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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首相下月辞去保守党领导人职务
分析人士认为特雷莎·梅承诺辞职仍难打破“脱欧”
僵局

新华社电 英国首相特雷莎·梅 24
日说，她将于 6 月 7 日辞去保守党领导人
一职，但将留任首相至保守党新领导人
产生。
特雷莎·梅当日在首相府外发表声明
时说，对未能带领英国实现
“脱欧”深感遗
憾，由一位新首相带领英国继续
“脱欧”进
程“最符合英国的利益”。她在讲话时一

度流泪，称能为自己热爱的国家服务是自
己的荣幸。
特雷莎·梅当天会见了保守党议员团
体“1922 委 员 会 ”主 席 格 雷 厄 姆·布 雷
迪。
“1922 委员会”由议会下院保守党普
通议员组成，在决定首相人选方面发挥重
要作用。
英国此前与欧盟达成的“脱欧”协议

已 3 次遭英国议会下院投票否决。为推
动该协议获通过，特雷莎·梅曾承诺，只要
“脱欧”协议能获英国议会下院批准，她愿
意提前卸任。
根据规定，首相卸任后将由执政党内
选举产生的新领导人接替。新首相人选
需经女王批准，任期至下次大选。保守党
已确认，
其新领导人选举程序将于 6 月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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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正式启动。
英国舆论认为下届首相职位的有力
竞争者包括英国前外交大臣、
“脱欧派”领
军人物鲍里斯·约翰逊、前“脱欧”事务大
臣多米尼克·拉布、内阁办公厅大臣利丁
顿以及环境、食品与农村事务大臣迈克
尔·戈夫等。
分析人士认为，虽然特雷莎·梅承诺

辞职，但仍难打破
“脱欧”僵局。新首相领
导的政府采取何种政策仍将影响英国
“脱
欧”进程。英国原定 3 月 29 日正式“脱
欧”，但由于“脱欧”协议连续遭议会下院
否决，
“ 脱欧”进程陷入停滞。目前，英国
“脱欧”
期限已延长至 10 月 31 日。
特雷莎·梅于 2016 年 7 月接替辞职
的卡梅伦就任英国首相。

四问
“梅姨”
辞职

为何被要求辞职？

认为导致了人们的不耐烦，几乎到了蔑视
整个政治阶层的地步。
”

2016 年 7 月从前任卡梅伦那里接手
内阁后，特雷莎·梅代表英国政府与欧盟
谈了很久。
2018 年 7 月，特雷莎·梅召集内阁成
员在首相乡村官邸契克斯别墅会商后制
定一份
“脱欧”
蓝图，
获称
“契克斯计划”
。
“契克斯计划”提议英国“脱欧”后在
境内设立
“货物自由贸易区”，保留与欧盟
一致的贸易规则和产品标准，以确保英国
与欧盟国家之间包括农产品在内的货物
自由流通，同时避免英国北爱尔兰地区与
欧盟成员国爱尔兰之间出现“硬边界”。
方案同时提议，服务业遵循英方制定的监
管法规，意味着服务业进入欧盟市场不再
适用关税同盟和单一市场成员待遇；英国
可以与其他国家自主签订贸易协定；中止
欧洲法院对英国事务的司法管辖权；移民
管控等涉外事务不再受欧盟约束。
2018 年 11 月，
“脱欧”
协议终于达成，
期望此举能让英国平稳过渡的特雷莎·梅
没有想到的是，她最终是败在
“自己人”即
英国议会这一边。
此后大家便目睹了 2019 年以来，梅
的协议 3 次遭英国议院下院否决。
在梅争取议会支持其“脱欧”协议的
同时，
要求其辞职的声音也
“愈演愈烈”
。
事实上，进入 5 月，梅在党内面临的
辞职压力与日俱增。她的发言人 5 月 8 日
说，特雷莎·梅会信守承诺，完成“脱欧”
“第一阶段”任务后卸任。几天后，特雷
莎·梅 5 月 16 日说，她将在 6 月初公布辞
去首相一职的具体时间。英国舆论认为，
特雷莎·梅这一表态标志着英国首相职位
争夺战正式打响。
得不到党内支持，
她的
“脱欧”
协议也遭
到了反对党的抵制。5月17日，
英国执政党
保守党与反对党工党围绕
“脱欧”
协议的谈
判结束，双方在该问题上未能取得任何进

谁是继任者？

展。工党领导人科尔宾当天致信特雷莎·梅
说，谈判手段
“已经穷尽”，两党未能就
“脱
欧”
协议达成任何妥协。科尔宾将谈判无果
而终归咎于
“越来越羸弱不稳的政府”
。

为什么是此时？
然而，
梅最终公布辞职的时间提前了。
英国《每日电讯报》5 月 23 日文章指
出，在外交大臣杰里米·亨特撤回对特雷
莎·梅提出的“脱欧”法案的支持之后，梅
24 日必须最终面对自己的命运。
据新华社报道，路透社和法新社分析
称，新方案所提二次公投和关税同盟设想
与特雷莎·梅先前立场不同，所提劳工权
益和环保主张都向工党立场倾斜。她希

望借此赢得工党议员支持，以对抗保守党
内部
“叛乱”
。
这一法案遭到了其他内阁大臣的反
对。值得一提的是，这项法案还引起了一
位重磅人士的辞职。据报道，英国议会下
院领袖利德索姆 22 日晚辞职，理由是《退
出协议法案》没有兑现 2016 年全体公民
投票结果，
即英国退出欧盟。
北京青年报记者注意到，
《每日电讯
报》23 日文章道出了梅此时辞职的原因，
称：
“ 梅被迫放弃了在周五公布该法案的
计划，并将其从议会日程中删除。由于她
将自己离职的时间表与对该法案的投票
挂钩，
因此她没有理由留下。
”
英国媒体此前在分析特雷莎·梅陷入
困境的原因时称，由于
“脱欧”协议遭到强

烈反对，她的权威已支离破碎，内阁对她
的
“脱欧”
协议表示反对。

为何成了今天这个局面？
《每日电讯报》23 日报道写道，
梅的领
导能力被质疑是因为最近她关于
“脱欧”
协
议的做法（即推行《退出协议法案》
），她让
议员投票决定是否举行第二次全民公投以
及对一个与关税同盟相关的举措投票，这
都是保守党欧洲怀疑论者无法接受的。
内政大臣贾维德还与首相就该计划
进行了
“坦率的讨论”，明确表示他不认为
政府应该为第二次公投
“铺路”
。
据报道，梅的同僚达米安·格林此前
表示：
“政府未能达成脱欧协议的事实，我

随着保守党党魁之争即将开始，该党
的多数支持者似乎已经认定，前外交大臣
约翰逊是恢复他们低迷支持率、解决英国
“脱欧”
混乱局面的最佳人选。
据《每日邮报》最新报道，
共有 36%的
保守派人士表示，约翰逊应该成为下一任
首相，内政大臣贾维德以 9%的支持率遥
遥领先、位居第二，环境大臣迈克尔·戈夫
以 7%的支持率紧随其后，外交大臣杰里
米·亨特以 5%的支持率紧随其后。排名
最高的女性候选人是利德索姆，她于周三
辞去了内阁职务；另一位是退欧派成员、
前电视节目主持人埃丝特·麦克维。
鲍里斯·约翰逊这位 54 岁的前英国
外交大臣于去年 7 月辞职，自那以后一直
在默默地为党魁位置竞选。上周，他终于
公开宣布参选。作为一名越来越强硬的
“脱欧”派人士，他表示：
“我们不应该害怕
在没有达成协议的情况下离开。”据英国
媒体报道，他在保守党党内的忠实支持者
中非常受欢迎。
《每日电讯报》早前文章写道，让鲍里
斯·约翰逊担任保守党领袖从来都不是一
件难事。事实证明，他曾两次当选伦敦市
长。在一个选民寻求打破常规的政治家
的时代，他是最佳候选人。事实上，他可
能是唯一能够做到这一点的候选人。但
也有不喜欢他的人，称他是一个作秀的
人，三年前他最后一次竞选总理时就暴露
了这一点，他缺乏在如此高水平运行中所
需的组织能力，这也是他作为外交部长让
人感到失望的原因。
文/本报记者 赵萌 董鑫
统筹/徐锋
供图/视觉中国

北京首份
“继续执行责任保险”
诞生
遇有案外人提出异议 只需保险担保即可继续强制执行
本报讯（记者 朱健勇 通讯员 王晓
丹 李森）遇上案外人提出异议，只需保
险担保，强制执行就可无需中止、继续进
行。5 月 24 日，北京青年报记者从海淀法
院举办的司法领域责任险签约仪式上获
悉，北京市首份
“继续执行责任保险”保单
诞生。
近年来，全国法院
“解决执行难”取得
了显著进展。但部分被执行人鼓动案外
人提出执行异议，拖延执行程序、企图逃
避责任的现象时有发生。根据法律规定，
在案外人提出异议后，法院应当暂缓或中
止执行；申请执行人请求继续执行的，需
要提供充分、有效的担保。如果任由被执
行人滥用异议制度的现象蔓延，无疑会为
申请执行人实现法律权利增添沉重的经

李先生成为首位投保
“继续执行责任保险”
的申请执行人

核载 5 人实载 29 人

贵州贞丰农户自用船侧翻

涉事船主被警方控制 启动调查
5 月 23 日 18 时 30 分左右，黔西南州
贞丰县鲁容乡板绕村北盘江流域坝油段
一只农户生产生活自用船发生侧翻。经
初步核查，失事船核载 5 人，且没有营运
资质，平时主要用于捕鱼，事发时船上载
有 29 人。截至 24 日 18 时许，
该事故已造
成 10 人死亡，16 人经救援生还，
仍有 3 人
失联。目前，搜救、医疗救治、调查、善后
等工作仍在进行中。
5 月 23 日 18 时 30 分左右，黔西南州
贞丰县鲁容乡板绕村北盘江流域坝油段
一只农户生产生活自用船发生侧翻。经
初步核查，失事船事发时载有 29 人，包括
船主在内。经过消防部门和各方救援力
量的搜救，截至 24 日 18 时，已有 11 人获
救生还，当地经过沿岸搜索、逐户走访核
实发现，另有 5 人生还并自行回家，仍有 3
人失联。涉事船主被救起后，已被警方控
制。目前，搜救、医疗救治、调查、善后等
工作仍在进行中。
据应急管理部消防救援局官方微博 5
月 24 日消息，事发河流为北盘江，河水湍

消防员在事发河段搜救失联者
急，
水深约 30 米，
河面宽 60 余米。该船为
非营运的动力驱动铁皮船，是当地农户生
产生活自用船。根据现场视频和照片显
示，
事发前，
涉事船只上的人员并不在船舱
内，
而是或站或坐在甲板上，
其中一名男子
站在甲板拿着撑杆，船只两侧有低矮的铁
围栏。事故发生后，
船只倒扣在江中。
据央视报道，该船核载 5 人，但事发
时船上载有 29 人，属于严重超载。事发
后，为了提高救援效率，事发河段上游发
电站对水流进行拉闸拦截，使水位下降约
2.5 米。失事船平时主要用于捕鱼，船舱

内有水，用于盛放刚捕捞到的鱼，不具有
营运资质。在事发河段，央视记者发现一
本船员服务簿，据船员服务簿显示，其主
人具有货船操作资质。
据应急管理部消防救援局官方微博
消息，接报后，应急管理部党组书记黄明、
副部长付建华到部指挥中心调度指挥救
援工作，要求全力组织施救，配合交通等
部门做好相关工作。
据贵州省公安消防总队消息，23 日
18 时 37 分，贵州黔西南州消防支队指挥
中心接到报警后，
立即调派 6 个中队 12 辆
消防车、45 名指战员（12 名潜水员）及 14
套潜水装备、5 艘橡皮艇赶赴现场处置，
支
队全勤指挥部遂行出动。
贵州省消防救援总队接报后，立即调
集贵阳、黔南等地 16 辆消防车、52 名指战
员、2 台水下机器人以及潜水、通信装备赶
赴现场增援。应急管理部消防救援局副
局长琼色要求，现场消防救援人员加强防
护、科学施救，
注意自身安全。
文/本报记者 李涛 戴幼卿

济成本。
为此，海淀法院与阳光财产保险股份
有限公司开展战略合作，由保险公司推出
针对性的“继续执行责任保险”。申请执
行人投保后，保险公司将向法院出具《继
续执行责任保险保函》。依据该保函，法
院将依法恢复对被执行人财产的评估、拍
卖程序，从而加快执行案件的变现流程。
在保险期间内，如果因被保险人（即申请
执行人）向法院请求继续执行有误，给案
外人造成损失，保险公司将根据保险合同
赔偿损失。据悉，这是北京市首款也是保
险行业首款打击“老赖”拖延执行的司法
责任险产品。
在签约仪式上，当事人李先生现场签
订了保险合同，成为首位投保“继续执行

责任保险”的申请执行人。李先生与被执
行人邹某因民间借贷产生纠纷，法院审理
后判决邹某偿还借款本金 410 万元及相
应利息。因邹某未按期履行还款义务，李
先生遂申请强制执行。
在执行阶段，法院查封了邹某名下
房产，但案外人翟某提出书面执行异议，
并在异议被驳回后，提出案外人异议之
诉。该案执行法官杨哲介绍：
“ 被执行人
拖欠欠款至今已达 5 年，由于案外人又提
起了执行异议之诉，案子算上一审、二审
时间，可能会再花一年，对于申请执行人
权益保护非常不利。”在李先生投保、保
险公司出具保函后，法院就可以继续依
法处置邹某房产，各方当事人的利益都
能得到有效维护。

中科院研究生被害案开庭
律师：
被告人自求死刑

本报讯（记者 朱健勇）5 月 24 日上
午，备受社会关注的“中科院研究生被
害案”，在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开
庭审理，庭审历经 4 个多小时，法院未当
庭宣判。
庭审结束后，北京青年报记者从被害
方律师姜丽萍处获悉，庭审焦点主要围绕
被告人周某的精神状况展开，辩方律师依
然申请重新进行精神鉴定。而周某本人当
庭表示，
希望法院判处他死刑并立即执行。
“周某在庭审中比较配合，他希望法
庭判处他死刑立即执行，其自首情节未成
庭审焦点。”姜丽萍说。姜丽萍表示，
“被
告人没有狡辩，也没道歉。”据参加庭审的
被害人亲属表示，周某在法庭作最后陈述
时，
曾两次重复：
“就判我死刑吧。”
据《北京青年报》之前的报道，2018
年 6 月 14 日傍晚，
正在北京中科院读研究
生二年级的谢某在学校附近餐馆招待从
重庆来的高中同学周某，
吃饭前他拍了张
周某的照片发到高中同学群里，
“ 周某已
经到北京了”，但这也是他在群里说的最
后一句话。这本是谢某为来京的周某准

备的接风宴，
却瞬间变成了一场血案。
案发后，谢家笼罩在悲伤中。北青
报记者注意到，今年 5 月 18 日，受害人
谢某的父亲谢中华称，诉求判处凶手死
刑并立即执行，
“ 我们不接受任何道歉和
经济赔偿。”
北青报记者了解到，谢某出生于重庆
垫江县的一个小山村，与周某是高中同班
同学也是同宿舍的室友，两人学习成绩名
列前茅，都是重庆垫江中学的优秀毕业
生。高中毕业后，谢某考上了西安电子科
技大学，又在 2016 年考取了中国科学院
大学的硕士研究生，而周某入读四川大学
两三个月后，选择了退学复读，第二年考
上西安交通大学。如今，悲剧发生在这两
个友情甚深的同学身上，两个家庭的幸福
也就此破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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