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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月 4 日，省文化和旅游厅副巡
视员王以东、产业处正处级干部白
晓民、非遗处调研员陈铁雷，沈阳市
文化旅游和广播电视局产业处处长
潘海龙、非遗处处长陈延军，沈河区
人民政府副区长董雪峰、区旅游局
局长王福江等一行抵达辽宁非遗文

化产业基地对我省重点文旅项目进
行考察调研。基地负责人、辽宁传
承文化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陈燕
奎、辽宁传承文化发展有限公司董
事长于成启陪同考察。陈燕奎详细
介绍了基地的业态布局、运营模式
及未来发展，领导们对基地的发展

及对文化遗产的保护、传承给予高
度肯定。

随后，在沈河区政府会议室召开
座谈会。辽宁非遗文化产业基地位
于沈阳市“故宫-中街”传统文化商
业中心，建筑面积约 1 万平方米，已
投入资金 2.3亿元。由沈阳皇城里文

化产业集团有限公司、辽宁佳冠旅
游发展有限公司共同出资筹建，由
辽宁传承文化发展有限公司运营管
理。

基地是省委省政府《辽宁省推进
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行动计划》重
点项目之一、省文化旅游厅 2019 全

省“重强抓”重点推进建设文旅项目
之一、省人民对外友好协会重点扶
持的对外交往窗口，包含辽宁非遗
典藏馆、文化展览中心、非遗文化体
验馆等项目。基地将举办包括国际
文化创意产业博览会等在内的 12 项
重要活动。

省推进文化产业重点项目考察组走进辽宁非遗文化产业基地

英国议会下院4日通过了一项有
关延迟“脱欧”的议案，紧接着又否决
了首相约翰逊提出的提前大选动议，
令约翰逊政府的“脱欧”计划遭受重
创。

分析人士指出，约翰逊关于英国10
月31日如期“脱欧”的承诺恐将落空。
在提前大选受挫的背景下，约翰逊需要
出手反击，继续推动如期“脱欧”。

“脱欧”计划遭遇阻击

结束夏季休会的英国议会3日和
4日紧锣密鼓地举行了多项关键性投
票，在阻止政府寻求如期“无协议脱
欧”方面取得了阶段性成果。

英国议会下院3日投票通过了一
项从约翰逊手中夺取议会议程控制
权的动议，为次日的延迟“脱欧”议案
投票铺平道路。4 日，下院投票通过
延迟“脱欧”议案，迫使政府将“脱欧”
日期推迟至2020年1月31日，除非今
年 10月 19日、即欧盟峰会结束时，议
会投票通过政府与欧盟达成的“脱

欧”协议或同意“无协议脱欧”。
在 3日的投票中，有 21名保守党

议员倒向反对党阵营，4 日的投票结
果也基本保持一致。约翰逊称延迟

“脱欧”议案是一项“投降议案”，将导
致英国无法与欧盟达成任何新的“脱
欧”协议。他还将一些“反水”的保守
党议员开除党籍。

约翰逊多次承诺要让英国在 10
月31日如期“脱欧”，鉴于英国政府在
10 月 31 日前与欧盟达成新协议并让
议会通过的可能性几乎为零，因此他
实际是铁了心要让英国如期“无协议
脱欧”，不惜为此拿出了让议会休会
的“奇招”。

分析人士指出，议会通过延迟
“脱欧”议案，意在阻击约翰逊在关键
时刻让议会休会从而快速推进“无协
议脱欧”进程的计划。根据英国女王
伊丽莎白二世日前批准的政府申请，
3日刚刚复会的英国议会又将在下周
开始休会至 10月 14日，届时距离“脱
欧”期限仅剩两周多时间。

根据英国法律，延迟“脱欧”议案

将提交至议会上院，不排除议案在上
院受阻的可能性。如能顺利在下周
议会休会前获得上院通过，延迟“脱
欧”议案将成为法律，恐将导致约翰
逊带领英国如期“脱欧”的承诺落空。

分析人士指出，“无协议脱欧”恐
将引发英国经济动荡，这是很多议员
和反对党人士持反对态度的原因，而
党派利益之争也是其中的重要因素。

提前大选之路被堵

在延迟“脱欧”议案通过后，约翰
逊公开谴责支持议案的议员，并称提
前大选已是唯一选择。政府随即提
出提前大选动议，但由于工党阻挠，
动议未能获得足够数量议员的支持。

此前，英国最大反对党工党领袖
科尔宾曾表示，工党已为提前大选做
好准备，但必须在完全排除“无协议
脱欧”的可能性后再发起大选。动议
表决结果公布后，约翰逊称科尔宾是

“历史上首个拒绝大选邀请的反对党
领袖”。

分析人士指出，保守党已经失去
在议会的多数地位，希望通过提前大
选取得在议会的优势，摆脱目前被压
制的局面。事实上，自 7 月出任首相
之日起，约翰逊就已在为提前大选做
准备，并聘请了多位竞选专家担任顾
问。

约翰逊提前大选底气何来？中
国国际问题研究院欧洲研究所所长
崔洪建认为，英国民众希望尽早“脱
欧”的呼声越来越高，特别是那些工
作和生活受到“脱欧”进程久拖不决
影响的人。而工党在“脱欧”问题上
一直没有令人信服的明确主张，目前
民意支持率不高、胜选可能性不大，
所以抵制提前大选。从法律层面来
看，提前大选这条路目前已经被堵
死。

约翰逊将如何反击

在“脱欧”计划遭重创、提前大选又
受挫的背景下，约翰逊实际已被议会和
反对党逼到墙角，必须出手反击。在府

院之争中，约翰逊政府目前看来暂居下
风，未来双方博弈仍将持续。

崔洪建认为，约翰逊能否成功实
现如期“脱欧”，要看英国国内政局的
变化特别是府院之争、党派之争的情
况，也要看英国民意的变化。约翰逊
想要通过“无协议脱欧”来打破僵局，
而议会和反对党想要将他困在局中，
不断削弱他的权力并施加新的限制，
让他的竞选承诺一一落空。如果民
意强烈到让议会和反对党感到压力，
而约翰逊又能很好地利用这种民意，
英国如期“脱欧”不是没有可能。

就在英国议会4日投票前数小时，
欧盟委员会发布了最新的“脱欧”应急
指导方案，再次敦促除英国外的欧盟
成员国及其国内利益攸关方做好英国

“无协议脱欧”准备，称“无协议脱欧”
虽难以接受但仍不能完全避免。

专家指出，在下月举行的欧盟峰
会上，如果欧盟在“脱欧”问题上依然
态度强硬，可能会在英国民众当中产
生反弹，而民意的变化将有利于约翰
逊推动如期“脱欧”。

如期“脱欧”恐落空 约翰逊能否绝处逢生

伊朗总统哈桑·鲁哈尼4日宣布，
解除所有对核项目研究开发的限制，
进一步中止履行伊朗核问题全面协
议部分条款。

伊朗方面作出上述决定不久以
前，美国政府对伊朗施加新一轮制
裁，针对一个与伊朗原油运输关联的
航运网络。

伊方解限制

鲁哈尼 4 日晚发表电视讲话，宣
布伊朗中止履行伊核协议的“第三
步”。

“伊朗原子能机构受命立即启动
研究开发领域所有所需活动，摒弃先
前所有关联研发的承诺。”

鲁哈尼说，伊朗从 6 日着手开发
离心机，用以加速铀浓缩。“6日起，我

们将见证加速研发多种类型的离心
机、新型离心机和铀浓缩所有所需

（项目）。”
根据伊核协议，伊朗仅能在两座

核电站拥有数量有限的第一代离心
机。

美国政府2018年退出伊核协议，
近期加强在海湾的军事部署。伊方
先后两次分批放弃执行协议部分条
款，即突破低丰度浓缩铀存量 300 公
斤和浓缩铀丰度3.67%的上限。

一名法国外交界人士说，就伊朗
方面与美国方面现有僵局，伊方解除
离心机研发限制的打算“于事无补”。

美方再加码

美国政府4日对伊朗采取新一轮
制裁。美国财政部把一个与伊朗原

油运输相关的航运网络列入黑名单。
制裁对象包括16个实体、10名个

人和11艘船只。
美国财政部指认这一航运网络

替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下属“圣城
旅”出售原油，今年春季原油销售额
超过5亿美元，多数销往叙利亚；叙利
亚总统巴沙尔·阿萨德和黎巴嫩真主
党受益。

美国伊朗事务特别代表布赖恩·
胡克4日告诉媒体记者：“我们今天施
加制裁，今后会有更多制裁。我们已
经说得足够明确，我们致力于极限施
压，不打算批准任何特例或豁免。”

美国退出伊核协议以后恢复并
增加对伊制裁，试图以极限施压方式
迫使伊方重新谈判，手段包括试图

“封杀”伊朗原油出口，把伊朗伊斯兰
革命卫队列为“恐怖组织”。

各自留余地

美伊 4 日相继出台强硬措施，但
都留有余地。鲁哈尼说，他认为伊方
与欧洲方面 4日或 5日不大可能就挽
救伊核协议达成一致，“欧洲方面还
有两个月时间履行承诺”。

法国外交部长让—伊夫·勒德里
昂 3 日确认，法国方面提议年底以前
向伊方提供信用贷款，以换取伊方恢
复履行核协议全部条款。信贷额度
据信是 150 亿美元，以伊朗的原油销
售收入为担保。

能否向伊朗提供信贷，关键看美
国政府是否批准。

美国伊朗事务特别代表胡克4日
没有批评信贷方案，说这项提议“不
具体”。

伊朗解除核项目研发限制

美国联邦调查员4日讯问加利福
尼亚州海域一艘失火游船的逃生船
员，以求确定这 5 人是被迫弃船逃生
还是失职。

刑事指控？

调查员4日着手调查加州游船失
火，讯问成功逃生的5人。

“概念号”游船2日凌晨在距离加
州南部海岸大约50公里的水域起火，大
火迅速吞噬船体。船长和4名船员在甲
板上睡觉，得以逃生；34人在甲板下客
舱内休息，几乎可以肯定无人幸存。

美联社报道，洛杉矶联邦检察官
办公室、加州圣巴巴拉县地区检察官
办公室介入调查。多方联合调查将
确认游船失火缘由以及得以逃生的
船长和船员是否面临刑事犯罪指控。

美国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成员
珍妮弗·霍门迪说，船长和4名船员中
除一人受伤无法接受检测，其余 4 人
酒精测试结果显示阴性。调查员正
在等待这4人的毒品测试结果。

由于不清楚船长发出求救信号
前“概念号”的状况，这 5 人弃船逃生
是当时的“唯一选择”还是失职仍需
确认。

依据美国联邦法律，由于行为不
当、疏忽致人死亡，船长或船员可能
面临最长10年监禁。船只所有者、租
赁者欺骗、疏忽、纵容或行为不当致
人死亡，同样会受到相应处罚。

检察官戈登·凯里认为，“概念
号”船长和船员应该尽全力灭火，但
不能以牺牲自己为代价。如果船长
或船只所有者知道乘客处于危险境
地、依然不计后果行事或玩忽职守，

可能面临指控。

原因难查

霍门迪4日向媒体记者通报调查
进展。除了讯问目击者、标记“概念
号”残骸，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派出另
一个工作组，检查出事游船企业运营
的另一艘类似船只。这家企业在调查
期间暂停运营所有潜水旅行服务。

霍门迪说，调查会“非常详尽、具
体、全面”，初步调查结果将在10天后
发布，完成最终报告可能需要一年至
一年半。

由于大火烧毁船体大部分、游船以
底朝上方式沉没在水下大约20米、其他
可以提供有价值线索的物品可能毁于
火灾或被海浪卷走，查找“概念号”游船
失火原因难度不小。海岸警卫队前巡

视员乔治·蔡特勒说：“所有这些（因素）
将是需要克服的巨大障碍。”

圣巴巴拉县治安官比尔·布朗
说，甲板上燃起的大火堵住游船的楼
梯和紧急逃生通道，不清楚大火是否
触发警报以及在甲板下客舱内休息
的人是否尝试逃离。

美联社报道，调查员期望还原
“概念号”游船 8 月 31 日从圣巴巴拉
县起航至 9月 2日凌晨船员逃生的时
间表；将检查游船布局，以确认客舱
是否拥挤、游船出口是否合适。他们
还将调阅游船的维护记录、从乘船潜
水客发布的照片和视频中寻找证据。

海岸警卫队记录显示，“概念号”
游船2014年和2016年发现火灾隐患，
但迅速消除；2018 年 2 月至 8 月的检
查没有发现隐患。

本版稿件均据新华社

美国失火游船船员接受讯问

日本一列快速列车 5 日
在神奈川县横滨市一处铁路
道口撞上一辆小型货车，旋
即脱轨，导致一人死亡、超过
30人受伤。

5 日上午 11 时 40 分，一
列快速列车在横滨市一处铁
道口撞上一辆小型货车，多
节车厢脱轨，小型货车起火。

根据警方当天下午发布
的更新消息，一名 67 岁男性
伤重不治，确认是货车驾驶
员；列车驾驶员和乘客 32 人
受轻伤。现场照片显示，小
型货车变形，起火并冒起黑
烟，所运载的水果蔬菜散落
地面。列车靠前的几节车厢
车窗玻璃严重破损，铁道两
侧架线支柱倾斜倒地。

一名在现场附近商店工
作的男子告诉共同社记者，
看到那辆货车驶入道口，当
时防止车辆驶入的栏杆已经
落下。另一名目击者驾车停
在事发道口前，告诉《朝日新
闻》，那辆货车在道口出不
来，随后遭列车撞击。

调 查 人 员 告 诉 媒 体 记
者，小型货车右转驶入铁道
口，没有拐过弯，继而遭到列
车撞击。神奈川县警方认定
货车驾驶员为过失方，以违
反驾驶法作调查。

脱轨线路是连接东京市
中心与神奈川县的主要线
路，日均客流量 32 万人次。
这家民营铁路运营商说，恢
复运营预期“将耗费相当长
时间”，力争 6 日晚高峰前恢
复正常。

京滨急行电铁公司一列
特快列车2012年9月25日遭
遇泥石流脱轨，50多人受伤；
1997 年 4 月发生类似事故，
19人受伤。

日本列车脱轨
致一死多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