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5年3月2日 星期一A09 值班主任：黄娟 主编：王红卫 美编：张昕综合世界新闻

■■■■■ ■■■■■ ■■■■■

伊核谈判进入关键阶段

美国亮明6点谈判“底线”
在美国国务卿约翰·克里即将于本

周末飞赴瑞士与伊朗外长穆罕默德·贾
瓦德·扎里夫展开新一轮会谈前夕，美国
政府官员亮明美方在伊核问题全面协议
谈判中的“底线”。

这名没有公开姓名的美国政府高官
告诉法新社记者，美方之所以坚持要达
成一份“好协议”并多次同意谈判延期，
是因为美方“坚守着一些底线”。这名官
员强调，美方所能接受的协议必须包含

“切断伊朗寻求核武器所需可裂变材料
的不同途径”这一内容。

伊核问题已经谈了多年，一路走走

停停。2013年11月，伊朗与伊核问题
六国（美国、英国、法国、俄罗斯、中国和
德国）达成阶段性协议，伊方同意暂停部
分核计划以换取解除部分所受制裁。各
方原本希望去年11月达成全面解决方
案，但是没有成功，继而把谈判期限延长
至今年6月底。

按这名美国官员的说法，美方在谈
判中坚守的底线主要有以下几点：

首先，伊朗不得借助阿拉克重水反
应堆生产武器级浓缩铀。法新社援引这
名官员的话说，目前各方正在讨论伊朗
如何将这一反应堆改造用作其它用途的

相关事项。
其次，伊朗不得利用福尔多铀浓缩

厂展开铀浓缩活动。这意味着，伊朗将
仅剩纳坦兹一处核设施能够进行铀浓缩
活动。

第三，达成的任何协议必须确保伊
朗需花费一定时间才能获得制造核武器
所需的足够可裂变材料，以便为外界做
出应对留足余地。按这名官员的说法，
这一时长应设定为至少一年。美国、以
色列等国指认伊朗以核计划为幌子秘密
研制核武器。伊朗否认这一说法，称自
身核项目旨在和平利用核能。

第四，伊朗应当“显著削减”其正在
运行的离心机数量以及浓缩铀库存。联
合国裁军研究所研究员马克·菲诺分析
说，目前谈判各方对伊朗可生产浓缩铀
的浓度上限已达成一致，但对其可保有
的离心机数量仍存在较大分歧。

第五，伊朗必须同意其核设施、铀矿
及其他可疑地点接受“前所未有的核
查”。

第六，美方坚持在一定时期内根
据伊朗履约情况分阶段取消对伊制
裁。“我们原则上坚持（这一观点），”这
名官员说，“即如果伊朗违反协议，制

裁能够迅速恢复。”在这一点上，伊朗
的要求与美方存在分歧。伊方认为，
一旦达成全面协议，西方应尽快取消
所有制裁。

伊核问题全面协议谈判目前已经进
入关键阶段。分析人士解读，伊核谈判
的复杂之处在于其中既有政治问题又有
技术问题，两者相互缠绕。如何同时处
理好这两方面的问题，需要极大的政治
智慧和政治决断，这也是各方携手完成
伊核谈判这场马拉松“最后一公里”的关
键所在。

闫洁（新华社供本报特稿）

美国“股神”沃伦·巴菲特致股东的
一封信2月28日在网上发布，他在信中
回忆了旗下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投资
50年来的成与败，向投资者提出建议，
并点明接班人应有的素质。

巴菲特依旧没有揭开继任者谜底。
他的老搭档、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董
事会副主席查利·芒格说，新掌门可能是
再保险主管阿吉特·贾因或能源主管格
雷格·埃布尔，两人在某些方面都比巴菲
特强。

巴菲特现年84岁，尚无意退休，也
没有任命接班人。不过，他在信中点明
接班人应具备的素质，希望在内部挑选
一名相对年轻的干将，引发外界猜测。

巴菲特说，接班人必须冷静、理智和
果断。“他或她需要有一项特殊优点，即
能遏制影响企业发展的傲慢、官僚作风
和自满……一旦这种企业病毒扩散，再
强的企业也会颤抖。”

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董事会副主
席芒格在自己的年度致信中说，伯克希
尔—哈撒韦公司已经具备良好管理能
力，即使他和巴菲特离开，公司运转也没
有问题。

他指出，再保险主管贾因和能源主
管埃布尔可能是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
未来的掌门人。投资者和媒体先前都预
测，两人在候选人名单。

芒格说：“在某些重要方面，他们中
任何一人都是比巴菲特更好的领导者。”

巴菲特已经提议让自己的儿子霍华
德担任非执行董事，以监督将来的任命
程序。 安晓萌（新华社供本报特稿）

巴菲特谈继任者

涅姆佐夫遇害案系“精心策划”

俄调查多种可能的作案动机
普京誓言将尽一切努力把凶手绳之以法

2月28日，在津巴布韦瀑布城，津总统穆加贝在他的91岁生日庆典上讲话。
当日，津巴布韦总统穆加贝为他的91岁生日举行生日庆典。生于1924年2

月21日的穆加贝是津巴布韦开国元勋，自津巴布韦1980年独立以来先后担任总
理、总统职位至今，目前是非洲最年长的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在去年12月召开
的津执政党全国代表大会上，穆加贝被确定为该党参加2018年总统大选的候选
人，届时穆加贝将年满94岁。 新华社发

非洲最年长的领导人——

津巴布韦总统穆加贝91岁了

3月1日，在俄罗斯首都莫斯科，人们手持俄罗斯反对派领导人、前副总理涅姆佐夫的肖像海报参加追悼游行。
俄罗斯反对派领导人、前副总理涅姆佐夫27日晚在莫斯科市中心遭身份不明人员枪击身亡，目前此案仍在调查中，尚未查到真凶。莫斯科

市政府已同意反对派3月1日为涅姆佐夫举行追悼游行。 新华社/路透

俄反对派举行追悼游行

俄罗斯调查委员
会 2 月 28 日说，从作
案枪支的使用细节和
枪手对反对党领导
人、前副总理鲍里斯·
涅姆佐夫行踪的掌握
程度来看，这起谋杀
案系“精心策划”。

这一俄罗斯最高
调查机构表示，委员
会目前正在调查这起
案件多种可能的作案
动机，包括企图破坏
国家稳定、缘起私人
恩怨、牵涉乌克兰危
机、与宗教极端势力
有关联等。

俄罗斯总统弗拉
基米尔·普京28日誓
言将尽一切努力把凶
手绳之以法。

涅姆佐夫27日深夜在首都莫斯
科市中心遭射杀。按俄罗斯内政部
发言人叶连娜·阿列克谢耶娃的说
法，事发时，涅姆佐夫正与一名女性
同伴走在大石桥上。一辆小轿车随
后驶过，枪手从车内开枪射击，涅姆
佐夫背部中了4枪。

俄罗斯调查委员会28日发布涉
及案情的首份详细声明，称综观作案
地点选择、作案手法等一系列因素，
这起案件事先无疑进行过精心策划。

调查人员说，他们认为，枪手从
车内用一把马卡洛夫手枪朝涅姆佐
夫的背部开了枪，但在案发现场找到
的6枚弹壳分属不同制造商，这让调
查面临不小的困难。

法新社援引调查人员的话说，凶
手应该对涅姆佐夫的行程计划颇为
熟悉。“根据调查，鲍里斯·涅姆佐夫
当时正与女伴前往他的公寓，那里距
事发地点不远。显而易见的是，这起
罪行的策划者和实施者得知了他的
计划路线。”

涅姆佐夫现年55岁，曾在俄罗斯
前总统鲍里斯·叶利钦当政时期担任
过副总理，一度被认为是总统接替人
选之一。他2012年起担任俄反对党

“俄罗斯共和党—人民自由党”联合主
席，在2013年9月举行的地方选举中
当选雅罗斯拉夫尔州杜马议员。

枪杀事件发生前约两小时，涅姆
佐夫刚刚接受了莫斯科回声电台采
访。

目前，俄罗斯调查委员会已经梳理
出案件多种可能的作案动机并展开调
查。委员会认为，涅姆佐夫有可能是

“为达政治目的而不择手段之人的牺牲
品”，也有可能因私人恩怨遭到枪杀。

多家俄罗斯媒体28日将目光投
向事发时与涅姆佐夫随行的女伴，透
露她是一名比涅姆佐夫年轻30岁的
乌克兰模特并刊登了她摆出迷人姿势
的多张照片。

同时，案件是否牵涉乌克兰国内
局势以及与宗教极端势力有关联也在
调查人员的调查范围之内。

俄罗斯总统普京28日在写
给涅姆佐夫母亲的一份电报中
说，俄政府将竭尽全力把制造这
起“卑劣”谋杀案的凶手绳之以
法。

“我们会尽一切努力，”电报
写道，“让这起卑劣、无所顾忌的
谋杀案的策划者和实施者得到他
们应受的惩罚。”

涅姆佐夫遇害后，俄罗斯反
对派领导人取消了原定举行的示
威集会，转而申请于3月1日为
涅姆佐夫举行纪念游行。这一请
求28日得到莫斯科市政府批准。

“我们已经同意了这次（定于
周日举行的）集会，”莫斯科市政
府官员阿列克谢·马约罗夫告诉
俄新社记者。他同时透露，这次
纪念游行的参加人数上限是5万
人，定于格林尼治时间1日12时
举行，行进路线将经过涅姆佐夫
遇害的大石桥。

闫洁（新华社供本报特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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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保险主管贾因和能源
主管埃布尔可能是伯克希尔
—哈撒韦公司未来的掌门人

新华社芝加哥2月28日电 美国密
苏里州警方28日确认，该州得克萨斯县
26日晚间发生的系列枪击案嫌疑人为
36岁的当地人杰西·奥尔德里奇。

26日晚，得克萨斯县警方在接到报警
电话后赶到现场，在5所房屋内发现7名
枪杀遇害者、1名枪击受伤者和1名自然死
亡者。随后，警方在附近香农县的一辆汽
车内发现了自杀身亡的犯罪嫌疑人尸体。

经过一系列调查，警方公布遇害者7
人中有两对夫妻，他们是嫌疑人的亲戚，
另外3名遇害者的身份有待进一步确
认。自然死亡的老年妇女则是嫌疑人的
母亲。目前，受伤者仍在当地医院救治。

警方称，杰西·奥尔德里奇没有犯罪
前科，目前仍在对其作案动机进行深入
调查。

美密苏里州枪击案
嫌疑人身份被确认

2月28日，日本前首相村山富市在2015年
大分日中友好交流会上发表演讲。

当日，日本前首相村山富市就“安倍谈话”可
能修改“村山谈话”中有关“殖民统治和侵略”等表
述方式一事表态说，日本对韩国和中国进行的殖
民统治和侵略是不可否认的历史事实，缺少这些
关键字眼的“安倍谈话”将招致世界对日本的怀疑
与不信任。 新华社记者 刘秀玲 摄

村山富市强调

日本殖民统治和
侵略历史不容否认

新华社首尔3月1日电（记者张青）韩国总
统朴槿惠1日在“三一运动”96周年纪念大会上
发表致辞，敦促日本正视历史，携手韩国共同书写
面向未来的新历史。

朴槿惠说，韩国政府一直致力于开启立足于
正确历史认识的21世纪韩日新合作时代，但令人
遗憾的是，由历史问题引起的矛盾始终横亘在两
个邻邦之间，无法拉近两国民众内心的距离。

朴槿惠说，欧洲的德国和法国在二战后能够
克服矛盾、化敌为友，共同致力于欧洲建设，韩日
应效仿它们，以更成熟的、面向未来50年的伙伴
关系共同谱写新历史。

朴槿惠还表示，日军慰安妇问题是一定要解
决的历史课题。这些受害者目前的平均年龄均已
接近90岁高龄，留给她们的时间已经不多了。此
外，她指出，日本政府继续歪曲历史教科书是伤害
韩日两国关系的行为。

关于韩朝关系，朴槿惠在讲话中表示，朝鲜不
应再回避南北对话，希望能以今年光复70周年为
契机，营造民族和解和改善南北关系的机遇，同时
尽早解决南北离散家属团聚问题。

日本在1910年到1945年间对朝鲜半岛实施
殖民统治。1919年3月1日，朝鲜半岛爆发反抗
日本殖民统治的“三一运动”。1949年，韩国政府
将3月1日定为国家法定纪念日。

朴槿惠敦促日本
正视历史

2月28日，委内瑞拉总统尼古拉斯·马杜罗
在首都加拉加斯参加集会时讲话。

委内瑞拉总统尼古拉斯·马杜罗2月28日宣
布，美国游客今后前往委内瑞拉必须事先申请签
证，获批准后才可入境。同时，委内瑞拉还将限制
美国外交人员数量，并把美国前总统乔治·W·布什
等政要列入禁止入境的“黑名单”。他说，由于美国
不断干涉委内瑞拉内政，他不得不采取一系列限制
措施予以回应。根据先前规定，持美国护照者可在
委内瑞拉免签停留90天。 新华社/法新

委取消美游客免签待遇
小布什等政要被列入禁止入境“黑名单”

新华社堪培拉3月1日电（记者徐海静）在
马航370航班失事一周年之际，澳大利亚副总理
沃伦·特拉斯1日在澳国会大厦宣布，澳大利亚将
率先试验新的措施，对飞越海洋区域的航空器进
行更密切的监控和跟踪。

特拉斯说，事实上从2月初开始，新措施已经
在澳大利亚部分国内航班中试行。

实施新措施需要飞机配备合约式自动相关监
视（ADS－C）技术，这一技术已配备在90％以上
的宽体客机上。目前飞越大洋的客机每30分钟
至40分钟向卫星发送包含飞机位置、速度、高度、
航向等信息的数据。实施新措施后，发送数据的
间隔将减少至15分钟以内。

澳大利亚航空服务中心主任、曾担任搜寻马
航370航班联合协调中心负责人的安格斯·休斯
顿表示，新措施将于今年年底推广到澳大利亚航
空服务中心负责的所有区域。

休斯顿说，当飞机飞越海洋区域时，若高度出
现200英尺（约61米）或航线出现2海里（约3.7
公里）以上的变化，监视系统将自动启动，每5分
钟检查一次，甚至进行接近实时的跟踪。目前飞
越大陆的航空器可以由地面雷达进行实时跟踪。

澳宣布实施新的航空器
跟踪监控措施

乌拉圭总统何塞·穆希卡卸任，继任
者塔瓦雷·巴斯克斯1日宣誓就职，将在
下一个5年领导乌拉圭。

穆希卡现年79岁。多年来，这名前
左翼游击队领导人被称为世界上最穷的
总统，他最值钱的家当是一辆大众甲壳
虫老爷车。这辆1987年出厂的天蓝色
甲壳虫是他朴素生活的象征，曾有中东
富豪开价100万美元购买这辆甲壳虫，
但被穆希卡拒绝。

2009年当选总统后，穆希卡放弃了
总统府邸的生活，而是居住在首都蒙得
维的亚郊外一座农场，睡在一间板房内，
农场外是一条仅够一辆汽车行驶的土
路。这座农场是穆希卡夫人的财产。

2010年穆希卡依法公开财产时，官
方审计他的家产约1800美元，主要来自
那辆甲壳虫。2012年，加上他妻子的地
产、房屋、拖拉机，穆希卡夫妇全部家产
为21万美元，不到副总统的一半。

当选总统后，穆希卡每月把自己
90％的薪水捐献给国家社会福利项目，
自己保留的一部分刚刚超过乌拉圭民众
的人均月收入775美元。

陈立希（新华社供本报特稿）

世界“最穷”总统卸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