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涅姆佐夫遇刺案

系“精心策划”

据新华社3月1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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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副总理涅姆佐夫行
踪的掌握程度来看，这起谋杀案
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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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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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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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委员会认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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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
斯总统普京2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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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俄将在西葡领空

进行侦察飞行

据新华社3月1日电 俄罗
斯减少核危险中心主任雷日科夫
２月２８日在接受俄新社采访时宣
布，俄罗斯将于今年３月1日至8
日派出安—３０Ｂ侦察机在西班牙
和葡萄牙两国领空进行侦察飞
行。起飞机场分别位于葡萄牙里
斯本和西班牙赫塔费，两次飞行
最远距离分别是１２００公里和
１８００公里。他说，这两次侦察飞
行在《开放天空条约》框架内进
行，意在提高签约国之间在军事
领域的互信和透明度。这将是俄
罗斯今年根据这一条约进行的第
５次和第６次侦察飞行。今年早些
时候，俄罗斯分别在希腊、意大利
等国领空执行了同样任务。

俄罗斯先前也曾允许他国进
入俄领空进行侦察飞行。去年３
月，俄罗斯准许乌克兰飞机在俄
领空进行侦察飞行，以便乌方确
认俄武装力量未采取威胁乌克兰
安全的军事行动。《开放天空条
约》１９９２年由欧安组织２７个成员
国在芬兰首都赫尔辛基签署。条
约规定，签约国之间可对对方领
土进行非武装方式的空中侦察，
以检查其执行国际武器控制条约
的情况，增强军事透明度，避免由
于猜忌而造成的紧张。俄罗斯于
２００１年５月批准了这个条约。
２００２年１月１日该条约开始生效，
现有３０多个签约国。

委内瑞拉拉黑布什

禁止其入境

据新华社3月1日电 委内瑞
拉总统马杜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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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把美国前总统小布
什及其副手切尼等政要列入禁止
入境的“黑名单”。马杜罗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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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马杜罗的说法，委内瑞拉将对
美国游客征收签证费，数额与美
国对委内瑞拉公民征收的签证费
相同。不过，他没有提及这项措施
何时开始生效。他说，决定改变对
美签证政策源于委内瑞拉近期破
获的一起间谍案。这起案件中，一
名拉美裔美国飞行员被怀疑秘密
从事间谍活动，被调查人员逮捕。

国国产产直直--2200和和直直--1188同同时时亮亮相相
可与AH-4型超轻型榴弹炮搭档守卫藏南

近日，有网友拍到直-20和
直-18同时停放在漠河机场。外
界猜测这两种直升机是在进行
耐寒试验。看来，这两种机型已
进入定型前的极限试验状态。

新近露面的直-18直升机预
计是专门为高原机动部队开发
的机型，在外观上最大的变化是
由船型底改为平底设计，并取消
浮筒，显示这是一款主要供陆军
使用的机型。此外，直-18还将主
旋翼和尾桨换成复合材料，更换
了大功率发动机，同时改进了航
电系统。在这种情况下，其有效
载荷5吨。该机主要用于提高山
地战作战部队人员和装备的机
动能力。这次直-18在试验中一
举突破9000米升限飞越珠穆朗
玛峰，使中国有了一款可比肩欧
美的中型直升机。预计其改进型

也会较多，如海军预警型、反潜
型、通用型和空军型等。

此外，中国一直缺乏10吨级
通用战术直升机来执行突击运
输、空运及后勤支援任务。中国
不久前试飞了一种10吨级的通
用直升机，这就是直-20。从照片
上看，直-20的总体布局采用了
单旋翼带尾桨式的典型布局。

有航空专家指出，这款10吨
级通用运输直升机会超过美国

“黑鹰”直升机，尤其在使用材
料、航电系统和飞控方面，都会
比“黑鹰”强。这款10吨级直升机
主要用作运输用途，但不排除其
他特殊用途，如海军舰载反潜
型、运输武装两用型，也将成为
中国陆军在高原地区直升机运
输的主力。它们所包含的现代技
术含量均处于世界先进水平。

直-20的外形与美国“黑鹰”
直升机很像。上世纪80年代中
期，中美关系处于“蜜月期”，中
国曾购买24架S-70C“黑鹰”直升
机，用于高原地区的运输和救
助。这种通用直升机在安全性、
高原性能和可靠性上，都表现优
异，所以尽管已在中国陆军航空
兵中服役了近30年，其上乘表现
仍令军方赞赏有加。

总的看来，直-18和直-20都
是中国直升机工业的集大成之
作，集中体现了中国直升机研发
的水平与能力。直-20在综合技
术上已远超“黑鹰”直升机的早
期型号，而与国际上上世纪90年
代研制的10吨级直升机并驾齐
驱，也将使中国三军对这种级别
的直升机的需求得到满足。

众所周知，在地形复杂的中

印边境地区，拥有超级机动能力
的大口径火炮对可能发生的交
锋至关重要。由于地形极为复
杂，交通不便，中印各自的重装
备都无法到达，大多是以步兵加
轻型火力为主。

在不久前的第十届珠海航
展上，中国展出了一款与印军采
购的美制M777型155毫米榴弹炮
十分类似的榴弹炮——— AH-4型
155毫米超轻型榴弹炮。该炮具
备传统155毫米榴弹炮所没有的
战略机动性，其重量通常不到传
统155毫米榴弹炮的一半，能使
用中型直升机吊运，机动能力很
好。实际上，可以轻松飞跃藏南
地区绝大多数山峰的直-18和直
-20，才是该炮的最佳载具，从而
可使我军在最需要的地方实施
人员和挂载火炮的机降作战。

访华前用中文

给中国民众拜年

访华前夕，威廉王子在中
国农历新年到来之际，通过视
频发表春节贺词。他先用中文
问候“大家好”，在贺词的最后
又用中文说：“祝你们春节快
乐，羊年大吉。”数百万中国网
民观看了这段视频，不少人认
为这拉近了英国王室和中国民
众的距离。同时，英国王室、高
层也接连为威廉王子出访预
热。威廉王子的父亲、英国王储
查尔斯王子携妻子卡米拉到访
伦敦唐人街，向英国华人华侨
祝贺新春；英国首相卡梅伦也
在唐宁街10号首相府邀请200
多位嘉宾庆祝中国新年。

有分析认为，世界上越来
越多的人借春节当口向中国人
发出问候，甚至给中国人拜年
成为不少外国政要的惯例，在
送祝福的同时，也表达了对同
中国进一步加强关系的期待。

这次不仅是威廉王子首度
访华，也是自1986年伊丽莎白二
世女王访华以来最受关注的一
次英王室成员访华行程。1986
年，伊丽莎白二世女王访问中
国，成为首位对中国进行国事
访问的英国君主。此后多年，英
国再未安排王室成员访华。1997
年，英国王储查尔斯曾前往香
港出席香港政权交接仪式，但
他从未访问过中国内地。2004年
以来，伊丽莎白二世女王的次
子安德鲁王子多次访华，但他
是以英国国际贸易与投资特别
代表的身份访问中国的。

中国驻英国大使刘晓明透
露，最初是威廉王子提出访华
的想法。“正好今年是中英文化
交流年，他（威廉王子）去启动
GREAT创意英伦盛典开幕式，
这是一个很好的结合。所以首先
他表示了意向，我们热烈欢迎。”

聚焦文化交流

和野生动物保护

“在威廉王子抵京时，他也
许以为自己会遇到文化冲击，但
其实他可能会有宾至如归的感
觉。”美国有线新闻网在形容威
廉王子的访华之旅时称，“从大
热的《神探夏洛克》、《唐顿庄园》
到仿英式建筑，中国已经以极大
的热情拥抱着英国文化。”

文化交流也是威廉王子此

访的主要内容。其间，他将在上
海出席“创意英伦”盛典的开幕
式。白金汉宫表示，这场盛典旨
在为逾500家英国企业创造联系
潜在中国合作伙伴的机会。去年
6月，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访
英期间，双方将2015年定为中英
文化交流年，上半年在华举办英
国文化季，下半年在英举办中国

文化季。威廉王子出席的英国创
意文化节是中英文化交流年系
列活动的组成部分。

此外，威廉王子此访还将聚
焦野生动物保护等。英国媒体披
露，喜好古建筑的威廉王子，3月
2日上午将参观北京故宫、史家
胡同博物馆，下午飞赴上海。3月
4日，他将抵达云南西双版纳的
“野象谷”参观。白金汉宫在一份
声明中写道，“王子还将在北京
等地参与推广中英关系的活动，
促进两国人民的交流，还会出席
反对非法交易野生动物和保护
野生动物的活动。”英国王室还
表示，威廉王子将力争站在不同
的文化视角与当地人士交流，避
免充当“外来传教士”。

进一步拉高处在

上升阶段的中英关系

“羊年对中英两国来说是个
‘黄金时期’。”英国首相卡梅伦
在发表春节贺辞时提到，“在欢
度佳节之际，我们回顾过去12个
月，并对新一年满怀期待。”中国
社科院欧洲研究所研究员赵俊
杰认为，卡梅伦上台后，在对华
关系上基本持务实和理性态度，
他的此番表态，也说明其看到了
中英关系的巨大潜力。

2013年以来，中英关系走
上升温之路。威廉王子访华极
具象征意义和历史意义，进一
步拉高了处在上升和发展阶
段的中英关系，也表明英国政
府和王室重视中英关系的长
期发展。英国贸易投资总署首
席执行官杰尔米曾指出，2015
年将成为不同寻常的一年，确
立今后10年英中关系的基调。
英中正迎来两国关系的飞跃，
这将极大促进中国向知识经
济转型，同时提振英国经济。

此外，专家指出，英国在欧
洲具有巨大影响力，深化中英关
系有助于推动中欧关系的全面
发展。中英关系未来将成为继中
德和中法关系之外，推动中欧关
系的第三台强有力的发动引擎。

（中新）

应中国人民外交学会邀请，英国剑桥公爵威廉
王子3月1日晚抵达北京，将在四天内访问北京、上
海、云南三地。这是威廉王子首次访问中国，也是自
1986年伊丽莎白二世女王访华以来最受关注的一次
英王室成员访华行程。威廉王子此行主要聚焦文化
交流，外界亦期待他的访问能搭起中英交流“桥梁”，
推动两国关系走向“黄金时期”。

威威廉廉王王子子来来啦啦
四天行程访问北京上海云南

国产直-20(左)和直-18同时停放在漠河机场。

英国威廉王子

特约军事观察员 孙小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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