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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氛有改善

约翰逊与冯德莱恩通话后发表联
合声明说，在可能情况下达成协议非
常重要，这将是双方未来战略关系的
坚实基础。

此前一天，英欧在布鲁塞尔结束
了第九轮未来关系谈判，从双方各自
发表的声明看，谈判进展有限，但气氛
意外向好。

英国政府9月9日公布了内部市
场法案，旨在为明年国内4个地区贸易
流通设置规则，其中涉及北爱尔兰的
条款被认为凌驾于“脱欧”协议之上。
欧盟对此反应强烈，要求英国删除争
议条款。但约翰逊政府执意推动英国
议会下院9月底通过了该法案，并提交
议会上院审议。欧盟10月1日正式致
函英国政府，启动违约司法程序。观
察人士一度认为，双方谈判濒临破裂。

所幸第九轮谈判气氛不错。英国
“脱欧”谈判首席代表戴维·弗罗斯特、
负责英国“脱欧”事务的欧盟首席谈判
代表米歇尔·巴尼耶均表示，双方的磋

商具有“建设性”。

分歧仍显著

英欧谈判在大起大落中暂时躲过
了破裂局面，但双方均承认谈判仍面
临“显著分歧”，需要在未来几周加紧
磋商，以弥合分歧、达成妥协。

英方对谈判进展相对乐观。弗罗
斯特表示，协议大纲已“清晰可见”，尤
其在货物与服务贸易、运输、能源、社
会保障及参与欧盟计划方面。

欧方则强调，谈判关键性分歧尚
未取得突破。

公平竞争环境和渔业问题一直是

双方谈判的核心分歧。欧盟消息人士
称，在公平竞争环境条款方面，英国已
提出一系列控制政府补贴的原则，但
未能提出恰当的治理倡议以便欧盟约
束英国履行其承诺。

在渔业问题，英方认为欧盟未能
体现足够灵活性。欧方则强调，要确
保渔业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并保护欧
洲渔民的利益。

协议时间紧

约翰逊在9月初给欧盟下最后通
牒称，需要在10月15日举行欧盟峰会
前达成协议。他坚称，“无协议脱欧”

对英国来说将是“好的结果”。但分析
人士普遍认为，“无协议脱欧”将对英
欧经济造成巨大冲击，对受疫情重创
的英国影响尤甚。

英国牛津经济研究院首席英国经
济学家安德鲁·古德温指出，英欧不能
达成贸易协议将影响英国经济增长，
贸易壁垒增加和金融市场震荡将完全
抵消宽松政策的刺激作用。

目前，英欧双方已明确，英国“脱
欧”过渡期将于12月31日结束，这意
味着留给双方的谈判时间已不多。巴
尼耶此前建议，达成协议更现实的期
限是10月底，以便欧洲议会有足够时
间批准协议。拉赫曼则指出，除去履
行法律程序所需时间，英欧达成协议
的最后期限实际可到11月中旬，双方
还有时间弥合分歧。

贝尔法斯特女王大学教授戴维·菲
尼莫尔认为，只要双方未离开谈判桌，
达成协议就仍有可能。他认为，欧盟
不希望谈判破裂，但同时希望确保英
国履行承诺。

记者 杨晓静 王慧慧
据新华社伦敦10月3日电

时间不多了 英欧谈判还在闹分歧
核心
提示

英国首相约翰逊3日与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
恩通话，评估英欧未来关系谈判情况，双方认同达成
协议的重要性，要求加紧谈判以弥合“显著”分歧。

自3月初启动以来，英欧未来关系谈判波折不
断。眼下，距年底“脱欧”过渡期结束仅剩不到3个月，要避免英
国“无协议脱欧”，双方需快马加鞭。

上图：10月3日，在南苏丹首都
朱巴，苏丹主权委员会主席布尔汉
（前左）、南苏丹总统基尔（前中）和
乍得总统代比（前右）出席协议签署
仪式。

下图：10月3日，在南苏丹首都
朱巴，民众庆祝最终和平协议签署。

苏丹过渡政府与反政府武装3
日在南苏丹首都朱巴签署最终和
平协议，以结束长达 17 年的敌对
状态。

新华社发

埃里温消息：亚美尼亚与阿塞拜
疆两国在纳戈尔诺-卡拉巴赫（纳卡）
地区军事冲突4日进入第八天。当天，
地区首府斯捷潘纳克特遭到炮击。

据亚美尼亚通讯社报道，阿塞拜疆
军方4日早晨再次对斯捷潘纳克特实
施炮击，导致部分建筑燃起大火。目
前，具体人员伤亡情况暂不清楚。此
前，阿方炮击已使该市电力供应中断。

亚美尼亚国防部指认阿塞拜疆军
方炮击斯捷潘纳克特市内民事目标。
阿塞拜疆方面则称亚美尼亚军方从斯
捷潘纳克特向富祖利地区城镇发射火
箭弹，阿方炮击系采取的报复性措施。

亚美尼亚与阿塞拜疆9月27日起
在纳卡地区爆发新一轮冲突。双方均
指责对方违反相关停火协议，率先发动
军事进攻。连日来，双方冲突已造成包
括30多名平民在内的240多人丧生。

亚美尼亚国防部 3 日发布消息
说，截至当晚，阿军伤亡 2745 人，123

架无人机、14 架直升机、14 架固定翼
飞机、335辆装甲车辆和4套火箭炮系

统被摧毁。阿塞拜疆国防部同日宣
布，阿军在当日战斗中收复了富祖利

等地区一些村庄。
纳卡地区位于阿塞拜疆西南，居

民多为亚美尼亚族人。苏联解体后，
亚美尼亚与阿塞拜疆为争夺纳卡地区
爆发战争，亚美尼亚占领纳卡地区及
其周围原属阿塞拜疆部分领土。双方
虽然于1994年达成全面停火协议，但
因纳卡问题一直处于敌对状态，军事
冲突时有发生。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2日对亚
美尼亚和阿塞拜疆因纳戈尔诺-卡拉
巴赫（纳卡）地区冲突而引发的持续军
事交火深表遗憾。

秘书长发言人迪雅里克在新闻简
报中说，尽管国际社会一再强烈呼吁
停火，但冲突各方仍在持续军事交火。
秘书长重申他的坚定信念，即军事手
段无法解决冲突问题。持续敌对行动
只会进一步加深民众的苦难，对话是可
持续和持久解决冲突的唯一途径。

综合新华社电

炮击升级 纳卡冲突进入第八天

9月30日，人们在纳卡地区斯捷潘纳克特一处地下室躲避炮火。 新华社发

新华社华盛顿10月3日电（记
者邓仙来 孙丁） 美国白宫医生肖
恩·康利3日说，正在接受新冠治疗
的总统特朗普目前症状有所缓解。

康利在特朗普就医的马里兰州
沃尔特·里德国家军事医疗中心召
开的新闻发布会上说，特朗普3日早
晨“状态非常好”，1日曾出现轻微咳
嗽、鼻塞并感到疲劳，所有这些症状
均有所缓解和改善。他说，感染新

冠病毒一周，特别是 7 天到 10 天是
确定病程的关键期。

出席新闻发布会的另一名医生
肖恩·杜利说，3日早晨特朗普的心
率、肾功能和肝功能等指标正常，无
需吸氧，呼吸和行走没有困难。医
疗团队正密切跟踪新冠病毒或相关
疗法可能给特朗普造成的并发症。

另据多家美国媒体报道，新闻
发布会结束不久，一名不愿透露姓

名的人士对媒体表示，特朗普过去
24小时的状态令人担忧，未来48小
时是治疗的关键期。

特朗普2日凌晨证实他与夫人
梅拉尼娅感染新冠病毒，当天傍晚
被送往沃尔特·里德国家军事医疗
中心接受治疗。康利表示，自确诊
以来，特朗普已接受“多克隆抗体鸡
尾酒疗法”以及抗病毒药物瑞德西
韦治疗。

白宫医生说特朗普新冠症状有缓解

苏丹内战全面停火
据新华社金边10月4日电（记者

毛鹏飞）柬埔寨副首相贺南洪3日对
新华社记者表示，外部势力不应介入
南海问题，有关争议应当由直接当事
国通过和平方式解决。

贺南洪说，有关南海争议应该根
据国际法由直接当事国通过对话协商
解决。通过多年磋商，东盟和中国正
在共同推进达成“南海行为准则”，这
将助推直接当事国共同解决分歧、开
展合作。

贺南洪认为，域外国家应鼓励东盟
和中国尽快达成“南海行为准则”，以助
推直接当事国和平解决争议，而不是

“挑事”。作为中立国、非声索国和东盟
成员国，柬埔寨认为，外部势力应该为
该区域的和平作贡献，避免激化矛盾。

柬副首相称外部势力
不应介入南海问题

●纪念中国和新加坡建交30周
年的影集《奠基人足迹：新中建交
30年》3日在新加坡举行新书发
布会，新加坡外交部兼交通部高
级政务部长徐芳达出席并致辞。

●世界卫生组织3日公布的最新
数据显示，全球累计新冠确诊病
例达34495176例。

●德国总统施泰因迈尔和总理默
克尔3日发表讲话，号召德国东
部和西部民众团结一致，消除地
域差距。

●加拿大总理特鲁多2日宣布，
加拿大政府将向该国中小企业提
供6亿加元（约合4.56亿美元）
纾困资金，以帮助其应对第二波
新冠疫情的冲击。

●阿富汗官员3日说，东部楠格
哈尔省一栋政府建筑遭汽车炸弹
袭击，造成至少15人死亡。

●印度尼西亚国家抗灾署4日发
布的新冠疫情数据显示，该国累
计确诊病例303498例。

●摩洛哥国家安全局3日发表公
报说，摩洛哥警方当天在北部城
市代尔尤什附近查获3.729吨
大麻制品。 均据新华社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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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4日，吉尔吉斯斯坦总统热恩别科夫在首都比什凯克参与议会
选举投票。吉尔吉斯斯坦4日举行议会选举。吉尔吉斯斯坦议会由120
名议员组成，任期5年。 新华社发

吉尔吉斯斯坦举行议会选举

新华社安曼10月3日电（记者
冀泽） 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 3
日批准首相奥马尔·拉扎兹辞职，
同时责成其领导看守内阁直到新
首相及新内阁产生。

据约旦王宫3日发表的声明，
阿卜杜拉二世当天批准以拉扎兹
为首的内阁递交的集体辞呈，同
时要求看守内阁继续处理日常
事务，直到任命新首相并产生新
内阁。

阿卜杜拉二世感谢拉扎兹及

其内阁成员对国家作出的贡献，特
别是在新冠疫情期间，约旦各政府
机构能够齐心协力共同抗击疫情。

阿卜杜拉二世9月27日宣布
解散国民议会众议院、参议院。根
据约旦宪法，内阁应在国王下令解
散众议院的一周内辞职。

据报道，此次解散议会被认为
是为即将举行的议会选举做准
备。据约旦独立选举委员会发表
的声明，新一届议会选举计划于
11月10日举行。

约旦国王批准首相辞职

英国媒体4日报道，英国政府
计划出台有关庇护难民的新法规，
今后一律拒绝为偷渡客提供庇护。

《星期日泰晤士报》援引英国
内政大臣普丽蒂·帕特尔的话报
道，英国政府打算发布一部新法
规，今后将区别对待合法入境和非
法入境的难民，不再批准后者的庇
护申请。

帕特尔说：“目前，只要难民进
入英国并递交庇护申请，不管他们
以何种手段入境，受到英国政府的

同样对待——这是不对的。”今后，
英国政府不仅不会批准偷渡客递
交的庇护申请，还将把外国犯罪人
员和没有面临真正危险的申请庇
护者驱逐出境。

英国媒体报道，每年都有不少
难民向犯罪集团及蛇头付钱，乘偷
渡船横跨英吉利海峡或经由其他
路径进入英国，然后向英国政府申
请庇护。英国政府希望新规有助
打击这类偷渡活动。

杨舒怡 新华社微特稿

英国出新招打击偷渡犯罪

10月3日，人们在埃及吉萨省塞加拉地区的考古现场拍摄出土木棺。
埃及旅游和文物部官员3日宣布，考古队在吉萨省一个单独墓穴中

发掘出59具距今约2500年的木棺。 新华社发

埃及出土59具2500年前木棺

10月3日，消防员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北部卡利斯托加参与灭火行动。
美国加利福尼亚州今年山火肆虐，截至10月3日，累计过火面积逼近400
万英亩（约1.6万平方公里）关口，迄今已有31人丧生，大约8200座建筑化
为灰烬。 新华社发

美国加州山火持续燃烧

据新华社巴黎 10月 3日电
（记者唐霁）法国东南部滨海阿尔
卑斯省等地 2 日起遭遇暴风雨袭
击，引发的洪水造成桥梁倒塌、道
路被毁、房屋受损及大面积停电，
目前已有18人失踪，其中包括2名
救援人员。

据法国气象局统计，受暴风雨
影响，2日晚至3日上午短短12小

时内，滨海阿尔卑斯省的降雨量暴
增。法国媒体报道说，降雨引发罕
见洪水，造成大量房屋和桥梁损
毁。该地区1.3万多个家庭停电，
目前供电正在逐步恢复。

滨海阿尔卑斯省救灾部门表
示，已派出850名救援人员参与救
灾。洪水和山体滑坡毁坏了部分
桥梁和道路，部分公路被迫关闭。

法国东南部遭暴风雨袭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