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9月3日，2022年卡塔尔足球世
界杯会徽投影在多哈瓦吉夫老市场的
墙面上。 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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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伦敦9月3日电（记者梁希
之 顾震球）英国议会下院3日通过了一
项从保守党领导人、首相约翰逊手中夺取
议会议程控制权的动议。约翰逊随后警
告，如果议会通过延迟“脱欧”议案，他将
要求解散议会并提前举行大选。

英国议会下院以328票赞成、301票
反对的表决结果，通过从约翰逊手中夺
取议会议程控制权的动议。动议通过
后，议会下院4日将就“无协议脱欧”议
案进行辩论投票。如果议案通过，将迫
使保守党政府将“脱欧”推迟至2020年1
月31日，除非今年10月19日前议会投
票通过政府与欧盟达成的“脱欧”协议或

“无协议脱欧”。

表决结果公布后，约翰逊表示，动议
的通过将带来严重后果，议会处于破坏任
何“脱欧”协议的边缘。如果议会通过延
迟“脱欧”议案，提前举行大选将是唯一选
择，将由人民决定由谁代表英国前往布鲁
塞尔与欧盟谈判。

英国议会 3 日结束夏季休会后复
会。保守党下院议员奥利弗·莱特温当天
提交申请，要求立即就是否从约翰逊手中
夺取议会议程控制权进行投票。当晚的
表决结果显示，21名保守党议员加入反
对党阵营。

舆论认为，莱特温提交紧急申请，是
针对约翰逊蓄意延长议会休会一事。

约翰逊 8月 28日请求英国女王伊

丽莎白二世批准让议会自 9月第二周
某天起休会，直至10月 14日女王发表
演讲、开始议会新会期。这意味着议会
9月 3日复会不久就将休会至 10月 14
日。这一请求已获女王伊丽莎白二世
批准。

舆论批评约翰逊此举挤压议会议事
时间，为议员阻止政府“无协议脱欧”设置
障碍。

此前，英国议会下院曾三次否决时任
首相特雷莎·梅与欧盟达成的“脱欧”协
议，也曾投票明确反对“无协议脱欧”。约
翰逊出任首相后表示，不排除通过使议会
休会的方式，让议员们无力阻止英国于
10月31日“脱欧”。

在经贸摩擦和关税壁垒持续增强的
影响下，美国制造业衰退迹象愈加显著，
不仅引起美国各界强烈担忧，还为美国经
济前景再添衰退预警。

制造业现衰退迹象

美国供应管理学会3日发布的数据
显示，8月美国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
（PMI）跌至49.1，为2016年 1月以来最
低水平，大幅低于市场预期。PMI低于
50意味着制造业活动处于收缩状态。

今年上半年，美国制造业产出连续两
个季度下滑，已陷入“技术性衰退”。分析
人士普遍认为，美国制造业陷入衰退主要
是美方的错误经贸政策造成的。

美国供应管理学会制造业调查委员
会主席蒂莫西·菲奥尔表示，美国企业信
心显著下滑。美国企业对经贸摩擦加剧
的担忧上升，新出口订单大幅收缩，说明
贸易仍然是“最严重的问题”。

制造商“痛感”增强

近来美国挑起的经贸摩擦持续升级

已让美国经济承压，制造业PMI数据不及
预期更让美国经济前景雪上加霜。3日，纽
约股市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下跌1.08%，
反映制造业行情的个股也大多收跌。

菲奥尔称，关税问题仍是美国制造商
心头的沉重负担。上月，苹果公司首席执
行官蒂姆·库克向美国总统特朗普表达了
对新一轮关税的担忧。美国汽车制造商
联盟也表示加征关税损害美国消费者和
整个汽车行业。

彭博社首席美国经济学家卡尔·里卡
唐纳认为，焦虑正对美国企业信心造成

“重大损害”，而这与关税和日益紧张的贸
易关系密切相关。

美国学界和政界也为经贸摩擦给美国
制造业带来的“痛感”忧虑。俄勒冈大学经
济学家蒂姆·杜伊认为，美国供应管理学会
报告中的出口数据展现出的衰退迹象最为
明显。前白宫通讯联络办公室主任安东
尼·斯卡拉穆奇说，白宫承诺修复美国制造
业，但却用“愚蠢的贸易战”摧毁了它。

“自伤”型衰退渐成型

作为重要的经济“晴雨表”和先行经

济指标，美国制造业PMI下跌，令人越发
担忧美国第三季度经济前景。万神殿宏
观经济学研究公司首席经济学家伊恩·谢
泼德森警告，如果这种规模的下跌再持续
几个月，美国将面临完全不必要的“自伤”
型衰退。

国际咨询机构 IHS 马基特公司首
席商业经济学家克里斯·威廉姆森表
示，美国制造业 PMI 中的产出和订单
指数均处于 10年来最低水平，这表明
第三季度制造业很可能对经济产生重
大拖累。

美国亚特兰大联邦储备银行3日公
布的最新预测显示，第三季度美国经济增
速将进一步放缓至1.7%，消费开支增速
也将显著放缓，私人固定投资将出现萎
缩。美国官方日前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
美国第二季度经济增速为2%，大幅低于
一季度的3.1%。

美国保德信金融集团首席市场策
略师昆西·克罗斯比表示，制造业PMI
数据走低是将美国经济推向衰退的力
量之一。

新华社华盛顿9月3日电

据新华社惠灵顿9月4日电（记者
郭磊 卢怀谦）中国驻新西兰大使馆4日
确认，5名中国公民当天在新西兰罗托鲁
阿市交通事故中丧生，另有多人受伤。

根据大使馆提供的消息，4日11时
19分许，一辆载有24名中国游客的客车
在罗托鲁阿市发生侧翻，造成5人死亡、
多人受伤。

当地警方发布消息说，事发客车上共
有27人，目前确认5人死亡。

事发后，中国驻新西兰大使馆立即启
动应急机制，并要求新方采取有效措施，
全力救治伤员，尽快调查事故原因，协助
中方做好应急处置工作。使馆公布领事
保护电话：04-4995022（新西兰境外拨打
0064-4-4995022）。

新华社悉尼9月4日电（记者杨敬
忠）中澳美“科瓦里－2019”特种兵联演于
8月28日至9月4日在澳大利亚昆士兰州
凯恩斯举行。

此次联演是中澳美三国第六次组织
特种兵联演，中国空军空降兵部队派出特
战队员参加，与澳大利亚陆军、美国海军
陆战队队员混编为若干组，采取循环推进
方式，完成海上皮划艇、峡谷穿梭、激流筏
运、负重登山多个阶段联合演练，锤炼了
队员的身心素质、综合体能和团队协作意
识。参演队员以精湛的技术、顽强的意
志、不屈的精神得到了各方的高度赞誉。

这是中国空军空降兵部队首次派员
参加中澳美“科瓦里”特种兵联演，充分展
示了中国空军开放、自信、合作的形象。

据新华社华盛顿9月3日电（记者周
舟）欧洲航天局日前对一颗所属卫星采取
紧急变轨操作，避免了一场可能与一颗美
国卫星相撞的“太空交通事故”。被指责

“放任不为”的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3日
称，通信不畅导致其未采取行动。

欧航局3日发布声明说，大约一周前，
美空军数据显示，9月2日欧航局“风神”
气象卫星可能与“星链44”卫星发生碰
撞。欧航局太空碎片办公室8月28日联
络了“星链”团队，该团队在一天内回复说
没有计划采取行动。今年5月23日，太空
探索技术公司一次将60颗“星链”卫星送
入地球上空550千米处的近地轨道，此次
可能发生碰撞事故的“星链44”卫星就是
其中一颗。

欧航局指出，相撞的可能性达到万
分之一，是确定采取行动的临界值。9月
1日，碰撞可能性升高到约千分之一。9
月2日，欧航局根据早先的交流记录判定
美国卫星不会变轨，于是发出指令，使

“风神”卫星三次点火变轨，避免了事故
的发生。

太空探索技术公司3日在一份声明中
说，8月28日与欧航局联络时，碰撞风险
只有五万分之一，没必要采取行动；后来
美国空军提示碰撞风险超过万分之一，但
公司通信系统出现故障，导致技术人员没
有看到后续事态进展的邮件。

新西兰罗托鲁阿客车翻车事故

5名中国公民丧生

9 月 4 日，在新西兰罗托鲁阿市，
一名伤员在医院接受救治。新华社发

英国议会夺取议程控制权
约翰逊警告或将提前大选

美国“关税大棒”击伤本国制造业

中澳美举行
特种兵联演

据新华社洛杉矶9月3日电 美国加
利福尼亚州圣巴巴拉县官员3日表示，搜
救人员已从加州南部圣克鲁斯岛海域的
失火游船沉没现场寻回20具遇难者遗
体，目前仍有14人失踪。寻找幸存者的
救援行动已经停止。

美国加州游船失火事故

已确认20人死亡

美欧卫星险相撞

9月4日，中国队球员在比赛后。 新华社发

新华社北京9月4日电（记者林德
韧、汪涌）在4日进行的2019年篮球世界
杯A组最后一场较量中，中国男篮以59:
72不敌委内瑞拉队，以1胜2负的战绩排
名小组第三，无缘16强。

本场比赛，平均身高占优的中国男
篮在篮板球上被对手以49:28碾压，整
场比赛全队命中率仅有33.3%，三分线外
更是只有32投7中。

本场比赛可谓是中国队的生死战，
由于在小组赛第二场不敌波兰队，中国
队在本场比赛之前与委内瑞拉队同为一
胜一负，本场的胜者将晋级16强。

开场之后中国队手感冰冷，先后4名
队员在三分线外尝试出手，但仅有周琦
命中。面对全队第一高度仅有2米05的
对手，中国队并未对后场篮板进行有效
保护，首节篮板球就以6:14落后。委内
瑞拉队主力得分手古里恩特里突外投颇
为活跃，帮助球队不断拉开比分。在委

内瑞拉队控卫格里高利·巴尔加斯命中
一记中投后，委内瑞拉队将优势扩大到
14分。

第二节中国队先后派出孙铭徽和阿
不都沙拉木力图加强进攻。本节末段，
中国队外线终于打开，赵继伟连续命中
两个三分球。但对方外线手感依然火
热，中国队上半场以23:33落后10分。

下半场开场后，委内瑞拉队继续着在
中远投上的稳定表现，而中国队则终于找
到了进攻感觉，王哲林和赵继伟相继命
中，双方分差缩小至5分，重新燃起取胜
希望。不过委内瑞拉队的科梅纳雷斯关
键时刻连得5分，遏制了中国队的追分势
头，双方差距重新回到两位数。篮板球上
的劣势使中国队始终无法组织起连续攻
势，委内瑞拉队逐渐将优势扩大到15分。
第四节中国队开始更多尝试三分球，但无
奈命中率不佳，最终以13分之差败北。

赛后，中国队主教练李楠表示：“我

们的反应不够快，警惕性不够高，对方连
续起跳能力比较强，我们的外线在身材
上不太行，总体的身体对抗上不占优
势。我们赛前讲了很多，但做起来时好
时坏。”

本场比赛方硕拿到全队最高的13
分，赵继伟拿到12分，易建联拿到11分，
作为主要攻击手之一的郭艾伦7投0中，
仅靠罚球拿到1分。

委内瑞拉队的主力投手古里恩特拿
到全场最高的15分。

下一阶段中国队将进入17-32位排
位赛，比赛地点为广州，对手将分别是尼
日利亚队和韩国队。由于亚洲球队在本
届世界杯上整体战绩不佳，中国队依然
有以亚洲成绩最好球队的身份获得东京
奥运会参赛资格的可能性。

方硕赛后表示：“很遗憾输了，但我们
后面还有比赛要打，希望能够打好交叉
赛，争取能拿到我们能做到的最好成绩。”

中国男篮无缘篮球世界杯16强

据新华社佛山9月4日电 4日，
2019年国际篮联篮球世界杯小组赛
第一阶段D组完赛。安哥拉队同菲
律宾队的碰面异常精彩，双方73平打
进加时，安哥拉队最终84:81险胜。
另一场强强对话中，博格达诺维奇三
分球11投6中狂砍31分，塞尔维亚
队92:77大胜意大利队。

当晚进行的是塞尔维亚对意大
利队的比赛，佛山国际体育文化演艺
中心座无虚席。意大利队跳球成功
先攻，贝里内利造犯规罚球砍下全场
第一分，博格达诺维奇两记三分回
敬。首节双方节奏很快，第六分钟约
基奇替补登场。节末，明星球员展现
风采：约基奇内线多次华丽脚步强打
得手，贝里内利空中漂移射入三分。

塞尔维亚队28:23首节领先，第
二节上来又一波8:0打停对手。约基
奇2次篮下强打得手，外线博格达诺
维奇和约维奇三分持续输送，半场塞
尔维亚队50:42领先。易边后，意大
利队加里纳利外投里突独得11分打
停比赛，但塞尔维亚队拉杜利察篮下
持续强攻用罚球稳住比分，塞尔维亚
队70:57领先进入末节。

第四节前半段，意大利队开始急
躁，防守中加里纳利将拉杜利察从空
中拉倒坠地被判违体犯规。最后5分
钟约基奇登场，强硬地展现出世界顶
级中锋的串联和终结能力。最终，博
格达诺维奇和约基奇合砍46分，塞尔
维亚队92:77战胜意大利队，双方携
手晋级下一阶段比赛。

据新华社广州9月4日电 篮球
世界杯C组小组赛第三轮4日在广州
开打。波多黎各队再度上演逆转好
戏，在一度落后突尼斯队8分的情况
下，最后时刻凭借布朗尼的三分球以
67:64逆转突尼斯队，成为C组第二
支晋级16强的球队。

男篮世界杯

塞尔维亚胜意大利
锁定小组头名

波多黎各队绝杀
跻身16强

新华社多哈9月3日电（记者杨元
勇）国际足联和卡塔尔3日晚间在卡塔
尔首都多哈发布了2022年世界杯足球
赛会徽。

2022年世界杯会徽远看类似一个白
色奖杯，又似一个英文“无穷大”符号和阿
拉伯数字中的“8”，上边还装饰有勃艮第
颜色的图案。会徽的顶部有两个点，两点
之间是一个足球图形，会徽底部是装饰图
案。会徽下边印有英语“FIFA World
Cup Qatar 2022（国际足联2022年卡塔
尔世界杯）”的字样。

根据卡塔尔最高项目和遗产委员会
的描述，这个三维形式的会徽以旋转式的
姿态展示出来，象征着地球和足球的球
形。“无穷大”符号表示世界杯将成为卡塔
尔和该地区可保留的永久遗产，而数字

“8”则代表卡塔尔举办世界杯的体育场馆
数量。会徽好似披上了一个海湾国家居
民冬季习惯佩戴的披肩，象征着2022年
世界杯赛事将在冬季举行。

这个委员会透露，刚刚公布的2022
年世界杯会徽，将在卡塔尔和世界23个
国家和地区的地标建筑立面上展示，同
时也会在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巨型屏幕上
展示。

卡塔尔世界杯将于2022年11月21
日至12月18日举行。到目前为止，卡塔
尔已经完成了75%的世界杯建设项目。

国际足联发布
2022年世界杯会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