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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部：
中方敦促加方尊重法治
停止发表不负责任言论

新华社北京1月15日电 针对加
拿大总理特鲁多称中国在加籍被告人
谢伦伯格走私毒品案中“随意”作出死
刑判决，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15日表
示，公诉机关指控的犯罪事实清楚，证
据确实、充分。中方敦促加方尊重法
治，尊重中国司法主权，纠正错误，停
止发表不负责任的言论。

华春莹在当日例行记者会上说，
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发布的相关信息
十分具体详尽，被告人谢伦伯格参与
有组织的国际贩毒活动，伙同他人走
私冰毒222.035千克，行为构成走私
毒品罪。公诉机关指控的犯罪事实清
楚，证据确实、充分。

“毒品犯罪是世界公认的严重罪
行，社会危害极大，各国都予以严厉打
击，中国同样对毒品犯罪严惩不贷。
法律面前一律平等，这是真正的法治
精神。”华春莹说，加方有关人士的言
论缺乏最起码的法治精神，中方对此
表示强烈不满。

“我们敦促加方尊重法治，尊重中
国司法主权，纠正错误，停止发表不负
责任的言论。”她说。

英国于2016年6月就“脱欧”
问题举行全民公投，最终决定退
出欧盟。但对于英国首相特雷
莎·梅来说，带领英国顺利有序

“脱欧”挑战不小。她曾说过“脱
欧”这事让她夜不能寐。

自2017年3月正式启动“脱
欧”程序以来，特雷莎·梅政府与欧
盟谈判了一年多，终于在2018年
11月达成协议。这份协议就英国

“脱欧”过渡期、公民权、爱尔兰边
界等事项作出规范，也明确了英国
退出欧洲共同市场和关税同盟后
与欧盟的贸易和安全关系。目前，

协议已经被欧盟成员国批准。
问题是，协议在英国议会卡

住了。
15日，英国议会将就“脱欧”

协议进行表决。特雷莎·梅多次
表示，英国面前的选择有三项：

“有协议脱欧”“无协议脱欧”或者
“不脱欧”。

若议会下院投票通过“脱欧”
协议，英国将在2019年3月29日
按照协议顺利“脱欧”。英欧双方
将落实协议规定的“分手费”、过
渡期等内容，这份协议将为“后

‘脱欧’时代”的英欧关系塑形。

2016年6月23日，当耐基
尔·皮克尔斯与数千万英国人
一起走进投票站，他没想到，自
己即将参与的决策将在之后两
年给英国带来这么大影响。

那年年初，面对国内质疑
欧盟的声浪，时任英国首相卡梅
伦决定，就英国是否继续留在欧
盟举行全民公投，让民众直接就
英国未来的方向做出选择。

舆论普遍乐观地预计英国
人会选择留下，以致很多支持

“留欧”的民众认为根本没有必
要出门投票。在苏格兰、伦敦
等地区，那天下了雨，投票率低
于预期。

然而，人们低估了“疑欧”
的力量。在英格兰北部和中部
工业地区，经济长期不振，当地
民众认为限制移民、把欧盟的钱
用于英国自身建设等“脱欧”主
张能够给他们的生活带来改善。

投票翌日，结果出炉：“脱
欧”支持率51.89%，“留欧”支
持率48.11%。

“脱欧”公投“玩脱了”。卡
梅伦辞职。他说，英国人选择了
另外一条路，需要一名新首相。

作为一名英国普通民众，

皮克尔斯对选择哪条路意味着
什么并不是很清楚。

“如果你举行了公投，并且
结果是脱离欧盟，那直接脱离
就好了。”2019年1月13日，他
在伦敦街头对记者说。

“过去将近两年完全是在
浪费时间，他们本应该在公投
时就着手准备，而不是瞻前顾
后地考虑和欧盟的贸易协定。
我们就应该直接说好，我们脱
欧，就这样。”

安永近期发布一份报告显
示，自英国“脱欧”公投以来，
36%的英国金融服务公司在考
虑或已经将部分业务和员工转
移到欧洲大陆。

皮克尔斯说，在过去两年
多时间里，整个英国持续动荡，
英镑也随之贬值，这样的结果是
他在当初投票时没有预料到的。

“让我和所有人愤怒的是，
现在的局面甚至和‘脱欧’没有
关系，因为‘脱欧’协议现在还
没有被国家通过，我认为这是
保守党内的不和导致的，多年
来保守党内部一直在争论我们
是否应该留在欧盟，”英国民众
西沃恩·凯利说。 据新华社

“脱欧”公投两年后
英国人说“没想到会这样”

嫦娥四号传回照片

月球背面
棉花种子发芽了

新华社重庆1月15日电 1月15
日，嫦娥四号生物科普试验载荷项目
团队发布消息称，随嫦娥四号登陆月
球背面的生物科普试验载荷中，棉花
种子成功发芽。

由重庆大学牵头的嫦娥四号生物
科普试验载荷内搭载了棉花、油菜、土
豆、拟南芥、酵母和果蝇六种生物，均
放置于密封的生物科普试验载荷罐
内。生物科普试验载荷传回的照片显
示，棉花成功发芽。据介绍，截至试验
结束前，未从传回数据中观测到其它
生物生长状况。

生物科普试验载荷罐由特殊的铝
合金材料制成，直径 173 毫米，高
198.3毫米，内部除了6种生物，还有
18毫升水，和土壤、空气、热控以及两
个记录生物生长状态的相机，总重量
为2.608公斤。生物生长空间为1升
左右。

生物科普试验载荷于嫦娥四号登
陆月球第一天（1月3日）即加电开机，
随后在地面控制中心发送放水指令
后，植物种子和果蝇虫卵结束近3个
月的休眠状态，进入生物月面生长发
育模式。

生物科普试验载荷在轨工作状态
良好，累计工作时间长达 212.75 小
时，下传照片170多幅。

英国议会下院
投票表决“脱欧”协议

英国议会下院定于15日晚对英国政府与欧盟达成的“脱欧”
协议进行投票表决。
此前，英国首相特雷莎·梅多次表示，英国面前的选择有三

项：“有协议脱欧”“无协议脱欧”或者“不脱欧”。但她仍在14日极力
呼吁议会下院议员在“脱欧”协议投票表决中，“为了国家”而选择支
持，并称“脱欧”是英国人民的选择，政府应致力于实现这一目标。

特雷莎·梅表示，议会中一些人希望推迟甚至停止“脱欧”进程。
如果“脱欧”协议被否决，英国“不脱欧”的可能性比“无协议脱欧”的可
能性要大。 英欧分手

体面体面
能不能

英国议会原定2018年12月
就“脱欧”协议进行表决。但因反
对声太大，预料到协议通过无望，
特雷莎·梅临时决定将表决推迟
到本月15日。

特雷莎·梅在14日表示，议会
中一些人希望推迟甚至停止“脱
欧”进程。如果“脱欧”协议被否
决，英国“不脱欧”的可能性比“无
协议脱欧”的可能性要大。

如果英国在没有协议的情况
下脱离欧盟，欧盟法律将立即不
适用于英国，英国和欧盟的贸易
关系将回到世界贸易组织框架
内，双方将面临相互间关税水平
提升和贸易壁垒增加的问题。

就在英国政界就到底该怎么
“脱欧”争论不休的同时，英国经
济界对可能出现的“无协议脱欧”
情况担忧不已。由于英欧关系前
景不确定，许多英国制造商都在
按照最坏的情况打算。约四分之
一的制造商正在国内外寻找新的
供应商；超过六成公司有意提前
囤货，其中，约三成已增加库存。

近期一项民调显示，只有
30%的英国人知道“无协议脱欧”
到底意味着什么。了解“《里斯本
条约》第50条”“硬脱欧”“关税同
盟”等“脱欧”重要概念确切含义
的英国人分别只有26%、24%和
20%。

“无协议脱欧”
各方不愿看到的结果

C/ 最坏结果

特雷莎·梅14日在特伦特河
畔斯托克演讲时警告，如果议会下
院否决“脱欧”协议，最终导致英国
无法退出欧盟，那将给人民对国家
的信任造成“灾难性的伤害”。

若议会下院投票否决“脱欧”
协议，则将出现几种前景。

为防止英国在3月29日“脱
欧”日期之前出现“无协议脱欧”
的情况，议会下院已经决定，一旦

“脱欧”协议在15日投票中被否
决，首相必须在3个议会工作日内
（21日之前）给出替代方案，由议
会下院重新表决。

替代方案1：重新与欧盟谈判
根据当前形势，如果目前“脱

欧”协议遭议会否决，首相给出的
第一种替代方案可能是重新与欧
盟谈判。然而，欧盟方面已经明
确表示，不会与英国就包括“备份
安排”在内的“脱欧”协议重新谈
判。在不推迟3月29日正式“脱
欧”日期的前提下，英欧恐难及时
达成新协议。

替代方案2：解散议会、重新
大选

第二种替代方案则是解散议
会、重新大选。提前大选可在两
种情况下出现，即首相为摆脱僵
局提出提前举行大选，或由反对
党领袖在议会下院发起对政府的
不信任投票动议、经下院投票同
意，提前举行大选。

替代方案3：再次全民公投
第三种替代方案是再次举行

全民公投，将“脱欧”前途的决定
权再度交还到民众手中。2016年

“脱欧”公投结果公布后，英国国
内呼吁“二次公投”的声音一直不
断，但特雷莎·梅多次表示不会再
次举行“脱欧”公投，认为“二次

‘脱欧’公投”是对英国民主的“严
重背叛”。

英国外交大臣杰里米·亨特
曾表示，一旦“脱欧”协议被否决，
而议会又不愿出现“无协议脱欧”
情况，则“脱欧”进程只能“陷入瘫
痪”，最终导致英国“不脱欧”。

去年12月，欧洲法院裁定，英
国可以单方面撤回其递交给欧盟
的“脱欧”请求。如果撤回，英国仍
将作为欧盟成员国享有现有权利。

“不脱欧”的可能性更大
B/ 投票未通过

英国将在3月顺利“脱欧”
A/ 投票通过

1月14日，在英国伦敦，支持脱欧和反对脱欧的示威
者在议会大厦外手举旗帜和标语牌。 新华社发

1月14日，在英国伦敦，英国首相特雷莎·梅（左一）离
开唐宁街10号准备前往议会下院。 新华社发

1938年3月18日，枣庄被日军占
领。洪振海和王志胜、刘景松一齐奔
向峄县人民抗日武装驻地墓山，正式
参加了共产党领导的苏鲁人民抗日义
勇总队。同年11月，按照上级“迅速
建立抗日武装”的指示，他发动路矿工
人建立了一支数十人的秘密抗日武装
——枣庄铁道队。后经上级批准，改
名为八路军鲁南铁道大队，洪振海任
大队长，同时上级派来政委加强领导。

在洪振海等领导下，鲁南铁道大
队在敌人严密控制的铁路干线、枣庄
矿区和微山湖区，紧紧依靠路矿工人
和湖区群众的掩护与帮助，采用灵活
机动的战术，活跃在千里铁道线上，神
出鬼没地打击敌人，成为一支威名远
扬、威震敌胆的抗日英雄部队。

1941年 12月的一个风雪之夜，
数百名日伪军对鲁南铁道大队进行偷
袭、“扫荡”，洪振海率部与敌人激战，
不幸中弹，壮烈牺牲。洪振海牺牲后，
鲁南军区政治部追认洪振海为中国共
产党正式党员。 据新华社

英烈档案洪振海，又名
洪衍行，1910 年
生，山东滕州人。
自幼随父亲在枣
庄路矿谋生，因生
活所迫经常与火
车打交道，练就了
飞登火车的本领，
人称“飞毛腿”。
抗日战争时期，洪
振海在党的领导
下，发动枣庄路矿工人组建了一支活跃
在山东鲁南的枣庄、临城和微山湖一带，
威名远扬的人民抗日武装——鲁南铁道
大队即铁道游击队，他是第一任大队长。

洪振海：
铁道游击好儿男

新 闻 特 写

村支书和村主任“抱团”贪腐 双双被开除党籍并移送检察院
在万源市旧院镇张家坪村，从

2006年至2017年间，该村的村支书
和村主任却“抱团”贪腐，截留套取粮
食直补资金达15万多元。最终，在
2018年6月案发，双双被开除党籍，
并以贪污罪移送检察院审查起诉。

据了解，朱文兵于2004年9月至
2013年9月任旧院镇张家坪村支部
书记，2013年9月起任张家坪村青岗
坪组组长；朱文江于2004年 9月至
2016年9月任旧院镇张家坪村主任，
2016年6月至2018年7月任张家坪
村支部书记。两人在共事期间，截留
套取粮食直补资金共计157797.5元。

朱文江截留套取的粮食直补资

金 80663.36 元，将其中 38481.46 元
存入村集体账户，支付集体开支
17549.8 元，并将 4106.75 元交朱文
兵，剩余20525.35元用于个人开支。
朱文兵截留套取的粮食直补资金
77134.14元，将其中13604元存入村
集体账户，垫支兑现发放村民生态公
益林补助资金11571.5元。朱文江交
给朱文兵的4106.75元，朱文江将其
中的3976.75元用于村集体开支，剩
余130元用于个人开支。朱文兵总计
将52088.64元粮食直补资金用于个
人开支。

“两人在组织审查期间，如实向
组织讲清自己的违纪违法问题，并积

极上交涉案款。”据万源市纪委监委
工作人员介绍，审查组认为朱文兵、
朱文江贪污事实清楚，建议给予二人
开除党籍处分，并以贪污罪移送检察
院审查起诉。

“发生在扶贫领域的腐败问题，
一经发现，一查到底，决不姑息。”万
源市纪委监委有关负责人表示，针对
群众反映的基层干部在政策落实中

“瞒”、在项目实施中“套”、在惠民资
金中“截”、在为民办事中“要”等问
题，我们深入开展了惠农惠民资金

“一卡通”专项治理，着力解决惠农惠
民资金发放“最后一公里”问题。
周丽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罗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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