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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德法乌
“诺曼底模式”四方会谈结束
俄罗斯媒体 6 日报道，俄罗斯、
德国、法国、乌克兰四国外长会谈，即
“诺曼底模式”会谈在柏林结束。 会
谈讨论了先前声明的乌克兰问题，包
括明斯克共识，以及举行高级别会谈
的计划。但更高级别的会谈日期尚
未确定。
此 前 ，俄 罗 斯 外 交 消 息 人 士 透
露，这一会谈可能在 1 月 15 日举行。
克里姆林宫没有发布这方面的官方
消息。
俄罗斯外交部第二独联体国家
司司长维克托·索罗金代表俄方出席
了在柏林举行的会晤。会晤由德方
发起，不对媒体公开。本次会晤以会
谈并共进午餐的形式举行，会议日程
是筹备 1 月 15 日在阿斯塔纳举行的
乌克兰问题诺曼底四方高级别会
议。此外，会议焦点将是落实明斯克
共识，涉及建立彻底停火制度问题。

此外，今年 1 月起，任联合国安
理会轮值主席的智利常驻联合国代
表克里斯蒂安·巴罗斯表示，联合国
安理会可能会在 1 月份讨论乌克兰
问题。立陶宛和英国也要求举行这
样的会晤。
另据俄罗斯媒体报道，德国政府
发言人斯特芬·赛贝特周一(1 月 5 日)
表示，德国总理默克尔本周四(1 月 8
日)将在柏林会见乌克兰总理阿尔谢
尼·亚采纽克。
赛贝特在声明中，
“ 会谈的中心
议题将是德乌双边问题，特别是外交
政策和欧洲政策问题，如对俄关系和
乌克兰的发展。此外，默克尔和亚采
纽克还将讨论顿涅茨克州、卢甘斯克
州和克里米亚局势及对俄关系。
俄罗斯国家杜马国际事务委员
会主席阿列克谢·普什科夫日前强
调，法国总统奥朗德有别于德国总理

默克尔，他选择了缓解欧盟与俄罗斯
紧张关系的路线。
此前奥朗德在接受媒体采访时
表示，欧洲有兴趣解决乌克兰危机，
因为反俄制裁会对欧洲经济产生负
面影响。他认为如果乌克兰问题取
得了进展，
现在的制裁
“必须解除”
。
奥朗德还强调，俄罗斯总统普京
在乌克兰问题中的最终目标不是“吞
并”乌克兰东部，而是想阻止乌克兰
加入北约。
此外，普什科夫表示，对俄制裁
措施、经济抵增长以及希腊退出欧元
区都会为欧盟带来严重的危机。
“诺曼底模式”会谈名称的由来
是在 2014 年 6 月的早些时候，俄罗斯
总统普京、法国总统奥朗德、德国总
理默克尔和乌克兰总统波罗申科，在
法国诺曼底举行了一次讨论解决乌
克兰危机的会议。

深陷情色丑闻中 英王子面临调查
英国警方消息人士 4 日说，如果
安德鲁王子所陷情色传闻的美国女
子针对他提交正式控诉，伦敦警察局
将就有关传闻展开调查。
美国女子弗吉尼娅·罗伯茨去年
年底向美国佛罗里达州一家法院递
交供状，作为一桩牵涉美国富商杰弗
里·爱泼斯坦的案件补充材料。
她的供状提及安德鲁王子的“不
堪”行为，称不到 18 岁时沦为爱泼斯
坦的“性奴”，被迫参与性爱狂欢派
对，与英国安德鲁王子发生性关系。
无豁免权
伦敦警方一名发言人接受《每日
电讯报》采访时说，
警方迄今没有收到
针对安德鲁王子的任何控诉，
“如果我
们收到的话，会就此展开调查……不
管是真是假，
只要有犯罪控诉，
必须调
查，
这是我们的职责所在”
。
《每日电讯报》报道，依据英国法
律程序，虽然刑事指控都是检方以女
王名义提出，但王室成员不会因此享
有刑事豁免权。
2002 年，女王伊丽莎白二世的
长女安妮公主因不慎将宠物狗置于

危 险 之 中 而 被 罚 款 500 英 镑（约 合
775 美元），成为首位有刑事记录的
英国王室高级成员。
“别无选择”
英国白金汉宫 2 日发表声明，强
调任何暗示安德鲁王子与未成年人发
生性关系的说法
“绝对不真实”
。
王室3
日称不会再就这一传闻发表评论。
然而，罗伯茨主动公开身份并向
英国媒体详细讲述如何同安德鲁王
子“发生关系”，促使白金汉宫 4 日再
次发表否认声明。
“（白金汉宫）断然否认约克公爵
（安德鲁王子）与罗伯茨有任何形式
的性接触或性关系。”声明说，
“ 有关
说法不实，没有任何依据。”
《每日电讯报》援引王室消息人
士的话报道，王室对类似指控的通常
做法是不予置评，但在国内外持续报
道相关传闻内容后，保持沉默不再是
明智做法。
这名消息人士说，安德鲁王子并
非案件被告，没有被告知法庭材料中
传闻内容，也无法通过受理案件的法
院正式回应相关传闻。

10 月俄乌德法四国首脑聚首米兰商讨乌克兰局势

英乐购超市继财务丑闻之后
公布裁员计划

路透社报道，英国连锁超市乐
购（Tesco）将于周四宣布对供货商
合同作出大幅修改和裁员计划，此
举旨在重建因财务丑闻受到损害的
声誉。
《星期日泰晤士报》披露，乐购
首席执行官计划废弃基于回扣和罚
款的复杂供货商合同系统。
报道称，
在周四的第三季度业绩
更新发布日上，
乐购还将宣布在总部
和地区办公室的大幅裁员计划。
全球第三大零售商特易购
安德鲁搂着罗伯茨的腰部
（Tesco）最近始终处于舆论的风暴
拍照。
（资料图片）
眼中。刚刚过去的一个月里，关于
处境尴尬
Tesco 集团今年上半年的盈利预期
数据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
当地时间
《每日电讯报》报道，安德鲁王子
8 月 29 日，Tesco 表示在截止到当地
如今处境尴尬，虽然已经先后三次声
时间 8 月 23 日的六个月时间里，
Tes⁃
明否认与未成年女子发生性关系，声
co 在英国市场的贸易盈利达到 11 亿
称有关说法损害了他的声誉，但却不
英镑。
但是没过几天，
Tesco 方面更正
大可能就此对罗伯茨提出诽谤指控。
称，
预计盈利只有 8.5 亿英镑。
一旦安德鲁王子以诽谤指控将
压力之下，公司前 CEO 彼得·
这一事件闹上法庭，有关情色传闻的
戴尔斯承认有 2.5 亿英镑的虚增利
更多细节可能在法庭上进一步披露，
润，旗下英国食品事业部，出现“提
而安德鲁王子本人甚至可能不得不
早认列营收、延迟认列成本”的重大
以证人身份出庭。
会计缺失。
这个由公司内部检举揭发

据英国媒体 5 日报道，当地时间 1 月 3 日晚，英国一艘巨型货轮在从南安
敦港出发后不久突然发生倾斜，船长急中生智，主动让这艘船搁浅，从而避免
了船只倾覆并沉入海底。船上所有人员全部被成功营救，而主动搁浅货轮的
这一行为受到了高度赞扬。

巨轮搁浅 船长故意的
船长故意的！
！
“表现出高超航海技巧”
据报道，这艘货轮重超过 5 万吨、长达
180 米，船上悬挂新加坡旗帜，原计划驶向
德国。当地时间 1 月 3 日晚 9 点 20 分，该货
轮在索伦特海峡搁浅。
霍格轮船公司首席执行官英加尔·斯基
亚克介绍，这艘船驶离英国南安普敦港后不
久便发生倾斜，舵手和船长随即作出决定，
让轮船搁浅以挽救船只和全体船员的生命。
“在如此富有挑战性的情况下，我们的
全体船员表现出非常高超的技巧和航海技
能。”斯基亚克说。
当地紧急情况应对部门出动直升飞机
和救生船，救出货轮上的全部 25 名船员。
两位船员受了轻伤已送院就医，其中一名船

员腿受伤了。
至少一周才能移走货轮
据报道，1 月 4 日，搁浅货船仍靠在近
岸，倾侧较早一天严重，有超过 50 度。当局
指出，要花数天时间了解船上情况、货物分
布，再决定如何扶正及浮起船身，预计需时
最少一星期才能移走货轮。
当局目前已将货轮附近 200 米海域划
为禁区，防止其他船只驶入，并正调查事故
原因。当局否认货轮漏油。
被问及这艘轮船是否载了太多货物时，
斯基亚克否认了这一说法：
“ 这艘轮船只载
了负重容量的三分之一。”
据悉，由于该轮船并未停放在船运通道
上，所以不会影响其他轮船运输。

成了
“临时旅游景点”
这艘轮船运输了 1400 余辆豪车，
包括劳
斯莱斯、宾利等，还运载了 80 余架农业或建
筑工厂的机器。
据估计，
该事件所造成的损失
达数千万英镑，而且根据所载顶级豪车的所
占比例，
损失数额还有可能进一步飙升。
目前，这艘巨大的货轮搁浅在了倾斜约
52 度的海床上，因此随即成为了一处“临时
旅游景点”，人们争相到此一睹这一场景，并
把车停在海岸上。
英国汉普郡警方在社交媒体“脸谱”上
说：
“ 各位早上好，我们只有一点友好的建
议，卡尔肖特海岸附近的停车场会十分忙
碌，因为人们对观看搁浅货船兴趣颇浓。”警
方以此来提醒居民慎防过度拥挤。

的财务造假案，迅速升级为 Tesco 集
团有史以来遭遇的最大信誉危机。
这次财务造假是由内部检举揭
发，8 名高管因此相继被停职。而根
据后续德勤会计事务所展开进行全
面性的查账，Tesco 的虚报数字其实
更高，
为 2.63 亿英镑。
10 月 23 日，Tesco 公布了上半
年业绩报告，公司 2014 年上半年销
售额下降 4.6%，营业利润下跌 41%
至 9.37 亿英镑，营收下降 4.5%。税
前利润比同期减少了超过 90%，每
股收益从 10.17 便士跌至 0.07 便士，
跌幅高达 99.3%。业绩报告公布之
后，
Tesco 股价重挫 5%。
乐购董事长理查德·布鲁德本
特在业绩公布当天，宣布将辞职，不
过具体日期尚未公布。而在一个月
之前，Tesco 已经更换首席执行官，
宣布大卫·里维斯（Dave Lewis）为公
司新任 CEO。
时代周报记者从Tesco英国总部
方面获得消息，
公司正考虑分拆其亚
洲业务，
并成立一个独立公司进行单
独运营，
以此筹集10亿英镑来缓解目
前公司所面临的财务危机。

■相关链接

幸亏维珍机长挽救
2014 年少了一场空难

英国当地时间 2014 年 12 月 29 日，英国维珍航空
公司一架波音 747 客机由于“ 起落架存在技术问题
起落架存在技术问题”
”
在起飞后返回，
在起飞后返回
，该架飞机在机场上空附近盘旋约四
小时后上演
“非标准降落
非标准降落”
”，并最终实现安全着陆
并最终实现安全着陆。
。
据悉，
据悉
，飞机上有 447 名乘客和 15 名机组人员
名机组人员，
，但
在飞行途中，
在飞行途中
，飞机的一个起落架因为故障无法正常
放下。
放下
。该飞机随后返航至伦敦盖特威克机场并成功
实施紧急迫降，
实施紧急迫降
，最终无人员伤亡
最终无人员伤亡。
。 公司创始人理查
德·布兰森在推特上表扬了机组人员
布兰森在推特上表扬了机组人员。
。
乘客迈克·考夫曼说
考夫曼说，
，机组成员的表现冷静而专
业。在疏散过程中
在疏散过程中，
，没有人受伤
没有人受伤。
。他对天空新闻说
他对天空新闻说：
：
“降落后
降落后，
，我们每个人都对机组成员给予了热烈的掌
声和欢呼。
声和欢呼
。”
有网友称，
有网友称
，幸亏维珍机长的英雄级挽救
幸亏维珍机长的英雄级挽救，
，2014 末
尾少了一场空难。
尾少了一场空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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