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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议会下院29日如首相特雷莎·梅所愿
通过一份修正案，要求修改退出欧洲联盟协议中
关联“备份安排”的条款。英国能否“有协议脱
欧”的悬念再度延后两周揭晓。不过，欧盟很快

“泼冷水”，强调不会重新就指明英国如何“脱欧”的协议谈
判。部分欧盟官员和学者不看好梅赢得欧盟妥协、达成
“脱欧”新协议的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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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会“授权”
29日距英国正式“脱欧”整两个

月。议会下院当天辩论并表决 7份
修正案。其中，保守党议员组织

“1922 委员会”主席格雷厄姆·布雷
迪提交的修正案以 317 票支持、301
票反对的结果获通过。

梅先前属意保守党议员支持
这份修正案。修正案要求用“其
他安排”取代“备份安排”，但没有
明确“其他安排”的具体内容；修
正案同时规定，如果梅从欧盟带
回的新协议包含上述改动，议会
将予以支持。

梅当天说，议会通过修正案让
她获得“授权”，“寻求对‘脱欧’协议
作具有法律约束力的调整”。她坦
承，欧盟对重新谈判“脱欧”条款“胃
口有限”，这“并非易事”。

具有法律约束力、指明英国如
何“脱欧”的协议中，“备份安排”是
重要内容，也是不少保守党及其盟
友北爱尔兰民主统一党的议员本月
15日投票反对“脱欧”协议的主要原
因之一。

“备份安排”相当于保险机制，
旨在避免英国北爱地区与爱尔兰之
间恢复“硬边界”，即重新设置实体
海关和边防检查设施。但“备份安
排”没有明确的截止日期，且英国无
法单方面退出。

英国广播公司报道，“疑欧”和
“留欧”派议员经由保守党官员基
特·马尔特豪斯协调，正联手制定一

份取代“备份安排”的方案。布雷迪
的修正案获批为执行“马尔特豪斯
折中方案”铺平道路。方案包括延
长一年“脱欧”过渡期、保护欧盟侨
民权益等。

梅的发言人披露，首相将与同
僚一道商讨上述方案，同时不排除
为“备份安排”加设期限、寻求单方
面退出“备份安排”等选项。

欧盟“不谈”
欧洲理事会主席唐纳德·图斯

克29日很快拒绝重新谈判“脱欧”条
款。图斯克通过发言人发表声明
说，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协议“不可重
新谈判”。

欧洲议会负责英国“脱欧”谈判
事务的首席代表、比利时前首相伏
思达（居伊·费尔霍夫施塔特）说，支
持“重谈”或“稀释”协议的欧洲议会
议员“不占多数”。

爱尔兰副总理兼外交与贸易部
长西蒙·科文尼说，有必要设置“备
份安排”，“今晚英国议会的举动无
法改变这一点”。

法国总统埃马纽埃尔·马克龙
和奥地利总理塞巴斯蒂安·库尔茨
也拒绝重新谈判。

不过，图斯克的发言人当天说，
欧盟可考虑对阐明英欧未来关系的
政治宣言作出修改。这份政治宣言
没有法律约束力，需要与明确“脱
欧”条款的协议一并经由英欧双方
议会批准。

图斯 克 发 言 人 说 ，如 果 英 国
对未来伙伴关系的诉求“升级”，

“欧盟已准备好重新考虑出价，调
整政治宣言的内容和期望达到的
目的”。

法新社报道，欧盟先前多次提
议，如果梅不再反对英国“脱欧”后
继续留在关税同盟，欧英双方可能
很快达成贸易协定，从而避免启动

“备份安排”。但这部分内容不会列
入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协议，只在政
治宣言中申明。

发言人同时暗示，如果英国提
出延期“脱欧”的“合理请求”，欧盟
其他 27个成员国“已准备好考虑这
一要求并作出一致决定”。

再次“拖欧”
美联社报道，除梅支持的修正

案外，英国议会下院 29 日还以 318
票支持、310票反对的表决结果通过
一份修正案，呼吁政府阻止“无协议
脱欧”。这份修正案属动议，没有法
律约束力，只表达议会立场，借此向
政府施压。

英国广播公司报道，其余 5 份
修正案遭否决。表决结束后，梅邀
请保守党议员卡罗琳·斯佩尔曼和
反对党工党议员杰克·德罗米等提
交避免“无协议脱欧”修正案的人士
共同商讨如何确保英国达成新协
议。工党领导人杰里米·科尔宾同
意加入磋商。

外界普遍看衰英欧达成新协议的
前景。一名参与先前“脱欧”谈判的欧
盟外交人员告诉路透社记者，梅“将
重返布鲁塞尔，然后遭到断然拒绝”。

伦敦大学国王学院教授阿南
德·梅农和伦敦大学学院教授莫
滕·拉文告诉法新社记者，梅的策略
似乎是拖延时间。她打算向议会证
明，“备份安排”无法重谈，“希望议
会最后一分钟支持她的协议，以避
免‘无协议脱欧’”。

伦敦大学学院教授罗伯特·黑
兹尔告诉美联社记者：“今晚表决只
不过是再（拖延）两周的缓兵之计。”

梅 29 日说，如果 2 月 13 日前她
仍不能与欧盟达成新协议，议会下
院次日将再次就“脱欧”进程表决。

据新华社电

英国要改“脱欧”条款
欧盟料难妥协

据新华社电 巴西执法机关29日
逮捕关联溃坝事件 5 名人员，包括当
事企业巴西淡水河谷公司3名员工。

淡水河谷设在巴西东南部米纳斯
吉拉斯州布鲁马迪纽市附近一座尾矿
库 25 日溃坝，截至 29 日确认 84 人遇
难。溃坝导致大量死鱼堆积在帕劳佩
巴河下游，严重影响靠河而居的印第
安土著居民用水。

米纳斯吉拉斯州民防部门发言人
弗拉维奥·戈迪尼奥 29 日晚说，溃坝
失踪人数从 292 人减至 276 人。搜救
人员夜以继日，试图在溃坝泻出的大
片泥石中搜寻受困者。

米纳斯吉拉斯州检察院申请逮
捕 5 名工程技术人员，其中 3 人是淡
水河谷公司员工，2 人是德国南德意
志技术监察集团员工。检察院说，那
3名淡水河谷公司工程师直接参与申
请矿山运营许可证。他们在毗邻涉
事矿区的贝洛奥里藏特市落网。另
外两名德国企业员工在巴西圣保罗
市被捕。这家企业受淡水河谷委托，
去年9月对涉事尾矿坝作最近一次安
全检测。南德意志技术监察集团总部
在德国城市慕尼黑，企业拒绝说明两
名被捕员工来自德国总部还是巴西
分部。

巴西逮捕涉溃坝5名工程师

也门胡塞武装释放一名沙特战俘

1月29日，在也门萨那机场，被释放的沙特阿拉伯籍战俘（右二）等候登机。
也门胡塞武装29日发表声明称，已向红十字国际委员会转交一名沙特阿拉

伯籍战俘，并表示该战俘当天将搭乘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飞机回到沙特。这是
也门政府和胡塞武装达成换俘协议以来被释放的首名战俘。 新华社发

（上接第三版）
在对江西的巡视中，巡视组发

现和干部群众反映了一些问题，主
要是：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
扶贫工作重要论述与江西实际结合
不够紧密，落实中央脱贫攻坚方针
政策不够精准，把握脱贫攻坚目标
和政策标准存在偏差，实现稳定脱
贫基础不牢固。“省负总责”存在差
距，落实脱贫攻坚主体责任不够充
分，责任压力传导较弱，形式主义、
官僚主义问题比较突出，脱贫攻坚
干部队伍建设不力，抓党建促脱贫
攻坚存在薄弱环节。纪检监察机关
落实脱贫攻坚监督责任有弱项，日
常监督缺少实打实的措施，执纪问
责精准度不高。省直有关职能部门
监管不严不实。各类监督检查发现
问题整改落实不够到位，巩固整改
成果的措施有待加强，标本兼治长
效机制不健全。

在对云南的巡视中，巡视组发
现和干部群众反映了一些问题，主
要是：贯彻落实中央脱贫攻坚方针
政策不够到位，聚焦“三区三州”中
的怒江州、迪庆州等深度贫困地区
有待加强；落实“两不愁、三保障”
等政策不够精准；易地扶贫安置
点建设和搬迁进度滞后；扶贫资
金使用监管存在薄弱环节。“省负
总责、市县抓落实”责任压得不够
扎实，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等问题
未得到有效解决；对扶贫干部重
加压、轻激励。纪检监察机关落
实监督责任不够到位，扶贫领域
腐败和作风问题专项治理仍需加
大力度。有关职能部门落实监管
责任不到位，合作经济组织带贫

效果不明显，有的产业扶贫项目
搞“名股实债”。各类监督检查发
现问题的整改落实有差距，有的
存在“数字整改”现象。

在对国务院扶贫办的巡视中，
巡视组发现和干部群众反映了一些
问题，主要是：学习贯彻落实习近平
总书记关于扶贫工作重要论述和指
示批示精神不够及时到位，落实中
央脱贫攻坚决策部署存在一定差
距；精准识别基础工作不够扎实，落
实支持深度贫困地区脱贫攻坚的政
策措施不够有力，推动中央关于加
强东西部扶贫协作、中央单位定点
扶贫工作不够有效；履行脱贫攻坚
职能责任不够到位，对政策执行中
出现的问题敏感性不强，深入调研
不够，发挥参谋助手作用不充分，对
社会扶贫工作主动谋划不深，动员
不够有力；机关党建工作薄弱，严管
与厚爱干部存在一定差距；监督责
任和监管责任落实不力，各类监督
检查发现的问题整改不够彻底，举
一反三不够。

在对民政部的巡视中，巡视组
发现和干部群众反映了一些问题，
主要是：民政部党组落实脱贫攻坚
主体责任不够到位，落实中央精准
扶贫精准脱贫基本方略有差距，督
促司局和直属单位学习习近平总书
记关于扶贫工作重要论述不够，激
励干部担当作为措施不到位，对深
度贫困地区情况调研不够深入，有
关低保政策措施待完善，向贫困地
区倾斜不够，推动社会力量参与脱
贫攻坚不够有力，组织实施脱贫攻
坚工作的力度不足，统筹协调、指导
推动、督导纠偏不够。纪检监察机

构履行监督责任不够到位，农村低
保专项治理工作开展不够深入。对
一些领域的监管缺失，对有关监督
检查反馈问题的整改尚未到位。片
区扶贫和定点扶贫工作不够到位，
帮扶措施存在短板，尚未形成有效
帮扶合力。

在对农业农村部的巡视中，巡
视组发现和干部群众反映了一些问
题，主要是：学习研究习近平总书记
关于扶贫工作重要论述和中央决策
部署不够深入，有的同志对打赢脱
贫攻坚战艰巨性复杂性的认识不充
分，缺少攻坚克难精神；产业扶贫等
政策不够完善、针对性不强，防范扶
贫产业风险的政策措施出台不够及
时；对脱贫攻坚工作的对内统筹、对
外协调、对下推动不够有力，针对贫
困地区特别是深度贫困地区的资金
投入、科技帮扶等倾斜支持不够；纪
检监察机构发挥作用不充分，对脱
贫攻坚工作的监督不到位，监督检
查发现的问题还有一些没有整改落
实；没有发挥好定点扶贫地区在产
业扶贫方面的典型示范作用，有的
定点扶贫干部对农村产业、基层实
际了解不深等。

在对中国农业发展银行的巡视
中，巡视组发现和干部群众反映了
一些问题，主要是：党委履行脱贫攻
坚主体责任还有差距，贯彻落实中
央脱贫攻坚方针政策不够深入。一
些部门、分支机构对打赢脱贫攻坚
战重要性、紧迫性认识不到位，定点
扶贫工作有短板，扶贫贷款投放、认
定、考核指标不够精准，聚焦深度贫
困地区力度不够，面对脱贫攻坚重
要问题担当不够有力，统筹内部力

量不到位，发挥扶贫金融事业部作
用不够充分。对包括扶贫贷款在内
的一些信贷领域违规违纪问题处置
不力，统筹脱贫攻坚与防范风险不
够平衡。落实脱贫攻坚监督责任不
到位，纪委主动监督偏弱，执纪问责
不严格，监督监管尚未形成合力。
对脱贫攻坚监督检查发现的问题整
改不力，没有从职责定位、制度设
计、队伍建设等方面深化整改。

在对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的巡视中，巡视组发现和干部群
众反映了一些问题，主要是：学习贯
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扶贫工作重要
论述不够深入，履行脱贫攻坚主体
责任不够到位。对打赢脱贫攻坚战
的重要性、艰巨性认识不够到位，责
任传导不到位，存在形式主义、官僚
主义问题；落实中央脱贫攻坚政策
要求不够到位，贫困地区服务网络
依然薄弱，创新金融产品不积极，向
深度贫困地区倾斜力度不够，定点
帮扶力度不够；统筹领导不够坚强
有力，对一些涉及多层级、多部门的
问题组织协调力度不够，考核考评
发挥导向作用不够；精准扶贫有偏
差，执行有关扶贫贷款政策不精准；
纪委主动作为不够，督促、提醒党委
落实脱贫攻坚主体责任办法不多，
监督作用弱化，监管存在薄弱环节；
对脱贫攻坚监督检查发现的问题整
改不深入不扎实，整改工作机制不
健全。

此外，在对上述地方和单位的
巡视中，中央巡视组还收到反映一
些领导干部的问题线索，已按有关
规定转中央纪委国家监委、中央组
织部等有关方面处理。

中央脱贫攻坚专项巡视
反馈情况全部公布

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沈阳铁西万达广场社区支行不慎将流水号

为00632608的金融许可证丢失，声明作废。

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沈阳铁西万达广场社区支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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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金融许可证
遗失公告

新华社巴黎1月29日电（记者
陈晨） 法国国民议会议长理查德·费
朗 29 日晚在其官邸拉塞宫举办招待
会，迎接即将到来的2019中国春节。

费朗在致辞时说，法国国民议会
庆祝中国春节适逢法中两国建交 55
周年。他强调，1964 年冷战背景下，
法中正式建立外交关系是两国采取的
英明决定，是着眼未来的果断之举。
长期以来，两国议会交往密切，法方愿
同中方继续加深沟通与对话。费朗向
到场嘉宾们致以新春祝福。

中国驻法国大使翟隽致辞时表

示，55 年来，中法两国始终秉持独立
自主、相互理解、高瞻远瞩、互利共赢
的建交精神，推动中法关系走在中西
方关系前列。中方愿同法方本着互信
互利的精神，以庆祝两国建交55周年
为契机，继续推进各领域交流与合作。

法国国民议会自 2008 年以来每
年举办中国新春招待会。法国社会各
界、华侨华人代表等 400 余人应邀出
席招待会。

招待会上，中国驻法使馆和新华
社联合策划展出了 50 多幅展现中法
合作交流重要场景的珍贵资料图片。

法国国民议会
举办中国春节招待会

新华社巴黎1月29日电（记者
陈晨）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29 日在总
部巴黎启动“化学元素周期表国际年”
活动，将在今年举办一系列主题活动，
纪念俄国科学家门捷列夫编制化学元
素周期表150周年。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阿祖
莱、俄罗斯科学与高等教育部长米哈
伊尔·科秋科夫和法国科学院院长皮
埃尔·科尔沃等当天为启动仪式揭幕。

阿祖莱说：“化学元素周期表不仅
仅是对宇宙中所有已知原子进行排序
的列表，它本质上是帮助我们更好地
了解我们周围世界的一个窗口。”

她说，启动“化学元素周期表国际
年”系列活动是对门捷列夫先生最好
的纪念，也有助于鼓励大家积极探索
世界科技发展前景和趋势，推动科技
促进社会和经济发展。

教科文组织在当天的启动仪式上
推出一个新的教育项目“1001项发明：
从炼金术到化学的旅程”。该项目将为
世界各地的学校提供教学材料和科学
实验方案，加强年轻人对化学及其应用
的了解。联合国大会 2017 年 12月 20
日将2019年指定为“化学元素周期表
国际年”，今年的一系列纪念活动包括
在线知识竞赛和相关国际研讨会等。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为化学元素周期表庆生

据新华社郑州1月30日电 孔庆
同，1912年出生，河南光山人，1928年
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春，光山县
建立中共地下党组织，成立了农民协
会，年仅15岁的孔庆同参加了农民赤
卫队。不久，共产党领导的这支农民
武装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25军，孔
庆同任司号员。

1934 年 11 月，红 25 军遵照中央
指示，退出鄂豫皖根据地，进行战略转
移。抵达陕北时，孔庆同已经成长为
红军营长。1937年，孔庆同作为年轻
的指挥员，离开延安，到天津中共中央
北方局工作。他在冀东丰润县腰带山
一带组织党员和农民自卫会，成立冀
东第一支抗日武装队伍，任冀东抗日
联军第 1 支队支队长。1938 年，第 1
支队扩编为冀东抗日联军第 4 总队，
他任总队长，率部打击丰润、遵化两县
的日、伪军。

1938 年 7 月 8 日，遵化伪军保安
队出动130多人扑向铁厂。孔庆同闻
讯后立即带队抢先到铁厂北边的玉皇
庙迎敌，经过约两个小时的激战，将伪
军全部打垮，俘获 80余人，缴枪 80余
支，战马 35 匹，给遵化的日伪军以沉
重打击。7月9日，孔庆同等又率部出
击，兵不血刃拿下了兴城镇。他通过
强大的政治攻势，促使伪满警察所长
王生存带手下40余人反正。随后，抗

联 4 总队再接再厉，平息丰润王官营
一带的民团叛乱，扩大抗日影响。当
地群众纷纷加入抗日队伍，仅王官营
就有 500 多人参加抗联。4 总队在短
短几天里就由400多人发展到4000多
人，改编为冀东抗日联军第1梯队，辖
4个总队，孔庆同任梯队长。

1939年，孔庆同到中共中央晋察
冀分局党校学习。1940 年从党校学
习毕业，到冀中第 8 军分区任副司令
员。在保定一带坚持平原游击战，后
任第 8 军分区司令员。1942 年秋天，
冀中第 8 军分区党委召开紧急会议，
传达彭德怀关于“以武装斗争为主，
坚持平原游击战争”的指示。10 月
20日，孔庆同带领一个手枪班赶到河
间县左庄，对河间县开展抗日斗争作
了指示。由于汉奸通风报信，第二天
拂晓，部队驻地被数倍于己的日伪军
包围。在战斗中，孔庆同中弹牺牲，
年仅30岁。

2014 年，民政部公布第一批 300
名著名抗日英烈和英雄群体名录，孔
庆同名列其中。每年清明节，孔庆同
烈士的孙女孔凤霞都会到华北军区烈
士陵园为祖父扫墓。2015年，孔凤霞
曾陪父亲孔久龄到河南省光山县寻
亲。“我到光山寻亲，发现革命老区的
红色教育没丢，让我最感动的是，时隔
多年，故乡的乡亲们没有忘记爷爷。”

孔庆同：坚持平原游击战的抗日英雄

■为了民族复兴·英雄烈士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