与新芬党重启谈
判，在北爱政府停摆近3年后，为各
方重组联合政府打开局面。民主统
一党与新芬党联合政府自2017年
1月解散以来，北爱一直处于无政
府状态，重大政策停摆。

路透社报道，约翰逊这一决定
触发外界批评，认定他对北爱尔兰
的前途漠不关心。

社会民主工党领导人科拉姆·
伊斯特伍德评价，史密斯的前任们
无一不试图打破僵局，都以失败告
终，因而他在破局方面扮演了关键
角色。社会民主工党是5个重新加
入北爱联合政府的政党之一。

然而，围绕史密斯的功绩，英国
《泰晤士报》报道，首相约翰逊感觉
受到“蒙蔽”，缘由是各方协议当中
包括一项调查英军士兵在北爱地区
冲突中犯下的罪行。

约翰逊带领保守党在去年年底
的议会下院选举中大获全胜，但是
鉴于当时脱离欧洲联盟在即，没有
立即动手改组内阁。围绕“脱欧”，
英国国内政坛过去三年动荡不断，
约翰逊希望今年把执政重点转回国
内事务，包括加大对警力、公共卫生
和基础设施投资。

尽管这次内阁改组看起来显得
温和，但一些分析师推测，约翰逊可
能计划大刀阔斧改革政府机构。

除了史密斯，英国商业大臣安
德烈娅·利德索姆也宣布即将去职，
外交大臣多米尼克·拉布预计将获
留任。13日，财政大臣赛义德·贾
维德辞职。 田野（新华社专特稿）

财长换“亲信”

这是约翰逊去年7月就任首相以来首次
改组内阁。英国首相府先前向媒体吹风说，内
阁改组旨在挖掘人才、关注女性、奖励“忠臣”，
且不会像首相顾问多米尼克·卡明斯主推的政
府架构重组那样“激进”。

但财政大臣贾维德13日拒绝留任，让原
本不会大改的内阁调整突生枝节。贾维德告
诉媒体记者，尽管对首相有意让他留任感到

“非常高兴”，他无法接受首相所设附加条件，
“除了辞职别无选择”。贾维德说，约翰逊要求
他“替换全部政治顾问”，他“不相信任何有自
尊的内阁大臣会接受这样的条件”。

路透社报道，约翰逊很快任命财政部第一
副大臣苏纳克接替贾维德。苏纳克先前在高
盛供职，是印度一名富豪的女婿，坚定支持首
相，常常现身媒体宣介政府政策。不少保守党
人认为，苏纳克与约翰逊的“脱欧”后愿景可能
更合拍。

另据英国《卫报》报道，苏纳克同意今后与
首相府“共享”顾问团队。首相府一名发言人
证实，约翰逊已组建新经济团队，同时向首相
和财政大臣提供建议，以便双方密切协调。

一些媒体评论员指出，首相团队可能早有
意逼迫贾维德走人。贾维德团队与卡明斯团
队素来不和，最近一次冲突是首相府认为财政
部抢先“拍板”饱受争议的英国高铁2号线项
目，而贾维德的顾问所提建议不恰当。

前“脱欧”事务大臣斯蒂芬·巴克利将接任
财政部第一副大臣。这一职位对原定3月11
日举行的财政大臣首场预算报告意义重大。
英国天空新闻频道报道，首相府发言人拒绝明
确预算报告能否如期举行。

多家媒体预期，随着贾维德离开财政部、
首相府加强对“钱袋子”管控，英国今后可能为
推行“脱欧”后政府议程采取更具扩张性的财
政政策。

原本被定调为“温和”调整的英国内阁改组因赛义德·贾维德13日“意外”辞任财政大臣而平添几分戏剧性。英国首相鲍里
斯·约翰逊很快任命贾维德副手、财政部第一副大臣里希·苏纳克“补缺”以平息风波。

多家英国媒体解读，约翰逊此番改组内阁旨在强化对政府、特别是对财政部的掌控，以便推进英国脱离欧洲联盟后的议程。

英首相“换将”抓牢

众议院或将于本月晚些时候表决凯恩议案，预期通过。众议院由民主党
人控制，1月通过类似议案。

凯恩议案而后将交由总统签字，特朗普预期行使否决权。
参议院13日表决前，特朗普在社交媒体“推特”上说，反对凯恩议案至关

重要，因为那关乎国家安全。
“对伊朗，我们做得很好，而且现在不是示弱的时候。绝大多数美国人支

持我们袭杀恐怖分子苏莱曼尼的行动，”特朗普说，“如果我的手遭束缚，伊朗
将放开手脚。这释放非常糟糕的信号。”

反对凯恩议案的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吉姆·里施说：“我们需要释放坚
定信号，而不是软弱。”在共和党籍参议员马尔科·鲁比奥看来，凯恩议案将增
加战争风险，“伊朗会认为他们可以杀害美国人并且不必遭受强有力报复”。

特朗普行使否决权后，参众两院均需至少三分之二票数重新通过议案，才
能驳回总统否决。鉴于大多数共和党籍参议员反对凯恩议案，这份议案最终
可能流产。

对这一预期，凯恩早有心理准备，说“这份议案递交至他（特朗普）的办公
桌，就是告诉他我们（议员们）正在倾听选民们的声音，告诉他错误地投入一场
新的战争是坏主意”。

美国国会去年通过叫停美国参与也门战事的议案，遭特朗普否决。参众
两院后续没能“翻盘”。 杜鹃（新华社专特稿）

参议院13日表决通过民主党籍联邦参议员蒂姆·凯
恩提交的议案，55票赞成、45票反对。

议案说，如果总统想要对伊朗及其任何政府部门发动
袭击，必须先获得国会明确批准。

凯恩在参议院发言时说，这项议案是要恢复由宪法赋予
国会的宣战权，除非美国正遭遇迫近打击，否则“任何进攻战
需要经国会讨论、表决（以后才能发起），不应该有争议”。

就特朗普指示美军袭杀伊朗高级将领卡西姆·苏莱曼
尼，不少美国国会议员提出质疑。

参议院民主党领袖查克·舒默说，特朗普下令袭杀苏
莱曼尼，导致美伊紧张局势升级，“在座没有人会因伊朗将
领丧生而流泪，但这并不意味我们无视任何这类袭击的潜
在影响”。

苏莱曼尼死后，伊朗1月8日向驻有美军的两座伊拉
克军事基地发射导弹，导致一百多名驻伊拉克美军士兵脑
部受损。

共和党控制参议院。8名共和党籍参议员13日赞同
凯恩议案，包括苏珊·柯林斯。不过，她提醒伊朗政府，不
应该把美国参议院的表决结果解读为美方缺乏打击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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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脱欧派”上位

按照《卫报》的说法，多名“脱欧派”人
士13日入阁，顶替被视作“不忠”的阁僚，
显现卡明斯对首相的重要性。

内政部国务大臣布兰登·刘易斯接替
朱利安·史密斯出任北爱尔兰事务大臣。
国际发展大臣阿洛克·夏尔马被视作约翰
逊的“铁杆”追随者，接替安德烈娅·利德索
姆出任商业大臣，同时出任今年11月在苏
格兰召开的第26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
主席。

夏尔马留出的国际发展大臣空位由英
国武装部队国务大臣安妮－玛丽·特里维
廉填补。特里维廉和“脱欧”事务次官苏埃
拉·布雷弗是本次改组中获提拔的两名女
性。布雷弗接替杰弗里·考克斯出任总检
察长。

除利德索姆外，另有两名女性内阁大
臣——环境、食品和乡村事务大臣特雷莎·
维利尔斯以及数字化、文化、媒体与体育大
臣妮基·摩根离任。先前出任住房、社区和
地方政府事务部国务大臣的女性阁僚埃丝
特·麦克维伊也遭解职。

维利尔斯的继任者是同部门的国务大
臣乔治·尤斯蒂斯。财政部主计长兼首席
内阁大臣奥利弗·道登接替摩根。

作为约翰逊实际上的副手，兰开斯特
公爵郡大臣迈克尔·戈夫一直掌管内阁办
公厅，本次调整后正式加获内阁办公厅大
臣头衔。英国外交部、内政部、国防部、司
法部和卫生部等10个部门的“一把手”以
及分管苏格兰和威尔士事务的两名大臣人
选不变。

约翰逊定于14日晚些时候召开新内
阁首次会议，并完成对内阁较低级别官员
的任命。

海洋（新华社专特稿）

关注英国内阁改组

美商务部第四次推迟
部分对华为的交易禁令

据新华社华盛顿2月13日电（记者周舟）美
国商务部13日宣布将一项“临时通用许可”延长
45天，第四次推迟针对华为及其附属公司现有在
美产品和服务所实施的交易禁令，以避免禁令对
美国公司和消费者造成不利影响。

美国商务部当天发表声明说，“临时通用许
可”允许美国企业在4月1日前，向华为及其非美
国附属公司进行“特定”及“有限的”的出口、再出
口和转让产品或技术等交易。

声明说，这一延长是必要的，可让美国现有电
信服务商，尤其是农村地区的运营商得以继续安
全地运营现有电信网络。美商务部将在未来45
天内决定是否继续延长“临时通用许可”。

美国商务部去年5月15日将华为及其68家
附属公司列入实体清单，其后于5月20日、8月19
日和11月18日连续三次发布为期90天的“临时
通用许可”，允许华为及其附属公司从事“特定活
动”，以保证美国现有相关网络的持续运营，为美国
现有的相关移动服务提供支持。美商务部8月19
日还将另外46家华为附属公司列入实体清单。

“华龙一号”核电技术
在英国进入审查关键阶段

据新华社伦敦2月13日电（记者张家伟）英
国核监管办公室和环境局13日联合发布公告说，
中国自主研发的三代核电技术“华龙一号”已完成
英国通用设计审查的第三阶段工作，进入关键的
第四阶段。

推动该技术在英国落地的中国广核集团（简
称中广核）与合作伙伴法国电力集团也在当天发
布声明说，“华龙一号”在英国的通用设计审查正
式进入第四阶段，即最终批准阶段，这标志着“华
龙一号”落地英国又向前迈出了极为关键的一步。

据中广核介绍，“华龙一号”第四阶段通用设
计审查将对反应堆的设计和中广核提供的支持性
证据进行更详细评估，并将继续公开征求公众意
见，审查预计需要两年。

2016年，中广核与法国电力集团、英国政府
签署了英国新建核电项目一揽子协议。根据协
议，“华龙一号”在通过英国通用设计审查后，将用
于该国布拉德韦尔B核电项目建设。

普京说俄宪法修正案须经
全民公投通过才能生效

新华社莫斯科2月13日电（记者吴刚）俄罗
斯总统普京13日说，俄宪法修正案必须经全民公
投通过才能生效。

普京当天在会见俄宪法修正案起草工作组
成员时说，宪法是国家根本大法，宪法修改内容
和程序只是技术层面的问题。重要的是，俄公民
要通过投票表达是否同意宪法修正案，宪法修正
案只有在俄公民同意的情况下才能生效，否则就
不能生效。

普京表示，按照相关程序，宪法修正案草案要
先经过国家杜马（议会下院）三读通过，然后由联邦
委员会（议会上院）表决通过，之后须有三分之二的
俄联邦主体立法会议（地方议会）通过，最后提交全
民公投，全民公投通过后由俄总统签署生效。

1月15日，普京向俄议会两院发表国情咨文
时提议修改宪法。1月20日，普京向俄国家杜马
提交宪法修正案草案。1月23日，国家杜马一读
通过宪法修正案草案。

据俄罗斯媒体报道，此次俄宪法修正案草案
突出了宪政制度和公民人权的重要性，主要包括
扩大国家杜马权力、增加公民福利等内容。

13日，新财政大臣里希·苏纳克抵达唐宁街。 新华社/路透

这是2月13日在美国华盛顿拍摄的国会大厦和“停止”指示牌。 新华社发 2月13日，在法国南部城市图卢兹郊区布拉
尼亚克镇，空客首席执行官吉洛姆·福里在新闻发
布会前与飞机模型合影。

欧洲飞机制造商空中客车公司13日发布财
报称，受巨额罚款支出等因素影响，公司2019年
净亏损达13.6亿欧元（1欧元约合1.1美元）。

新华社/美联

空客去年亏损13.6亿欧元

借“脱欧”后首次内阁调整强化权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