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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入青蕉拍客得大奖

新华社华盛顿10月18日电 根
据世界贸易组织对空客公司补贴案的
裁决结果和正式授权，美国18日正式
对价值75亿美元欧盟输美产品加征
关税。分析人士认为，此举可能进一
步加剧美欧之间的经贸争端。

根据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本月初
发表的声明，美方对欧盟大型民用飞
机加征10%的关税，对欧盟农产品和
其他产品加征25%的关税。

欧盟贸易委员马尔姆斯特伦日前
在一份声明中说，欧盟对于美方推进
关税计划表示遗憾。这让欧盟今后别

无选择，只能对波音公司的违规补贴
行为采取关税报复措施。她表示，相
互加征关税不符合任何人的长远利
益，这将对美欧高度整合的飞机供应
链造成非常严重的伤害，并对已经受
到目前贸易紧张局势影响的许多其他
行业造成连带伤害。

马尔姆斯特伦指出，欧美均被发现
违反世贸组织规则，作为全球最大的飞
机制造商，欧美拥有共同责任坐下来谈
判达成一个平衡、符合世贸组织规则的
解决方案。她还表示，欧盟委员会承诺
捍卫欧洲企业、农民和消费者利益，将

监测美国关税报复措施对欧洲相关产
品，特别是农产品的影响。

美方加征关税措施遭到多家商业
组织的反对。美欧15家国际酒精饮
料协会18日在写给美国贸易代表和
欧盟委员会的联名信中表示，他们反
对美国对欧盟的葡萄酒等产品加征关
税，希望双方通过谈判解决贸易争端，
贸易战没有赢家。

世贸组织本月2日裁决，欧盟及
其部分成员国仍违规补贴空客公司，
美国将有权对价值75亿美元的欧盟
输美商品采取加征关税等措施。随

后，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请求世贸组
织召开会议，授权美国对欧盟产品采
取报复措施。世贸组织争端解决机构
14日召开会议，同意正式授权美国对
欧盟采取贸易报复措施。

美欧航空补贴争端由来已久。
2004年，美国向世贸组织提出诉讼，
指控欧盟以各种形式向空客提供非法
补贴。欧盟随后也向世贸组织起诉美
国政府向波音提供非法补贴。对此，
世贸组织曾先后裁定，美国和欧盟均
存在对各自航空企业提供非法补贴的
问题。

美国对75亿美元欧盟输美产品加征关税

抓捕行动
遭武装毒贩反包围
超过30名警察和国民警

卫队人员17日下午在西北部
城市库利亚坎包围一座房屋，
试图抓捕奥维迪奥·古斯曼，但
遭大批武装毒贩反包围，且后
者在这座城市的街头发动大规
模袭击。一座监狱在混乱中暴
发骚乱，2名看守成为人质，将
近60名囚犯越狱。

美联社报道，库利亚坎如
同战场，武装人员驾驶架着机
枪的汽车驶上街头，占领主要
道路和路口，民众在枪林弹雨
中争相逃命。

国防部长路易斯·克雷森
西奥·桑多瓦尔18日在记者会
上说，执法人员抓到奥维迪奥，
但遭遇毒贩武装袭击后把他放
走。5名武装人员、1名国民警
卫队士兵和1名平民在枪战中
死亡；7名安全部队人员受伤，8
人遭劫持，稍后获释。

新华社华盛顿10月19日电 美国联
邦航空局18日称，波音公司未及时向监管
机构报告其两名员工在2016年的一段通
信记录。这段记录表明二人早已知道波音
737MAX系列飞机的飞行控制系统存在
严重问题并选择隐瞒了情况。

隶属于美国交通部的联邦航空局18
日在一份声明中说，波音17日晚间才告知
交通部这段通信记录的存在，并表示几个
月前就已经发现了这一记录文件。

新华社马德里10月18日电 西班牙
代理内政大臣费尔南多·格兰德·马拉斯卡
18日表示，将对在加泰罗尼亚自治区（加
区）骚乱中的暴乱分子坚决执法，并警告暴
乱分子将面临最高6年监禁。

马拉斯卡当天在马德里首相府蒙克洛
亚宫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我们将对那
些实施暴力的人坚决执法。”马拉斯卡再次
要求加区政府，尤其是加区主席基姆·托
拉，明确谴责这些暴力行为。

西班牙看守政府首相佩德罗·桑切斯
18日在比利时布鲁塞尔出席欧盟秋季峰
会期间对媒体表示，骚乱会给经济和社会
带来严重后果，政府不会让暴乱分子逍遥
法外，可能会采取措施平息骚乱。

西班牙最高法院14日宣布对9名加区
“独立派”前高官分别判处9年至13年有期
徒刑，当天加区多地发生骚乱。4天来，暴
乱分子拥堵机场，切断公路，砸毁商铺，在
城市各处纵火并与警察发生激烈冲突。18
日，警方拘捕了17人。

符永友，海南省昌
江 黎 族 自 治 县 人 ，
1971 年 5 月 出 生 ，
1990年12月入伍，是
原广东公安边防总队
第七支队四大队二十
中队战士。

1992 年 1 月 8
日 19时，二十中队
战士符永友和许建
华按时来到特区管
理线一个耕作口哨
所巡逻警戒。他们看见不远处有4个人从
树林里蹦了出来，鬼鬼祟祟地向铁丝围栏
靠近。符永友和许建华立即机警地躲在距
铁丝围栏15米的树下隐蔽起来，伺机出
击。不一会儿，那4人中间的两个人向上
一蹿爬过了铁丝围栏，符永友和许建华一
跃而上各擒住了一名歹徒。铁丝围栏外的
两个人一看同伙被抓，便狡猾地躲藏起来
伺机行动。符永友对许建华说：“你先把这
两名歹徒押送回去，我留下来看守。”许建
华刚走不久，一名不法分子见有机可乘，便
翻过铁丝围栏闯进特区。埋伏在一旁的符
永友扑了上去，歹徒拼命奔跑，符永友紧追
不舍，追出20米开外，在过一条杂草丛生
的旱水沟时，符永友猛扑上去紧紧抱住歹
徒。在搏斗中，凶残的歹徒急红了双眼，拔
出了身上携带的自制手枪，转身向符永友
头部扣动了扳机……

当战友们第二天凌晨5时找到符永友
时，他已流尽了最后一滴鲜血。1992年1
月，公安部为符永友追记一等功，广东省委
追认其为中国共产党员，广东省人民政府
批准其为烈士，深圳市政府授予符永友“特
区忠诚卫士”称号。 据新华社

高文亮，汉族，生于1963年，云南省文山壮
族苗族自治州砚山县人，共产党员。1979年初
中毕业后，高文亮主动报名参军，因表现优秀被
任命为副班长，并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

1982年10月，高文亮退伍后成为砚山
县公安局民警。入警2个月，他被分配到平
远公安分局工作，一待就是7年。1989年，
因工作需要，高文亮被调到县公安局缉毒队
工作，先后参与侦破各类贩毒案件140起；
抓获毒品犯罪分子 193 人；缴获海洛因
33829.6克，鸦片31968.1克，各类枪支15
支、子弹69发，毒资404565元。由于工作
出色，高文亮多次受到上级嘉奖。1990年6
月，成为一名光荣的共产党员。

1992年8月，砚山警方按上级要求在
平远地区开展“严打”，高文亮被分配到抓捕
19号死刑在逃犯马慈林的小分队。这是一
名异常顽固、凶悍的罪犯：多年来大肆贩毒，
在被警方抓获、被法院判处死刑后竟越狱逃
跑。潜回平远地区后，他继续从事武装贩
毒，出门必带五四式手枪和冲锋枪，就连他
特意购置的宅院都有夹墙、暗道和单面玻
璃等防御设施。

8月31日凌晨，高文亮和战友们开始
对马慈林实行抓捕，他们靠近其住宅后交
替掩护进入前院，到达正房两侧时，正房大
门突然打开，马慈林老婆发现是公安民警
后，称马不在并迅速反锁大门。民警随即用
话筒宣传政策半小时，她才不得不开门带民
警搜查，但从一楼到楼顶都不见马慈林的踪
影。民警撤回一楼时，情况突变！屋内突然
响起枪声，一民警被击中脚部往后翻滚，高
文亮迅速占据有利地形，用火力压制罪犯，
掩护其他民警上前将其救下。双方枪战中，
马慈林开始在屋内纵火，高文亮因隐蔽处起
火向外撤离时，被对方持冲锋枪射击，喉
部、腰部多处中弹，壮烈牺牲。 据新华社

英烈档案

符永友像。

美联邦航空局称
波音隐瞒737MAX飞机

存在严重问题

西班牙政府表示
对暴乱分子坚决执法

符永友：特区忠诚卫士

高文亮：
倒在罪犯冲锋枪下的

铁血战士

毒枭儿子刚被捕又被释放

英国议会：要求再推迟“脱欧”
英国议会下院19日以322票支

持、306票反对的结果通过了由独立
议员奥利弗·莱特温提交的修正案，要
求政府先完成对“脱欧”协议中相关内
容的立法程序再将协议本身提交议会
表决。

此前，议会曾通过一份由议员希
拉里·本提出的法案，要求首相要么
19日在议会通过新“脱欧”协议，要么
致信欧盟、申请“脱欧”延期。

因此19日议会通过的这份修正案
意味着约翰逊将不得不向欧盟寻求再
度推迟“脱欧”，否则将存在法律问题。

首相表态：推迟将是“有害的”
约翰逊此前多次表示，不管有没

有协议，英国都将在 31 日完成“脱
欧”。他19日在议会发言中说，再次
推迟“脱欧”“毫无意义”，将是“有害
的”。他强调，自己不会与欧盟谈判延
期“脱欧”。

19日，议会下院原定就约翰逊与
欧盟此前达成的新“脱欧”协议进行表
决。但因莱特温提交的修正案被通
过，就出现新的复杂情况。

角力持续：“脱欧”前途未卜
英国议会曾于今年3月决定将原

定的3月29日“脱欧”最终期限推迟至
10月31日。

首相与议会在是否再度推迟“脱
欧”问题上进行角力，“脱欧”依然前途
未卜。一方面，约翰逊若不按法律要
求在19日致信欧盟、寻求再度推迟

“脱欧”，就将存在法律问题。有舆论
认为，府院在这一问题上的“扯皮”恐
将被提交到法庭寻求解决。

另一方面，即使约翰逊按法律要
求向欧盟寻求再度推迟“脱欧”，能否
真正推迟“脱欧”尚取决于欧盟态度。

欧盟委员会主席容克本周曾表
示，既然双方已达成新的“脱欧”协议，
没有必要再次延长“脱欧”期限。

据新华社
10月19日，在英国伦敦，反对“脱欧”的示威者参加游行。新华社发

英国议会下院伦敦当地时间19日投票通过一项关键修正案，实质上将迫使首相
约翰逊致信欧盟、寻求再度推迟“脱欧”。但约翰逊随后表示，即使有法律要求，

自己也不会再与欧盟谈判推迟“脱欧”。英国目前定于本月31日正式退出欧盟。

新“脱欧”协议表决被取消

英国议会要求首相寻求
再度推迟“脱欧”

墨西哥政府18日承认，前一
天针对前头号毒枭华金·古斯曼
之子奥维迪奥·古斯曼的抓捕失
败，遭遇毒贩大规模暴力袭击后
放走抓捕对象。

国防部长路易斯·克雷森西
奥·桑多瓦尔在记者会上说，执法
人员抓到奥维迪奥，但遭遇毒贩武
装袭击后把他放走。5名武装人
员、1名国民警卫队士兵和1名平
民在枪战中死亡；7名安全部队人
员受伤，8人遭劫持，稍后获释。

墨西哥总统：不想再死人，不想爆发战争

“低估”毒贩
承认抓捕失败

安全部长阿方索·杜拉索在同
一场记者会上承认抓捕“失败”，同
时否认当局与毒贩达成交易、释放
奥维迪奥。按照他的说法，奥维迪
奥当时没有遭正式逮捕。

桑多瓦尔说，抓捕策划不周，
“行事匆忙”，“没有考虑后果”。美
联社以多名墨西哥官员为消息源
报道，墨西哥安全内阁事先不知道
抓捕行动，警察和国民警卫队士兵
在没有获得搜查令的情况下包围那
座房屋，遭对方射击，当即决定冲进
房屋抓人，却低估了毒贩的反应。

桑多瓦尔说，如果安全内阁事
先获悉抓捕行动，会部署更多人
力，甚至派出空中支援。

超过200名士兵17日晚受命
前往库利亚坎增援。这座城市是
锡那罗亚州首府，同时是墨西哥最
大贩毒集团之一锡那罗亚集团的
据点，有大约80万人口。

华金·古斯曼是锡那罗亚集团
头目，三次落网，两次越狱。他
2017年1月被引渡至美国受审，去

年判定10项罪名指控全部成立，包
括贩毒、谋杀、洗钱，继而被处以终
身监禁和126亿美元罚款。

古斯曼有多个儿子。奥维迪
奥和一个兄弟去年由美国法院判
定贩毒罪名成立，美方向墨方寻求
引渡。

总统辩解
“我们不想再死人”
放走奥维迪奥的决定由总统

安德烈斯·曼努埃尔·洛佩斯领导
的安全内阁作出。奥维迪奥脱身
后下落不明。

墨西哥在野党国家行动党议
员在国会要求洛佩斯及安全内阁
就这一事件辞职。

古斯曼家族的律师召开记者
会，就释放奥维迪奥向洛佩斯“致
谢”，甚至称古斯曼家族将出钱对
死者和伤员作补偿。

一些分析师说，放走奥维迪奥
是错误决定。“这给其他贩毒团伙
树立了一个样板，”美国毒品管制
局国际行动前主管迈克·维吉尔告
诉美联社记者，这种做法“传递这

样一条信息，即如果毒贩落网，他
们只需要进城恐吓民众和安全部
队就行了。”

美国锡拉丘兹大学安全事务
分析师格拉迪丝·麦科米克告诉路
透社记者：“毫无疑问，昨天那一仗
锡那罗亚集团赢了。他们不仅迫使
政府放了奥维迪奥，而且向库利亚
坎乃至整个墨西哥展示谁说了算。”

洛佩斯为释放奥维迪奥的决
定辩护，说前任政府打击毒品犯罪
的措施把国家变成“坟场”，“我们
不想再死人，不想爆发战争”，“不
能以更多人的生命为代价抓捕一
名罪犯”。他强调，应把主要精力
用在消除毒品犯罪的根源，如贫困
和失业。

墨西哥前总统费利佩·卡尔德
龙2006年投入军队，发动扫毒战
争。法新社报道，迄今超过25万人
死于暴力；今年截至8月，超过2.3
万人被杀。

在库利亚坎枪战的同一周，13
名警察14日在米却肯州遭毒贩伏
击死亡，14名毒贩次日在相邻的格
雷罗州被士兵击毙，1 名士兵死
亡。 据新华社

在库利亚坎枪战的同一周，13名警察14日在米却肯州遭毒贩伏击身亡。图为被毁坏的警车。新华社发

墨西哥前头号毒枭
之子奥维迪奥在被捕后
又被释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