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16 日报
道，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副委员长金英
哲定于17日抵达美国首都华盛顿，预期与
美国国务卿迈克·蓬佩奥会商朝美领导人
第二次会晤事宜。

朝美筹备会晤朝美筹备会晤

以两名熟悉美朝高级别会晤筹备事宜
的人士为消息源，CNN 报道，金英哲定于
美国东部时间17日抵达华盛顿，在美国逗
留两天，其间将会晤蓬佩奥，商讨朝鲜最高
领导人金正恩和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
第二次会晤的方案细节。

朝美领导人去年6月在新加坡首次会
晤。双方虽然都展望第二次会晤，但迄今
没有确定日程。

这将是金英哲第二次访问美国。特朗
普去年5月下旬公开致信金正恩，告知取消
原定 6 月 12 日的新加坡会晤，给美朝互动

投下阴影。金英哲6月1日访美，获特朗普
在白宫接见并转交金正恩信件。那场会面
令新加坡会晤重回正轨，国际媒体用“大逆
转”描述特朗普的转变。

暂时不清楚金英哲本周访美是否将与
特朗普见面。

白宫没有确认任何美朝会晤消息。一
名发言人说：“正如总统所言，许多积极事
情正在发生。他和金正恩已经建立良好关
系，美朝对话继续。”

金英哲原定去年11月与蓬佩奥在纽约
会晤，商讨推动筹备朝美领导人再次会
晤。朝方临时以日程繁忙为由推迟。双方
随后没有确定新的会晤日期。

韩方给予厚望韩方给予厚望

特朗普去年 11 月底说，希望 2019 年 1
月或2月与金正恩再次见面。一些国际媒
体近期报道，美朝领导人有望 2 月或 3 月

“再会”，地点可能是越南或者泰国。
去年下半年，朝韩多领域合作取得进

展，但朝美无核化谈判处于停滞状态。
韩国国防部长官郑景斗16日在韩国首

都首尔举行的一场国际安全论坛上说：“一
旦朝美领导人第二次会晤实现，将为朝鲜
半岛和平繁荣提供新动力。”

他预期，取决于和平努力的结果，2019
年机遇和挑战并存。

韩国外交部长官康京和16日在新年记
者会上说，两个南北关键合作项目，即开城
工业园区和金刚山旅游项目能否重新启
动，取决于朝美磋商结果。“我方政府现在
不考虑重新启动开城工业园区和金刚山
（旅游项目）。我认为最终结果将产生于朝
美谈判桌。”

她预期，如果朝美领导人第二次会晤
和金正恩访问韩国得以促成，无核化、韩朝
关系有望取得大进展。 新华社特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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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议会下院16日投票否决针对政府
的不信任动议，首相特雷莎·梅当天晚间呼
吁各党派议员放弃私利，一同打破英国脱
离欧洲联盟协议面临的僵局。

涉险过关

英国议会下院16日投票表决，以325票
反对、306票赞成的结果否决由反对党工党
领导人杰里米·科尔宾发起针对政府的不
信任动议。这距离议会下院否决政府与欧
盟达成的“脱欧”协议仅24小时。

表决结果发布后，特雷莎·梅所属保守
党的议员们发出欢呼声，首相本人面露微
笑。她告诉议会下院，她认为议会有义务
探寻解决方案，实现2016年公民投票所决
定的“脱欧”。

英国定于3月29日正式“脱欧”。路透
社报道，“脱欧”进入倒计时之际，英国陷入
近半个世纪以来最严重的政治危机。议员
们就“脱欧”协议争论不休，可能导致英国

“无协议脱欧”、推迟“脱欧”或举行二次公投。
特雷莎·梅16日晚间在唐宁街10号首

相官邸外发表讲话，呼吁各党派议员放弃
私利，一同打破“脱欧”协议面临的僵局。

她说：“现在，议员们已清楚表明他们
不想要什么。我们必须一起建设性地工
作，弄清楚议会想要的是什么。因此，我邀
请各党派议员团结起来，寻找出路。现在
是放弃个人利益的时候。”

邀请单聊

特雷莎·梅16日改变先前态度，同意邀
请各政党领导人就“脱欧”协议“单聊”。苏

格兰民族党党鞭伊恩·布莱克福德当天晚
间与特雷莎·梅会面，自由民主党领导人文
斯·凯布尔接受邀请。

布莱克福德会面后致信特雷莎·梅，敦
促后者“展现真正诚意”。他写道，苏格兰
民族党可以参加跨党派讨论，前提是特雷
莎·梅保证讨论内容以延长《里斯本条约》
第50条所设期限、就“脱欧”作二次公投选
项和排除“无协议脱欧”为依据。

最大反对党工党领导人科尔宾拒绝特
雷莎·梅的邀约，坚决要求后者先排除“无
协议脱欧”的可能性。工党方面同时希望
英国永久留在欧盟关税同盟，以更好保护

工人和消费者。
保守党的政治盟友、北爱尔兰民主统

一党强调，在16日不信任表决中，如果没有
这一政党10名议员投下反对票，特雷莎·梅
政府无法挺过这一关。这一党派呼吁重点
解决他们对“备份安排”的担忧。

保守党在议会下院单独掌握的议席不
到半数，依赖与北爱尔兰民主统一党的联
盟勉强维持微弱多数。

特雷莎·梅的发言人回应，不会排除
“无协议脱欧”，关税同盟不在讨论范围
内。一些批评者认为，这意味着特雷莎·梅
无意就“红线”作出让步。 新华社特稿

新华社伦敦1月17日电（记者杨晓静）
漫漫“脱欧”路让英国经济“如芒在背”，很
多市场开启了打折模式，房地产便是其中
之一。资产降价加上英镑贬值，令英国房
产成为国际买家眼中的“金矿”。

“‘脱欧’公投之后尤其是受印花税政
策调整的影响，伦敦市中心150万英镑（1英
镑约合8.7元人民币）以上豪宅均价出现下
滑，最大降幅超过10%，”长期跟踪研究英国
房产的《英国房产投资指南》总编辑范慧勇
说，“如果加上英镑对国际其他主要货币最
低时约15%的贬值等因素，相当于伦敦豪宅
对海外投资者有20%以上的折扣。”

英国启动“脱欧”程序后，为避免房地
产市场迅速滑坡，财政部在2017年11月宣
布，取消首次购房者购买30万英镑以下房
产的印花税。财政部表示，这将使80%的首
次购房者免交印花税。

英国房地产贷款公司Octane Capital首
席执行官乔纳森·塞缪尔斯（Jonathan Sam-
uels）也表示，自英国“脱欧”公投以来，英镑
对美元汇率大幅下跌，使英国成为“外国投

资者寻求超值投资的金矿”。
英国全国建房互助会本月月初发布的

数据显示，2018年12月英国房价比2017年
12月上涨0.5%，相比11月1.9%的同比涨幅
大幅放缓，是自2013年2月以来的最低房价
同比涨幅。其中伦敦房价同比下跌了0.8%。

另据英国房产门户网站“正确举动”
（Rightmove）的报告，2018年11月和12月，
伦敦新入市房产报价环比累计下跌 3.2%，
是自2012年以来连续两个月的最大跌幅。

然而，低价促销难掩英国房地产颓
势。2016年6月“脱欧”公投后，英国房产交
易出现“无价无市”状态，市场已从卖方市
场转为买方市场。即使是国际投资者最为
集中的新房市场，过去两年虽然看起来“更
加活跃”，但也分化严重。

“有潜力的优质项目或黄金地段有明
显的‘国际保险箱’功能的项目，销售异常
火爆；但地段不太好或有明显瑕疵的项目，
则无人问津，出现严重滞销或开发商大幅
折扣等情况。”范慧勇说。

自2016年4月1日起，英国对额外住房

购买者（二套房及用于出租的住房）加征3%
的印花土地税，但这并未阻止高端住房市场
的投资者。有数据显示，2017年，伦敦18%
的新建住宅被海外投资者购买，其中约61%
来自新加坡、马来西亚和中国等亚洲国家。

2018年10月，英国首相特雷莎·梅称，
将在现有印花税基础上对海外投资者额外
征收1%-3%的印花税，以确保英国房地产
市场的稳定，并增加财政收入。此后政府
又确认，该税率定为1%，将于2019年1月发
布文件征询意见。

目前该政策文件尚未发布。该举措宣
布后遭到了不少市场人士的反对，理由是

“脱欧”后英国应更加开放，不应对外国人
有歧视性政策。

进入2019 年，“脱欧”不确定性继续笼
罩英国房地产市场。但由于英国住房刚需
强劲，再加上抵押贷款利率保持低位、就业
率创新高等因素支撑，多数机构预测，今年
英国房价将保持平稳或小幅下跌，即便出
现“无协议脱欧”，房市可能会在短期震荡，
但不大会出现崩盘。

“脱欧”折扣下英国房产成海外投资金矿

俄罗斯外交部长谢尔盖·拉夫罗夫16日召开新年记
者会，批评日本方面要求俄方归还南千岛群岛违反联合
国宪章，呼吁日方承认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果，即南千岛群
岛主权归俄罗斯所有。

提醒“义务”
拉夫罗夫在记者会上接受日本共同社记者提问，对

日方使用“北方领土”称呼南千岛群岛表达不满。他说，
苏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对日作战中占领并控制国后
岛、择捉岛、色丹岛和齿舞诸岛，符合联合国宪章；日方要
求返还岛屿“明显违反联合国宪章规定的义务”。

俄日双方同意加快缔结和平条约的谈判进程，领土
争端是两国迄今没有签订和平条约的主要障碍。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定于22日访俄并会晤俄总统弗拉
基米尔·普京。共同社解读，这是俄方在两国领导人会晤
前就和平条约谈判再次牵制日本。拉夫罗夫14日会见日
本外务大臣河野太郎，强调“南千岛群岛是俄罗斯领土，
没有讨论主权归属的余地”。

16日记者会上，拉夫罗夫否认俄方就和平条约谈判向
日方下最后通牒，说：“这些不是（缔约谈判的）前提条件，只
是我们尝试理解日本的一种努力。理解日本为什么是世界
上唯一不说‘我完全接受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果’的国家。”

提示“界限”
拉夫罗夫说，日本追随美欧等国制裁俄罗斯，“距离（成

为俄方）伙伴还差得远”，提醒日方不要加入反俄阵营。
他提及日本即将主办2019年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峰会，

说日方应为与会各国达成一致而努力，需要与对俄态度强
硬的美、英等七国集团其他成员国的外交政策划清界限。

安倍期待就缔结日俄和平条约、解决领土争端早日
取得突破。

俄罗斯报纸《论据与事实》16日刊发对俄克里姆林宫
发言人德米特里·佩斯科夫的采访。佩斯科夫说，俄日不
签订和平条约“阻碍两国关系发展，缔约有必要”。但他
重申，普京与安倍去年商定，“摸索让两国民众满意的解
决对策”并且必须“不能侵害我国（争议岛屿上）居民的利
益”。 新华社特稿

叙利亚北部重镇曼比季16日发生爆炸，两名美军士
兵和受雇美军的两名美国人死亡。极端组织“伊斯兰国”
宣称发动这次袭击。

曼比季位于幼发拉底河以西，美军在那里有一处军
事设施。一名目击者说，袭击发生在当地一家餐厅，美方
人员当时正与美国支持的武装组织成员会面。美军中央
司令部发表声明，作出类似描述。

另一名目击者说：“餐厅附近发出爆炸声，目标是美
国人。曼比季军事委员会一些武装人员与他们在一起。”

曼比季军事委员会是地方自治机构，受叙利亚库尔
德武装“人民保护部队”支持。“人民保护部队”是美军在
叙利亚的主要扶持对象，在打击“伊斯兰国”军事行动中
发挥关键作用。

设在英国伦敦的“叙利亚人权观察组织”说，爆炸造
成19人死亡，包括4名美国人。美国国防部说，上述4名
美国人包括两名军人、1名国防部平民雇员和1名为美军
工作的承包商雇员，另有3名美国人受伤。

按曼比季军事委员会的说法，死者包括妇女和儿童。
路透社报道，这起爆炸是美军2015年向叙利亚派遣

地面部队以来，造成美军伤亡最惨重的袭击之一。
极端组织“伊斯兰国”宣称发动这次袭击。这一组织

发表声明说，一名叙利亚人在曼比季引爆自杀式炸弹背
心。

数周前，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声称完成在叙利亚
打击“伊斯兰国”的任务，继而宣布准备撤回所有驻叙美
军部队。不清楚这次袭击将对特朗普的撤军计划产生何
种影响。

爆炸发生后数小时，美国副总统迈克·彭斯发表讲话
说，“伊斯兰国”已遭彻底击败。当天，美国驻外机构184
名负责人在首都华盛顿召开年度会议，讨论外交策略。
彭斯在讲话中没有提及发生在曼比季的袭击。

当天晚些时候，彭斯再次发表讲话，说他和特朗普谴
责这起事件。他重申特朗普的撤军计划，誓言美国不会
允许“伊斯兰国”死灰复燃。

土耳其总统雷杰普·塔伊普·埃尔多安说，他认为这
起爆炸事件不会影响美国撤军计划，因为他看到特朗普
推进这一计划的“决心”。 新华社特稿

11月月1616日日，，在英国伦敦首相府外在英国伦敦首相府外，，英国首相特雷莎英国首相特雷莎··梅在梅在
议会下院否决对政府的不信任动议后发表讲话议会下院否决对政府的不信任动议后发表讲话。。新华社新华社//路透路透

特雷莎·梅挺过议会不信任表决
俄外长就争议领土“敲打”日本

4名美国人在叙身亡

伊斯兰国认“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