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名流浪汉从法国巴黎夏
尔·戴高乐国际机场一个没有锁
门的房间盗走两个手提箱，内含
大量现金，总额30万欧元（约合
234万元人民币）。

英国广播公司13日报道，警
方发言人说，涉事流浪汉以前经
常在戴高乐机场附近留宿。机场
所在地博比尼市一家法院的发

言人说，现金失主是卢米斯现金
管理公司设在机场2F航站楼内
的办公室，房间当时没有上锁。

一名参与调查的知情人告
诉法国《巴黎人报》：“这真的太幸
运了。各种机缘巧合下，这名流浪
汉送给自己一份圣诞大礼。”

警方尚未查出流浪汉的下
落。 ■均据新华社

英国首相特雷莎·梅14日前
往欧洲联盟总部所在地布鲁塞
尔参加欧盟峰会，就英国“脱欧”
事宜发表讲话。她告诉欧盟各国
领导人，虽然“脱欧”法案在英国
议会遇阻， 她仍掌控主导权，将
继续有序推进“脱欧”。

特雷莎·梅前往布鲁塞尔的
前一天，刚在国内遭遇党内“拆
台”。 保守党12名议员13日联合
反对党通过一项议案，要求英国
政府与欧盟谈判达成的最终“脱
欧”协议在签订前需经议会表决
通过。

英国广播公司说，这是政府

“脱欧” 议程在议会中遭遇的第
一场真正“失败”。

这一事件也让欧盟心生疑
问。一方面，欧盟质疑特雷莎·梅
政府是否仍然掌控英国“脱欧”
的政策主导权。另一方面，欧盟
一些国家领导人认为英国可能
因此撤回“脱欧”决定。

面对质疑， 特雷莎·梅14日
亲赴欧盟峰会发表讲话，称英国
“脱欧” 主导权仍掌握在自己手
中。按她的说法，虽然她对“脱
欧”法案在国内议会遇阻感到失
望，但英国政府仍将按计划实现
“脱欧”。

美公布首起无人机
撞飞机事件调查结果

“黑鹰”直升机驾
驶员来不及躲避

美国全国运输安
全委员会14日公布一
份报告说，9月发生在
纽约市的一起无人机
与直升机空中相撞事
件中，无人机飞行操控
者存在过失。

报告说， 这名业余
的无人机飞行操控者
当时并不知晓美国联
邦航空管理局已临时
禁止无人机在纽约飞
行，并且让无人机飞出
了视线范围。

9月21日， 一架民
用无人机在空中与一架
美陆军“黑鹰”直升机在
纽约附近相撞， 这是美
国确认的首起无人机撞
飞机事件。

报告指出，无人机
当时飞离操控者约4公
里，“黑鹰”直升机驾驶
员看到无人机并试图
躲避， 但为时已晚。直
升机受到轻微损害，而
与之相撞的无人机彻
底损毁。

按照联邦航空管理
局规定， 美国空域中的
“路权”优先给有人驾驶
飞行器， 无人机目前级
别最低。

北美地区首起无人
机撞客机事件发生在
加拿大魁北克市 。10
月，一架无人机撞上了
一架降落途中的双引
擎小型客机。所幸当时
客机安全降落，机身只
有轻微损伤， 机上6名
乘客和2名机组成员无
人受伤。

■据新华社

中国常驻世界贸易组织代
表张向晨日前在世贸组织上诉
机构举行的会议上，敦促欧盟和
其他成员兑现承诺， 停止对华
“替代国”做法，遵守世贸规则。

中国驻世贸组织代表团14
日对记者表示，世贸组织专家组
6日就中国诉欧盟反倾销“替代
国”做法一案举行首次听证会，张
向晨代表中方进行了口头陈述。

张向晨指出，《中国加入世
贸组织议定书》（简称《议定书》）
是世贸组织成员共同签署的条
约，中方在加入世贸组织后信守
承诺，同意其他成员在15年过渡
期里使用“替代国”做法，中国也
为此付出了沉重代价。 现在，欧
盟和其他成员也必须信守条约，
兑现承诺，在过渡期结束后停止
“替代国”做法，遵守世贸规则。

作为中国“入世”谈判代表

团中的一员，张向晨见证了中国
从1986年正式提出“复关”申请
到2001年成功加入世贸组织的
艰难历程。他表示，在谈判中，中
方接受了数项与一般世贸组织
成员权利义务有所区别的条款，
其中包括在15年过渡期内，使用
“替代国” 标准而非本国标准计
算倾销幅度的方法。根据欧盟委
员会的测算，使用“标准”方法计
算的反倾销税率比使用“替代
国”方法计算的反倾销税率平均
低30%。2001年至2016年间，世
贸组织成员对中国出口产品发
起的反倾销调查超过1000起，数
量超过第二大目标国的三倍。在
很多反倾销案中，歧视性的高额
反倾销税导致中国企业停业破
产，数以万计的工人被迫下岗，
对中国出口产业和工薪家庭造
成了严重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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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秘

美国五角大楼发言人埃里
克·帕洪15日说，两架美军战斗
机前一天在叙利亚上空拦截两
架“越界”巡逻的俄罗斯战斗机，
一度以发射信号弹方式警告对
方。俄罗斯国防部驳斥这一说法，
指认美方妨碍俄军战机护送运输
人道主义物资的车队。

美国媒体此前报道称，随
着叙利亚IS（伊斯兰国）武装占
领区面积越来越小， 美俄空军
越来越多地发生空中接触。美
军在叙利亚部署的F-22战斗
机部队指挥官透露， 他们与俄
罗斯的空中对峙每天都要发生
好几次， 而且这些对峙的激烈
程度越来越高，已经到了“刀锋
边缘”的程度。

“越界”之争：
5机对峙40分钟

按照帕洪的说法， 美军两
架F-22型“猛禽”式战机在幼
发拉底河以东地区巡逻时，遭
遇俄军两架苏-25型战机。其中
一架苏-25战机甚至“极度逼
近”一架“猛禽”，迫使美方飞行
员“猛地操纵战机”，避免空中
相撞。随后，一架苏-35型战机
加入“对峙”，掩护队友。

他说， 这场持续约40分钟
的对峙中，一架美军战机发射信
号弹警告俄军战机， 以美国为首
的多国联军多次动用紧急电话联

络俄方官员。
帕洪认为，按照美俄11月

初达成的协议， 在叙利亚，多
国联军和俄军的空中巡逻范
围分别是幼发拉底河以东和
以西地区上空。那几架俄战机
已经“越界”。

俄国防部澄清：
受到美机干扰

俄国防部当天晚些时候发
表声明，澄清俄方两架苏-25战
机当时正在幼发拉底河西岸地
区护送运输人道主义物资的车
队，却受到一架F-22战机干扰，
对方甚至发射信号弹干扰飞
行。因此，一架在高空执行掩护
任务的苏-35战机从F-22战机
后方快速抵近，驱使它离开。

近一段时期，叙利亚政府军
在俄空天部队支持下收复全国大
部分领土， 叙境内针对“伊斯兰
国”的战事接近尾声，各方焦点逐
渐转向推动叙利亚和平进程。

本月7日， 俄罗斯国防部发
布公告， 称俄军在叙的反恐任务
已经完成。俄总统弗拉基米尔·普
京11日突访俄驻叙空军基地，宣
布俄军开始撤离叙利亚。

美国方面， 帕洪5日说，为
“支持盟友”和“防止恐怖组织
回归”，美军不会设定撤离时间
表， 而会依据叙利亚实际状况
调整部署。

苏-35

11月19日，美国《航空周刊》
杂志报道称，美国空军第95远征
战斗机中队指挥官“公牛”（称
号）中校说，他的飞行员们发现
俄罗斯飞机在叙利亚上空采取
的出人意料、具有潜在威胁性的
行动正在越来越频繁。飞行员们
在过去几个星期内频繁对俄机
近距离喊话，因为他们接近到了
使用武器攻击地面联军部队的
距离之内。

俄罗斯战斗机———主要是苏
-30、苏-35、苏-27，有时候还有苏
-17———目前还没有采取攻击美
军或联军的行动， 但它们通过靠
近地面部队来进行威胁，“公牛”
说， 俄罗斯战斗机通常每次会在
地面部队头顶盘旋20-30分钟。

对于“公牛”和他的飞行员
们来说，很难分辨俄罗斯飞机究
竟是在有意试探美军的反应，或

者仅仅是犯了错误。但随着地面
部队正把IS武装挤压到越来越
小的地盘内，双方的“令人不舒
服” 的事件正在越来越频繁，他
说。

“我们不得不运用自己的判
断力，究竟他们靠近是要发起攻
击？还是仅仅是在盲目的飞行？”
他说，“你不知道他们究竟是在
试探我们， 看看我们怎么反应，
还是完全无意。于是每天我们都
要向他们喊话。”

随着空域日益狭窄，应付这
些事件变得更加复杂。“公牛”
说，F-22经常要靠近俄机到视距
之内，因为繁忙的空域让识别空
中的飞机越来越困难。“公牛”
说，尤其是在夜间，这更加困难，
因为“猛禽”上没有F-35或者一
些第四代战斗机吊舱上的那种
光电/红外系统。 ■综合新华社

逼近，避让，喊话，对峙……
美俄军机频繁“亲密”接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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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谁越界？ 美俄战机在叙利亚上演惊险对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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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首相告诉欧盟：“脱欧”仍是我说了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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