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印度空间研究组织2月15日说，当天上午成功发射了搭载104颗卫星的运载火箭。这打破了此前由俄罗
斯保持的“1箭37星”世界纪录，是迄今人类单次发射卫星数量最多的一次。 新华社 图

受核电业务巨额亏损影响，
日本东芝公司去年年底已陷入资
不抵债困境。与此同时，原定14日
发布的财务报表因美国核电业务
发现新的疑似违规行为而推迟。
共同社报道，根据调查结果，东芝
财务报表可能被大幅修改。

据预测， 东芝2016财年全年
的净利润将出现连续第三年亏
损。前三季度财报预计，公司美国
核电业务亏损达 7125亿日元
（428亿元人民币）。

■均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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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色列总理本雅明·内
塔尼亚胡出访美国，15日会
晤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
内塔尼亚胡希望确认美国
新政府的对以政策，定居点
问题和“两国方案”成为外
界关注重点。

会晤前夕，美国白宫高
级官员称，特朗普期望实现
中东“和平”目标，不论其是
否经由“两国方案”。

媒体评论称，“两国方
案” 被认为是美国推动中
东和平进程的基石， 是美
国牵头斡旋的核心立场。
如果现任总统不公开表态
支持“两国方案”，美国政
府多年来在这一问题上坚
持的一贯立场将被颠覆。

“和平”重于“方案”

“两国方案”框架可追
溯至1974年， 当年的联合
国决议寻求在“安全且受
到认可的边界内” 建立巴
勒斯坦和以色列两个邻
国。然而，因在边界、耶路
撒冷地位、难民回归、犹太
人定居点等问题上分歧严
重， 巴以和谈经历多次中
断、重启，迟迟未能取得实
质性进展。

美联社报道， 历任美
国总统在巴以问题上偏向
于以色列， 但近年来开始
倾向于促成和谈， 对以色
列扩建定居点等不利于和
谈的做法表示不满。 特朗
普上台后， 以色列希望尽
快确认美国新政府的对以
立场。

特朗普会见内塔尼亚
胡前， 一名白宫高级官员
14日告诉媒体记者， 美国

依旧致力于中东和平这一
终极目标。

“无法带来和平的‘两
国方案’不是我们想要的解
决办法。”这名官员说，特朗
普不会去“命令”中东和平
进程，这需要由巴勒斯坦和
以色列共同决定，美国政府
将扮演推动者角色。

内塔尼亚胡的退路

相比在前总统奥巴马
执政时期的冷遇， 内塔尼
亚胡此次访美预计将受到
热情款待。

奥巴马执政期间，美
以摩擦时有发生。相反，特
朗普在总统竞选中立场严
重偏向以色列， 表示当选
后将承认耶路撒冷为以色
列“不可分割的首都”，把
美国驻以使馆从特拉维夫
迁至耶路撒冷。 奥巴马在
白宫举行的最后一次新闻
发布会上， 就对“两国方
案”的前景表示了担忧。

伴随特朗普的上台，
以色列加大了定居点扩建
力度。不过，特朗普的立场
却在改变， 竞选口号不断
“往回收”： 不仅白宫发言
人称新建定居点“可能无
助于”巴以和平，特朗普也
在10日接受《今日以色列
报》 采访时首次批评以色
列修建定居点。

美国权益组织“争取
巴勒斯坦权利运动” 负责
人优素福·穆纳耶尔说，如
果内塔尼亚胡在定居点和
和谈问题上与特朗普谈不
拢， 可能先把会谈重心转
向伊朗核问题。

■据新华社

外交部发言人耿爽2月15日就媒体报金正男遇刺
一事答记者问时说，中方注意到媒体有关报道，正在密
切关注事件的发展，目前马方正在对事件进行调查。

美国《海军时报》周刊本周
早些时候以三名不愿公开姓名的
五角大楼官员为消息源报道，美
海军和美军太平洋司令部意图升
级所谓“航行自由”行动，派更多
军舰到中国在南海岛礁附近海域
巡航。

美东时间12日发布在其网站
上的报道称，实施行动的可能是正
在西太平洋海域的“卡尔·文森”号
航空母舰战斗群，目标可能是驶入
中国在南沙群岛、西沙群岛或者两
者之一的岛礁附近海域。

中国政府发表的关于在南海
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的声明明
确指出：“中国对南海诸岛， 包括
东沙群岛、西沙群岛、中沙群岛和
南沙群岛拥有主权”，“中国在南
海拥有历史性权利”。

报道称， 美国海军高层计划
的行动将对中国领海主权构成新
挑战， 而两国过去已因此关系紧
张。 这一计划正逐级上报给美国
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并可能在美
国全国范围内引发关于特朗普政
府亚太政策内容的猜测。

外交部回应“金正男在马遇害事件”
目前马来西亚正在对事件进行调查 马警方：已逮捕一越南籍嫌疑人

金正男，金正日长
子， 童年在前苏联度
过，青年时代曾经留学
瑞士、 日本和俄国，所
学专业是电脑科学。
1995年被金正日授予
人民军大将军衔。先后
任朝鲜国家保卫部海
外部门负责人、朝鲜劳
动党中央委员会宣传
部指导员、朝鲜国家公
共安全部负责人、朝鲜
电脑委员会主席等职。

人物简介

中东政策有变
特朗普要弃“两国方案”？

美媒：美军欲派航母
驶近中国南海岛礁

东芝去年底已资不抵债

印度成功发射“1箭104星”创世界纪录

全球无数围观者关注着金正
恩的同时， 还有他同父异母的哥
哥金正男。与三弟金正恩相比，金
正男的生活一直很寂寞。

1970年，金正男出生。当时
他的母亲成蕙琳和金正日同居，
而且瞒着爷爷金日成。 这导致金
正男的童年很封闭， 比如无法以
公开的身份到学校就读等， 一直

到金日成去世以后， 情况才开始
好转。上世纪70年代中期，金正日
与舞蹈演员高英姬相爱。几年后，
成蕙琳病倒，多次到海外疗养。

1995年后， 金正男开始享有
比其他人更多权限， 他可以随意
出入国境。 韩国媒体还在澳门新
濠峰酒店捕捉到金正男的身影。
当时他身着牛仔裤、 白底黑条纹
衬衣，头戴白色贝雷帽，脚下一双
菲拉格慕牌的天蓝色休闲皮鞋。
在全球媒体公开报道中， 金正男
或许是唯一一个穿着打扮比较接
近西方社会的高收入的朝鲜人。

■综合新华社、澎湃新闻、
新华网等

新华网援引韩联社消息称，
韩国政府消息人士2月14日表示，
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的长兄金
正男（46岁）2月13日上午在马来
西亚遇害。

新华社旗下“我在现场”客户
端也援引韩国KBS电视台的报道
称， 金正男在机场被两名女性用
毒针杀害， 行凶后两名女子乘坐
出租车离开。 马来西亚警方推测
嫌疑人可能为女间谍。

国际在线2月15日援引马来
西亚星洲网报道， 马来西亚移民
局总监慕斯达法指出， 金正男在
机场还未经过移民局柜台就已经
遇害。

“此事警方还在进行调查，我
也不便回应。而外界的疑问，如他
是否已经过移民局柜台？只能说，
此人还未经过移民局的柜台就已
遇害。”

至于死者真实身份是否为金
正男、他是否经常出入马来西亚、
是否持有合法的护照、 涉嫌对他
下毒手的凶手下落等问题， 慕斯
达法都不愿发表谈话， 只表明对
方在通过机场移民局柜台前，就

已经遇害。
慕斯达法也透露， 金正男使

用的护照不是马来西亚护照。
另央视新闻客户端消息，马

来西亚皇家警察总部2月15日下
午发表声明表示： 马来西亚警方
已经在吉隆坡第二国际机场逮捕
了一名与“朝鲜男子死亡事件”有
关的女性嫌疑人， 这名嫌疑人持
有越南旅行证件， 证件显示姓名
为：DOAN�THI�HUONG， 出生
日期为：1988年5月31日，出生地
为：NAM�DINH， 嫌疑人与机场
监控录像高度相符， 被捕时独自
一人。进一步调查仍在继续。

国际在线消息， 据外媒2月15
日报道，马来西亚雪兰莪州总警长
拿督斯里阿都沙马指出，马来西亚
警方已要求朝鲜当局根据正式程
序办理领取金正男遗体的手续。

他说，朝鲜驻马大使馆2月14
日有派人到布城医院要求领走金
正男的遗体， 不过由于金正男的
尸剖还没进行， 警方拒绝了他们
的要求。2月15日早9时，金正男的
遗体已被转送至吉隆坡中央医
院，将进行解剖工作。

【最新消息】 一越南籍嫌疑人被捕

【评价】 生活接近西方社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