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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特阿拉伯国王萨勒曼29日凌晨
发布国王令，宣布重立王储、副王储和更
换外交大臣等一系列重大人事任命。

萨勒曼的侄子穆罕默德·本·纳伊夫
接任新王储，萨勒曼的儿子、现任国防大
臣穆罕默德·本·萨勒曼获任副王储。这
是沙特王储之位首次选择开国君主阿卜
杜勒—阿齐兹的孙辈，先前的王储一直
由阿卜杜勒—阿齐兹的儿子轮流担当。

“第三代”王储

萨勒曼是阿卜杜勒—阿齐兹之子。
被免除的穆克林王储是萨勒曼同父异母
的弟弟，阿卜杜勒—阿齐兹在世的最小
儿子。今年1月，沙特国王阿卜杜拉去
世，79岁的王储萨勒曼即位，第二王位
继承人、副王储穆克林成为王储。

当时，萨勒曼任命侄子纳伊夫为副
王储兼第二副首相和内政大臣，儿子穆
罕默德·本·萨勒曼为国防大臣，纳伊夫
由此成为孙辈中首个王位继承人。这一
举动被分析人士解读为沙特王室家族已
经决定开始将王位继承从第二代向第三
代平稳过渡。

依据沙特法律，王位必须由开国君
主阿卜杜勒—阿齐兹的子孙继承。阿卜
杜勒—阿齐兹1953年逝世后，先后继位
的多任国王和王储均为他的儿子。

萨勒曼在国王令中说，他沿着已故
兄弟阿卜杜拉国王开创的道路，为国家
最高领导层挑选最为合适人选。根据穆
克林的个人意愿，免去他的王储和第一
副首相职务。

副王储纳伊夫接任王储，同时兼任
第一副首相、内政大臣、国家政治和安全
委员会主席。

纳伊夫现年55岁，是已故前王储兼
内政大臣纳伊夫·本·阿卜杜勒—阿齐兹
的儿子。长期以来，他辅佐父亲致力于
维护沙特社会稳定和重拳打击恐怖主
义。

落子“枪”与“油”

萨勒曼的儿子穆罕默德·本·萨勒曼
获任副王储，兼任第二副首相。另外，穆
罕默德·本·萨勒曼保留了国防大臣一
职，并担任国家经济和发展委员会主席。

穆罕默德·本·萨勒曼今年 30 出
头。作为国防大臣，他领导了沙特等国
对也门胡塞武装组织的空袭行动。

法新社援引一名西方外交官的报
道，穆罕默德·本·萨勒曼是“沙特强人”。

另外，萨勒曼说，根据费萨尔亲王的
个人请求及其健康原因，免去他的外交
大臣一职，任命他为国王特别顾问，同时

监管外交事务。
费萨尔现年75岁，1975年开始担

任外交大臣，是世界上任职时间最长的
外交部长。

沙特驻美国大使阿德尔·朱拜
尔接任外交大臣。这是沙特建
国以来首个非王室成员担任
这一职务。

另外，颇受外界关
注的是，沙特阿拉伯
石油公司首席执行
官哈立德·法利赫
获任卫生大臣和
沙特阿拉伯石油
公司董事会主
席一职。

沙特阿拉
伯石油公司董
事会主席一职
先前一直由石
油矿业资源大
臣阿里·本·易卜
拉欣·纳伊米担
任。法利赫长期
以来被视作纳伊米
的可能继任者，这次
任命进一步强化这一猜
想。

法利赫担任沙特阿拉伯
石油公司首席执行官以来，致力
于石油业务拓展，包括开拓天然气、
化学品、原油精炼与可再生能源市场。

沙特阿拉伯石油公司首席执行官一
职将由谁接任，沙特方面暂未公布。

陈立希（新华社特稿）

沙特国王萨勒曼重立新王储
萨勒曼的侄子纳伊夫接任新王储，儿子、现任国防大臣本·萨勒曼获任副王储

沙特国王和王储如何产生？效忠
委员会又扮演何种角色？

建章立制

依据沙特法律，王位必须由沙特
王国开国君主阿卜杜勒—阿齐兹的子
孙继承。阿卜杜勒—阿齐兹1953年
逝世后，先后继位的多任国王均为他
的儿子。

法新社报道，阿卜杜勒—阿齐兹
1953年逝世时，他在世的儿子总共34
人。

根据改革前的王位继承惯例，国
王在位时，王储人选通常由王室家族
经内部协商产生，缺乏一个相对正式

的规章制度，任命王储过程不免在王室
内部引发争议。

2006年，继位不久的国王阿卜杜拉
宣布成立一个由王室家族成员组成的

“效忠委员会”，从制度上规范了王位继
承程序，一定程度上有利于王位继承平
稳过渡。

内部“议会”

根据新的王位继承制度，继任国王
仍将从阿卜杜勒—阿齐兹的子孙中产
生，在现任王储继位后，新王储产生最终
决定权在效忠委员会。

效忠委员会成员必须是阿卜杜勒—
阿齐兹的儿子，或者由孙子代表已故的

儿子出任成员。这一委员会现由阿卜
杜勒—阿齐兹的在世最长子米沙勒主
持，通过不公开投票、以三分之二多数
票为标准决定王位继承等重大事宜。
其宗旨是“维持国家、人民利益以及执
政家族的团结一致”。

依据这一制度，现任国王逝世后，
委员会将举行紧急会议，正式宣布现
任王储为新国王。与此同时，新国王
必须在 10 天内向委员会提交新王储
人选。

新国王一般会在已故国王提名的
至多3个王储候选人中选择新王储，但
也有权力另推人选。一旦出现这一状
况，效忠委员会将在1个月内通过内部
投票决定立新国王另推人选还是已故

国王的提名候选人为新王储。

健康监测

效忠委员会成员任期4年，可以连
任，但前提是得到国王和阿卜杜勒—阿
齐兹儿子们的认可。

因阿卜杜勒—阿齐兹的儿子大多
年事已高，他们的健康问题一直广受关
注。除效忠委员会外，前国王阿卜杜拉
还设立了一个王室医疗委员会，主要职
责是观察国王和王储的健康状况，在必
要时有权力宣布国王或王储无法行使
权力。

一旦发生国王无法履行职责的情
况，由5名阿卜杜勒—阿齐兹子孙组成
的临时委员会将代为执掌政权最多一
周，其间由效忠委员会就继任者问题作
出决定。

徐超（新华社特稿）

沙特王位继承制度新闻链接

据新华社华盛顿4月28日电（记
者易爱军 周而捷）美国总统奥巴马
28日在白宫与来访的日本首相安倍晋
三举行会谈后重申对日本的安全承诺，
安倍则拒绝就侵略历史和“慰安妇”问
题道歉。

奥巴马在会谈后与安倍举行的联
合新闻发布会上称，美国对日本的安全
承诺是“绝对的”。他重申了去年4月
访日期间表达的立场，即《美日安保条
约》第五条适用于包括钓鱼岛在内所有
日本施政范围。

奥巴马还说，他认为强有力的美日
同盟不应被视为“挑衅”，美国欢迎中国

“和平崛起”，原因在于中国不仅是一个
快速发展的潜在市场，而且崛起后能够
分担一些向其他国家提供援助的负担。

美日两国27日在纽约联合发布新
版《美日防卫合作指针》，奥巴马称，新
版《美日防卫合作指针》有助于美国调
整在亚太地区的军力部署。

安倍在回答媒体记者有关他是否会
就侵略历史和“慰安妇”问题道歉的提问
时则老调重弹，即这一问题令他“极度痛
苦”，他将维持时任日本内阁官房长官河
野洋平1993年就此问题发表的谈话。

美国皮尤研究中心本月公布的民
调结果显示，美国人对日本在军事上发
挥更大作用心存疑虑；68％的日本人
则认为，鉴于历史原因，日本应当对自
身军事作用加以限制。

据报道，不少美国民众和一些美国
议员呼吁安倍29日在美国国会演讲时
就侵略历史和“慰安妇”问题直接道
歉。安倍自26日抵达美国以来，所到
之处不断遭遇要求他就历史问题道歉
的抗议者。

奥巴马重申对日安全承诺
安倍拒绝就历史问题道歉

据新华社华盛顿4月28日电（记者
高攀 郑启航）美国总统奥巴马28日
表示，美国没有反对其他国家加入亚洲
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亚投行），并期待与
亚投行进行合作。

奥巴马当天在与来访的日本首相

安倍晋三举行的联合新闻发布会上回
答记者提问时说，有关美国反对其他国
家加入亚投行的媒体报道是“不实”的，
美国对这些国家所表达的观点是，新的
多边开发机构的运营应该遵循一些原
则。

奥巴马说，美国希望亚投行能够吸
取二战后多边开发机构运作的经验教
训，按照“最佳实践”运营；如果亚投行
成立后拥有一些保障政策，保障投资更
好的基础设施并让借款国家受益，我们
都会支持亚投行。他说，美国期待与亚

投行进行合作，就像美国与世界银行和
亚洲开发银行在很多事情上合作一样。

奥巴马表示，中国投资亚洲基础设
施建设对本地区和全球经济都是一件
好事，亚洲有许多国家面临基础设施融
资困难的问题。

奥巴马称

美没有反对其他国家加入亚投行
并期待与其进行合作

4月28日，美国总统奥巴马（右）和到访的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出席在华盛顿白宫
举行的联合记者会。 新华社记者 殷博古 摄

新华社苏瓦4月29日电（记者刘鹏）据美国
地质勘探局消息，南太平洋岛国斐济附近海域29
日凌晨发生6.2级地震。目前尚无人员伤亡和财
产损失报告。

美国地质勘探局地震信息网显示，这次地震
发生在当地时间29日4时39分（北京时间0时
39分），震中位于斐济恩多伊岛以南29公里处海
域，震源深度579.2公里。

太平洋海啸预警中心没有针对这次地震发布
海啸预警。

斐济附近海域
发生6.2级地震

新华社基多4月28日电（记者梁君茜）厄瓜
多尔国家救灾委员会28日说，厄瓜多尔西南部海
滨城市瓜亚基尔当天发生5.8级地震。

地震发生在当地时间6时19分，震源深度
70.98公里。除瓜亚基尔震感明显外，相邻的曼
塔、波托维耶霍、圣多明各和昆卡等城市均有震
感。地震引起当地部分居民恐慌，人们纷纷跑到
街上躲避。

厄瓜多尔国家救灾委员会说，在地震发生后，
瓜亚基尔部分建筑轻微受损，两名市民被空中掉
落的玻璃划伤，城市南部及郊区的电力供应中断。

厄瓜多尔西南部
发生5.8级地震

4月29日，在也门首都萨那机场，
一名机场工作人员从被空袭毁坏的班机
旁走过。为防止一架伊朗飞机在也门首
都萨那机场降落，沙特牵头的国际联合
阵线战机28日发起空袭行动，炸毁了萨
那机场的残存跑道。 新华社/路透

阻伊朗飞机降落

沙特炸也门机场

4月29日，在印尼中爪哇省的芝拉扎，人们
聚集在运送毒贩遗体的救护车旁。

印尼总检察长办公室当天凌晨宣布，8名分
别来自印尼、尼日利亚、巴西和澳大利亚的毒贩于
当地时间0时25分在中爪哇省一座监狱岛上被
处死。印尼此次原定处死10名毒贩，一名菲律宾
籍和一名法国籍毒贩因案件仍处法律程序被临时
中止行刑。

澳大利亚总理托尼·阿博特当天说，将召回驻
印尼大使。 新华社发

印尼枪决8名毒贩
澳大利亚召回大使

新华社阿布贾4月28日电 尼日利亚清除
极端组织“博科圣地”重要据点桑比萨森林的行动
28日结束，政府军成功解救293名妇女儿童。

尼日利亚军方发言人萨尼·乌斯曼通过电话
对新华社记者说，在此次军事行动中，政府军成功
摧毁了“博科圣地”的4处重要营地，共解救200
名儿童和93名妇女，但因人数众多，确认身份等
后续工作仍在进行中，尚无法确定此前遭绑架的
219名女学生是否在其中。

博尔诺州桑比萨森林位于尼日利亚与喀麦隆
交界处，是“博科圣地”重要据点，也有媒体称此地
为该组织“大本营”。尼军方此前发表声明说，政
府军自22日开始对桑比萨森林发动军事行动，23
日军方已取得该地区控制权。

2014年4月14日，“博科圣地”武装分子劫持
了尼日利亚北部博尔诺州一所中学的276名女学
生。虽然此后57名女学生有幸逃脱，但仍有219
人至今下落不明。尼日利亚新当选总统布哈里本
月14日承诺，将竭尽全力营救这些孩子。

尼日利亚成功解救
293名妇女儿童

新华社阿比让4月28日电（记者文浩）尼亚
美消息：尼日尔国防部28日发布公报说，极端组
织“博科圣地”近日袭击尼政府军边境驻地，造成
政府军46人死亡。

公报说，在尼东南部城市卡拉姆加驻防的政
府军25日遭近2000名“博科圣地”武装人员袭
击，46名政府军士兵丧生，9人受伤，32人下落不
明，28名平民被武装人员打死。政府军在交火中
击毙156名武装人员。

袭击事件发生后，尼日尔总统穆罕默杜·优素
福宣布自29日起为阵亡士兵和遇难平民进行为
期3天的全国哀悼。目前，尼政府军已经安排力
量寻找失踪士兵。

“博科圣地”
袭击尼日尔政府军
致46人死亡

4月28日，在美国巴尔的摩市，警
察守卫着北街和宾夕法尼亚大街。据警
方称，截至28日，已有230多名示威者
被捕，至少20名警员在维持秩序过程中
受伤，其中6人伤势严重。 新华社/路透

美巴尔的摩市
230多名示威者被捕

沙特国王萨勒曼

穆罕默德·本·纳伊夫

穆罕默德·本·萨勒曼

海南和运拍卖有限公司慈善拍卖公告
（第150521期）

为支持海南希望工程事业的发展，帮助贫困大学生顺利完成学业，
兹定于 2015年 5月 21日 15时在我公司拍卖厅依法公开拍卖已捐给海
南省青少年希望基金会位于海口市海甸五西路怡昌花园公寓A座的四
套房产。拍卖所得将存入“海南省青少年希望基金会”专项账户，用于
资助贫困大学生。热切期望社会各界有爱心之士积极参与，伸出友爱
之手，为资助贫困学子献出您的一份爱心！

位于海口市海甸五西路怡昌花园公寓A座的四套房产的基本情况：

标的展示时间：自见报之日起至2015年5月19日17时止。
有意竞买者请于2015年5月20日17时前到我司了解详情，并办

理竞买手续。
联系电话：66532003（吴先生） 66705863（许先生）
联系地址：海口市大同路36号华能大厦21层B座

二0一五年四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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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工板块王者归来 两大最强攻击群强势出击

海南一季度新增小微贷款75亿元

海南券商一季度新增开户同比增逾4倍 股票成交同比增逾2倍

（H01）

机构坚定牛市大方向 题材股热火朝天 巨震后迎新升势抢鲜读

今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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