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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 英国议会下院
12日再次否决英国政府与欧
盟达成的“脱欧”协议。议会
下院将在未来两日继续投票，
在“无协议脱欧”与延期“脱
欧”之间作出艰难选择。

此间观察人士指出，延期
“脱欧”的可能性正在增加。
离英国2016年公投决定“脱
欧”已经过去近三年，英国不
仅依然深陷社会分裂，未来发
展也面临更多不确定性。

“脱欧”协议名存实亡

12日，议会下院经过辩
论，最终以391票反对、242
票支持的结果第二次否决了

“脱欧”协议。因担心协议中
涉及“爱尔兰边界问题”的内容
将导致北爱尔兰地区被“留在”
欧盟，保守党及北爱尔兰民主
统一党部分议员投了反对票。

英国首相特雷莎·梅在投票
结果公布后说，她对议会否决

“脱欧”协议感到遗憾，自己坚
信这份协议是英国能与欧盟达
成的最好协议。她强调，议会
否决“脱欧”协议，就要承担英
国最终根本无法“脱欧”的风
险。

欧盟委员会主席容克11日
表示，英国议会要表决的这份协
议已是欧盟提供的最后方案，

“绝没有第三次机会”。德国总理
默克尔 12 日重申了容克的观
点。她说，欧盟其他27个成员
国11日晚再次就英国“脱欧”
协议作出让步，照顾了英国的关
切，这是欧盟提供的最后方案。

在这样的背景下，“脱欧”
协议依然未能通过。正如英国反

对党工党领导人科尔宾在投票后
所说，这意味着首相提出的这份

“脱欧”方案已名存实亡。

关键矛盾依然难解

今年1月，英国议会下院曾
以压倒性优势否决了“脱欧”协
议，并要求首相与欧盟继续谈
判，修改“脱欧”协议中涉及

“爱尔兰边界问题”的相关内容。
“爱尔兰边界问题”是“脱

欧”协议中的矛盾焦点。根据
“脱欧”协议，如果英国与欧盟
在“脱欧”过渡期内无法协商出
一份关于北爱尔兰地区贸易的更
好方案，在过渡期结束时将启动

“备份安排”。

“备份安排”的主要内容是不
在北爱尔兰地区与欧盟成员国爱
尔兰之间设置“硬边界”，即避免
设置实体海关和边防检查设施。

为此，特雷莎·梅在本次投
票前一日赶赴欧盟，就修改“脱
欧”协议进行紧急商谈。英国内
阁办公厅大臣利丁顿11日在英国
议会下院说，英国已与欧盟就修
改“脱欧”协议达成一致，修改
内容涉及“爱尔兰边界问题”，以
防止出现北爱尔兰地区在“脱
欧”过渡期结束后被“无限期留
在”欧盟内的情况。

然而，这并未真正化解难
题。英国检察总长杰弗里·考克
斯12日公开表示，最新的修改让
北爱尔兰地区受制于欧盟条款的
风险“仍然不变”。

“脱欧”协议再遭否决
爱尔兰边界问题是矛盾焦点

新华社伦敦3月12日电 欧洲冠
军联赛16强第二回合12日再战两
场，克·罗纳尔多（C罗）上演帽子
戏法，带领尤文图斯以30击败马
德里竞技，斑马军团以32的总比
分逆转对手晋级八强；曼城以70

“血洗”沙尔克04，以两回合102
的比分轻松晋级。

首回合在马竞主场以0:2失利的
尤文图斯背水一战，开场4分钟，尤
文后卫基耶利尼在一片混战后左脚破
门，但主裁判在咨询视频助理裁判后
认定，进球前C罗冲撞马竞门将奥布
拉克，判进球无效。

由于今年的欧冠决赛在马竞主场
进行，马竞主帅西蒙尼自然想利用这
个机会首次捧起奖杯，但在皇马时代
就是马竞克星的C罗再次将他们的梦
想碾得粉碎。

第27分钟，贝尔纳代斯基左路
横传，C罗右路冲到门前将球顶入大
门。下半场刚开始3分钟，C罗小禁
区前沿在两人夹击下头球攻门，奥布
拉克飞身将球捞出，但门线技术认定
球已经越过球门线，总比分22，
两队重新回到起点。

尤文替补上场的基恩错过一次单
刀机会将球打偏之后，比赛似乎即将
进入加时。然而第86分钟，贝尔纳
代斯基带球突入禁区被科雷亚从后面
推倒，尤文获得点球，C罗主罚将球

打入左下角！尤文最终绝杀马竞。
在英国电视台担任评论员的前曼

联队长费迪南德感叹：“罗纳尔多（C
罗）就是活着的‘神’，他做的这一切
让其他所有人显得‘滑稽’。”

C罗在欧冠中已8次上演帽子戏
法，他在欧冠比赛中进球总数达到了
124个，超过马竞全队在欧冠中的进球
总数（118个）。更让马竞心痛的是，C
罗对阵马竞33场，攻入25球。

数据显示，尤文本场比赛占据绝
对优势，控球率高达62%，射门次数
16次，其中4次射正球门，马竞只有
5次射门，无一次射正，这也是马竞
过去11年来首次在欧冠比赛中无一次
射正球门。

在曼城的伊蒂哈德球场，首回合
以23失利的沙尔克04变得“弱不
禁风”，阿圭罗第35分钟凭借点球破
门，3分钟后他接斯特林后脚跟传球
再进一球，随后萨内将比分变成3
0。下半场开始后，曾效力过沙尔克
04的萨内接连三次助攻，帮助斯特
林、贝纳尔多和福登破门，最后热苏
斯远射建功，将比分锁定在70。

至此，欧冠八强已经产生六席：
阿贾克斯、尤文图斯、曼城、曼联、
波尔图和热刺，剩余两个名额将在13
日产生：拜仁在主场迎战利物浦，巴
塞罗那对阵里昂。四分之一决赛的抽
签将在本周五举行。

C罗三球挽救尤文
曼城七球碾压沙尔克

新华社罗马3月12日电 凭借克·
罗纳尔多（C罗）的帽子戏法，尤文图
斯12日在欧冠1/8决赛次回合3:0完胜
马德里竞技，从而以总比分3:2淘汰对
手，晋级八强。赛后C罗谈到自己的表
现时说，这就是尤文签下自己的原因。

去年夏天，C罗以1亿欧元从皇家
马德里转会尤文图斯，他一步步用实际
行动征服了亚平宁半岛。当天的欧冠比
赛，这位葡萄牙人头顶脚踢，挽救了原
本已在出局边缘的“斑马军团”。

C 罗说：“尤文图斯之所以签下

我，就是希望我能在这样的比赛中有所
帮助。马竞是一个强劲的对手，但我们
也很强大，并用实际行动证明理应晋
级。”

“这是一个特殊的夜晚，不仅仅因
为我的进球，也因为球队所展现出来的
态度。在欧冠比赛中你需要这样的意志
力，现在我们在正确的道路上。”C罗
说。

力挽狂澜之后，C罗被问到了决赛
的问题。他说：“现在谈决赛还太早，
我们需要一步步走下去。”

C罗谈欧冠逆转：

这就是尤文签下我的原因！

CC罗罗（（左左22））和队友庆祝进球和队友庆祝进球。。

33月月1212日日，，反对反对““脱欧脱欧””的民众聚集在英国伦敦议会的民众聚集在英国伦敦议会
大厦外大厦外。。 （（新华社新华社发发））

据新华社 埃塞俄比亚航
空公司一架波音737-8客机
（属于波音 737 MAX 系列）
10日发生空难事故后，多国
航空公司对该系列客机采取停
飞等限制性措施。随着事件持
续发酵，美国波音公司股价连
日暴跌，并拖累纽约股市道琼
斯工业平均指数。

此次客机坠毁是继去年
10月印度尼西亚狮子航空公
司空难事故之后，波音737-8
客机发生的第二起空难事故，
在世界范围内引起多家航空公
司对该机型的担忧和质疑。

空难发生当日，埃塞俄比
亚航空公司就暂停运行所有波
音737-8客机。随后，摩洛哥
王家航空公司、澳大利亚民航
安全局、中国民用航空局以及
印度尼西亚交通部等多国的航
空公司及民航管理部门纷纷在
11日发出通知，要求暂停运行
国内所有737-8客机。此外，
新加坡民航管理局也在12日
宣布暂停737 MAX系列所有
型号客机在新加坡机场起降。

纽约股市方面，12日波

音股价低开低走，最终下跌
24.60美元，收于每股375.41美
元，跌幅为6.15%。至此，在坠
机事故后，波音公司股价两个交
易日累计下跌逾11%。

作为道琼斯指数重要成分股，
波音股价暴跌拖累了道琼斯指数。
截至12日收盘，道琼斯指数比前
一交易日下跌 96.22 点，收于
25554.66点，跌幅为0.38%。在美
国各家航空公司中，西南航空公司
受到牵连严重，该公司持有并运营
较多波音737 MAX系列机型，公
司股价因而明显下跌。

德国中央合作银行近两年来
首次将波音股票评级从“买入”
下调至“卖出”。美国爱德华·琼
斯金融服务公司表示，坠机事故
将导致波音公司开支增加，订单
延迟，可能带来财务业绩压力，
因此将波音股票评级从“买入”
下调至“持有”。

波音公司11日发表声明称将
在近期改进该系列客机，强化
737 MAX系列客机的飞行控制
软件。波音公司还表示，波音技
术团队正在查找事故原因，但目
前调查仍处于早期阶段。

波音公司股价连日暴跌
拖累纽约股市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

据新华社 埃塞俄比亚航
空公司一架波音737-8客机
（属于 737 MAX系列） 3月
10日发生空难后，尽管美国
联邦航空局称目前尚未获得可
供作出结论或采取行动的数
据，多国相继宣布对 737
MAX系列客机采取停飞等措
施，一些国家还禁止该系列客
机在本国起降和飞越领空。据
不完全统计，采取上述措施的
已有20多个国家。

737 MAX系列客机是波
音公司在波音737基础上重新
设计的，目前已交付运营的有
737-8 和 737-9 两个型号。
此次埃塞俄比亚航空公司客机
坠毁，是继去年10月29日印
度尼西亚狮子航空公司空难
后，波音737-8客机的第二
起空难。空难发生当日，埃塞
俄比亚航空公司暂停运行波音
737-8客机。中国民用航空局
11日发出通知，要求国内运
输航空公司暂停波音737-8
飞机的商业运行，当天，澳大
利亚、印度尼西亚等国的民航
管理部门发出通知要求暂停运
行737-8机型。

欧盟航空安全局12日发
布声明称，目前事故调查尚在
进行中，得出结论仍为时尚
早，但仍发布指令，要求从当
天协调世界时 （UTC） 19时
（北京时间13日3时）起，暂

停欧盟范围内波音737 MAX
系列机型运行，同时还禁止欧
盟以外国家的商业航班使用上
述机型飞越欧盟领空。

法国民航总局12日发表
公报说，法国航空公司的机队
中没有波音737 MAX机型，
但“作为预防措施，禁止波音
737 MAX系列客机在商业飞
行中在法国机场起降或飞越法
国领空”。意大利国家民航局
12日晚也宣布即日起停飞所
有波音737-8机型，此外还
下令，对所有使用该机型的商
业航班关闭意大利领空。

阿联酋民航总局12日宣
布从协调世界时13日零时起
禁止波音737 MAX系列客机
在其领空内起降和飞行。阿联
酋国内唯一拥有这一系列机型
的迪拜航空公司12日发布声
明说，机队中所有737 MAX
系列客机均已停飞。

土耳其交通部 12 日宣
布，即日起暂停波音737-8
和 737- 9 客机在土耳其运
行。国营土耳其航空公司目前
拥有11架波音737-8和 2架
737-9，该公司宣布12日起
暂停在其航线上使用这两个型
号客机。

印度民航总局12日也宣
布停飞由印度各航空公司运营
的所有波音737-8客机。据
悉，民营航空公司印度香料航

空公司和捷特航空公司目前分
别拥有12架和5架波音737-8
客机。

新加坡民航管理局12日宣
布暂停737 MAX系列所有型
号客机在新加坡机场起降。马来
西亚民航局12日宣布即日起暂
停这一系列客机在马来西亚机
场起降或飞越领空。新西兰13
日也宣布暂停波音737 MAX
系列客机在新西兰的运营。

中国香港特区政府民航
处、澳门特区政府民航局于13
日分别宣布，暂时禁飞波音
737 MAX型号飞机并暂停航
班申请。

但波音公司12日声明说，
不会向波音737 MAX系列客
机运营商发布新的操作指南。
声明称：“安全是波音公司的首
要任务，我们对737 MAX的
安全性充满信心……美国联邦
航空局目前并未强制要求采取
任何进一步行动，并且根据现
有信息，我们没有任何依据向
运营商发布新（操作）指南。”

美联邦航空局的通知引起
一些业内人士争议。美国客机
乘客消费者权益保护组织“飞
行者权利网”总裁保罗·哈得
孙对媒体说，航空公司继续运
营相关客机是不合适的，美国
联邦航空局这种“等等看”的
态度给旅客生命和美国航空业
声誉带来风险。

多个国家及地区停飞波音737 MAX
或禁止其飞越领空

□ 关注埃塞俄比亚航空公司空难事故

新华社南京3月13日电 记
者13日从南京海关获悉，亚洲
最大的重型自航绞吸船“天鲲
号”12日完成通关手续，从江
苏连云港开启首航之旅，标志
着完全由我国自主研发、建造
的疏浚重器“天鲲号”正式投
产。

“天鲲号”是现役亚洲最大
的绞吸挖泥船“天鲸号”的升级

版，全船长140米，宽27.8米，
最大挖深 35 米，总装机功率
25843 千瓦，设计每小时挖泥
6000 立方米，绞刀额定功率
6600千瓦，是目前亚洲最大、
最先进的绞吸挖泥船，也是目前
世界上智能化水平最高的自航绞
吸船。

“天鲲号”此次航行为首次
投产启航。

完成通关手续

“天鲲号”投产首航

新华社加拉加斯3月12日
电 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12日晚
在电视讲话中宣布，委内瑞拉在
打击针对委电力系统的攻击中取
得了胜利，全国电力供应已基本
恢复。

马杜罗指出，对委电力系统
发起的“网络攻击”来自美国芝
加哥和休斯敦，接下来委政府将
继续深入调查，完善并维护供电
系统，使这一系统“安全、强
大、稳定、坚不可摧”。马杜罗
同时提醒民众准备好收音机、电
池、蜡烛、手电筒、蓄水容器
等，以备不时之需。

12日下午，委新闻和通信
部长罗德里格斯在总统府发表讲
话时提醒民众，“电力战争”仍
在继续，对任何相关的犯罪行为
要保持警惕并及时举报。

罗德里格斯还说，相关部门
当天早上已着手恢复向首都加拉
加斯及周边区域供水，这一地区

自来水供应很快便会恢复正常。
委水资源保护部长巴斯克斯

12日下午说，受电力供应不稳
定影响而停水的区域将陆续恢复
自来水供应，政府将优先保证医
院正常用水。

当天，委内瑞拉总检察长萨
博宣布，将对“涉嫌参与破坏国
家电力系统”的委反对派领导
人、议会主席瓜伊多进行调
查。瓜伊多1月23日在一场反
对党集会活动中宣布自己为委

“临时总统”，并要求重新举行
大选。

自本月7日下午开始的大范
围停电是委内瑞拉近年来持续时
间最长、影响地区最广的一次，
波及全国多地。委政府称造成本
次停电的原因是委国内最重要的
古里水电站遭到反对派蓄意破
坏。委电力供应逾六成来自水力
发电，其中绝大多数发电量由古
里水电站提供。

打击针对电力系统攻击取得胜利

委政府宣布恢复电力供应

新华社上海3月13日电 交
通设施互联互通、交通服务互通
共享、运输市场统一开放、区域
港航协同发展……记者从近日举
行的2019年上海交通工作会议
上获悉，长三角交通的一体化进
程正在稳步推进中，将向更高质
量发展。

上海市交通委表示，2018
年长三角交通一体化推进顺利。
在打通长三角地区省际断头路的
9项重点项目中，盈淀路已建成
通车，其余8项均已开工。沪苏
浙皖还签订了《长三角地区治理
货物运输车辆超限超载合作协
议》，开展联动执法。2019年，
将继续推进长三角交通更高质量
一体化发展。

——推进交通设施互联互
通。完善区域铁路网、公路网、
高等级航道网等重大交通基础设

施。推进已开工的8项打通省际
断头路工程。基本建成沪通铁路
一期工程，推进沪通铁路二期和
沪苏湖铁路上海段等项目建设。

——加强交通服务互通共
享。加快苏浙沪毗邻地区客运公
交化发展，加强长三角地区交通
一卡通互联互通。推进取消高速
公路省界收费站工作。

——促进运输市场统一开
放。推进高速公路治超、“两客
一危”车辆管理等信息联通和联
防联控，推动长三角地区货运行
业征信体系建设。

——推进区域港航协同发
展。推进内河航道网络化、区
域港口一体化、运输船舶标准
化、绿色发展协同化、信息资
源共享化、航运中心建设联动
化，协同推进区域港航一体化
发展。

长三角交通一体化稳步推进
将向更高质量发展

新华社罗马3月12日电 平
方公里阵列射电望远镜（SKA）
项目七个创始成员国——中国、
澳大利亚、意大利、荷兰、葡萄
牙、南非和英国，12日在罗马
正式签署了成立政府间国际组织
的SKA天文台公约。

签约仪式由意大利教育部长
马尔科·布塞蒂主持，十余个
国家和组织的100余名代表出
席。此举旨在成立一个长期且
稳定的组织，以负责SKA项目
在国际范围内的建造和运营工
作。

中国科技部副部长张建国代
表中国政府签署了SKA天文台
公约。他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
示，中国政府高度重视国际大科
学工程，参与这类项目能够促进
世界各国在科技领域的交流合

作，共同解决人类关注的难点问
题。

SKA是计划建造并运行50
年的世界最大综合孔径射电望远
镜项目，它并非单台望远镜，而
是一个望远镜网络，由2500面
直径15米的碟形天线以及250
组低频和中频孔径阵列组成，因
接收总面积约“1平方公里”而
得名。SKA将安装在澳大利亚
和南非，后续在两国及其他非洲
国家都会进行扩建。整个项目的
总部位于英国曼彻斯特乔德雷尔
班克天文台。

SKA董事会主席卡特琳·
塞萨尔斯基表示，设计、建造及
运营SKA需要数十年的努力、
专业积累、创新、毅力及全球协
作。公约的签署奠定了使SKA
成为现实的基础。

中国签署SKA天文台公约
促进世界各国在科技领域交流合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