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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基文回韩国
下飞机先解释“受贿”

最近多家民调显示最近多家民调显示，，韩国在韩国在
野党共同民主党前党首文在寅野党共同民主党前党首文在寅
的民意支持率已超过潘基文的民意支持率已超过潘基文，，舆舆
论大多认为这与论大多认为这与““受贿受贿””报道带报道带
来的负面影响有关来的负面影响有关

据韩联社11日报道，已暗示角逐
下任韩国总统宝座的前联合国秘书长
潘基文昨日下午从纽约回到韩国，一
下飞机就在仁川机场对自己受贿的嫌
疑进行解释和澄清。

报道称，《时事周刊》2016年12月
以多名未公开身份的人作为消息源报
道称，潘基文在卢武铉政府任外交通
商部长官时，收受商人朴渊次大约20
万美元贿赂。2007年初就任联合国秘
书长后，他再次收受朴渊次送到联合
国总部所在地美国纽约市的 3 万美
元。潘基文曾多次对报道中提到的情
节予以否认，并要求《时事周刊 》道歉
和撤稿。

潘基文自 2007 年起出任联合国
秘书长，刚任满卸任。在韩国总统朴槿
惠因“闺蜜门”丑闻被弹劾之际，潘基
文被视为竞逐总统宝座的热门候选人
之一。然而最近多家民调显示，在野党
共同民主党前党首文在寅的民意支持
率已超过潘基文，舆论大多认为这与

“受贿”报道带来的负面影响有关。
此外，潘基文从美国返回韩国之

前，他的两名亲属10日遭到美国检方
指控。根据美国检方说法，潘基文的弟
弟和侄子涉嫌参与一起行贿案，行贿
金额为50万美元（约合346万元人民
币）。潘基文的发言人11日表示，潘基
文听闻这一消息感到“惊讶”，他对这
起案件毫不知情。

美国曼哈顿联邦法院 10 日对韩
国人潘基祥和潘周贤提起诉讼，指控
两人参与一起行贿案。潘基祥现年69
岁，是潘基文的弟弟；潘周贤现年 38
岁，又名“丹尼斯”，是潘基祥之子，身
份是房地产经纪人。

潘基祥在韩国建筑公司京南企业
担任高层管理人员，该企业在越南首
都河内建有一座72层高的“京南地标
大厦”，建筑成本超过10亿美元。

根据起诉书中的说法，京南企业
陷入清偿危机后，潘基祥安排公司雇
用自己的儿子潘周贤为经纪人，希望
以高于 8 亿美元的价格出售“京南地
标大厦”。在寻找买家过程中，潘周贤
结识了自称与“中东某国王室有关系”
的美国人马尔科姆·哈里斯。

哈里斯对外身份是时尚顾问和知
名博主。他告诉潘周贤，自己可以帮忙
牵线，说服中东某国王室成员动用国
家基金购买这栋大厦。不过，起诉书中
没有说明“中东某国”的具体国名。

起诉书中同时写道，2014年4月，
潘基祥和潘周贤同意向哈里斯支付
50万美元“预付款”，并承诺事成后再
支付200万美元。事实上，哈里斯并没
有他所说的“关系”，而是把这50万美
元挥霍一空。他购买了不少奢侈品，还
在布鲁克林附近地区租下豪宅。哈里
斯因涉嫌诈骗一同遭到起诉。

（新华社、法制晚报）

波兰外长会谈了一个
不存在的国家

波兰外交部长维托尔德·瓦什奇
科夫斯基近日在社交媒体上着实“火”
了一把，原因是他 10 日对媒体称，自
己向多个国家游说，争取他们支持波
兰在2018年至2019年担任联合国安
理会非常任理事国。但是，瓦什奇科夫
斯基所列举的国家中，有一个根本不
存在。

美联社报道，瓦什奇科夫斯基本
周在纽约为波兰当选非常任理事国而
开展游说工作。10日，他告诉媒体，自
己与将近 20 个国家的官员举行会晤
并游说，“在我国外交史上首次”与一
些加勒比海地区国家会谈，比如“圣埃
斯科巴尔”。

不过，世界上没有圣埃斯科巴尔
这个国家。波兰外交部发言人约安娜·
瓦伊达连忙出来“打圆场”称，瓦什奇
科夫斯基只是口误，他其实是想说圣
基茨和尼维斯，这是加勒比海上一个
由两个岛组成的国家。

不过，网友们却对此事“不依不
饶”，大加嘲讽，不仅设计出这两个不
存在国家的国旗，还在推特上发“假消
息”，称圣埃斯科巴尔“完全支持波兰
成为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

安理会共有 15 个成员，其中中
国、法国、俄罗斯、英国和美国为常任
理事国，其余10个成员为非常任理事
国。10个非常任理事国席位按地区分
配，即亚洲2个、非洲3个、拉美和加勒
比地区2个、东欧1个、西欧及其他国
家2个。非常任理事国任期2年，经选
举每年更换5个，不能连选连任。

（新华社）

因涉嫌贿赂“闺蜜干政”事件核心人物崔
顺实，三星电子副会长、三星集团实际控制人
李在镕12日一早前往韩国特别检察组办公室
接受问讯。他在抵达时向韩国民众致歉，称自
己“没能在这起事件中展现正面形象”。

权钱交易

韩国特检组发言人李圭喆11日下午在例
行记者会上通报了要求李在镕前往特检组接
受问讯的决定。特检组怀疑，身为三星电子会
长李健熙的独子，李在镕授意三星向崔顺实
提供资金支持，以换取三星大股东之一、韩国
退休金管理机构“韩国国民年金公团”为一桩

并购案“开绿灯”。这桩并购案涉及三星两家
子公司，对李在镕稳固集团继承权和获取经
营权至关重要。

按特检组的说法，三星与崔顺实及其女
儿郑某设在德国的公司签订了一份价值220
亿韩元（约合1.3亿元人民币）的合同，以“咨
询管理费”名义变相资助郑某的马术训练。

李圭喆在记者会上说，检察人员在崔顺
实外甥女张某向特检组提交的崔顺实平板电
脑中，发现了崔顺实与三星方面直接联系、讨
论资助事宜的证据。

李圭喆说，经证实，这台平板电脑的用户
邮箱账号一直为崔顺实所使用，100 多封电
邮中包括崔顺实与大韩马术协会副会长、三

星电子专务黄晟洙互相发送的邮件，内容涉
及崔顺实在德国设立公司的进程、三星所提
供资金流入这家公司的过程以及购入房地产
和相关纳税问题。

骨牌倒下？

眼下，特检组已经掌握青瓦台介入三星并
购案的大量相关证据，并表示已向国会检举李
在镕在听证会上作伪证的嫌疑。去年12月，李
在镕以证人身份在国会举行的“闺蜜干政”事
件听证会上接受议员质询，声称朴槿惠在2015
年7月与他的私人会谈中没有提及或要求他向
崔顺实控制的基金会捐款，同时多次否认三星

“为了某些回报而提供支持或捐款”。
韩国媒体解读，李在镕被外界认为是朴槿

惠与三星之间内幕交易的核心人物，对李在镕
的传唤或将意味着特检组针对朴槿惠受贿嫌
疑的调查接近尾声。如果特检组最终证实朴槿
惠通过帮助三星并购案以换取三星对崔顺实
的资金支持，朴槿惠可以适用第三方受贿罪。

眼下，三星方面尚未就李在镕接受问讯
一事作出回应。不过，由于李在镕已经被认定
为嫌疑人，这位三星“太子”接下来的命运似
乎凶多吉少。有三星高管担心，一旦李在镕被
捕，三星的一些核心业务可能因缺乏决策人
而陷入停摆，“尤其是，我们在推进风险投资
方面将面临困难”。 （新华国际）

记者会上，来自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的记者要求向
特朗普提问，遭特朗普拒绝，并直斥CNN的报道是“假新闻”。

CNN10日报道说，据美国情报机构知情人士透露，向美国总
统奥巴马和特朗普提交的关于“俄罗斯黑客干涉总统选举”报告
中说，俄罗斯人获取了特朗普个人和资金方面的“黑料”，不过俄
罗斯人予以“妥协”，对这一披露，特朗普情绪激烈，在自己的社交
媒体“推特”上发文说，要把CNN的记者从白宫赶出去。

特朗普与CNN这一番激烈对话后，《纽约时报》网站当天发
表一篇文章，题为“一份耸人听闻、未经证实的文件，如何演变成
特朗普的一场危机”。

《纽约时报》也是特朗普的老对手，尽管去年11月22日特朗
普当选没多久后造访《纽约时报》总部，但关系没有缓和，据美国
媒体报道，“特朗普对宪法的威胁”、“特朗普与国家的冲突”都是
这家报纸最近的言论。

去年10月12日，距离总统选举投票日不足一月时，《纽约时
报》爆料：有两名女性公开指认特朗普曾对她们行为不轨。特朗普
则反击说，这些女性都是“糟糕的说谎者”，并表示如果《纽约时
报》不撤稿，他将起诉这家报纸。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学者王浩说，美国主流媒体意识形态上各
有倾向，能够对民意产生重大引导作用而被称为第四权力，但新
闻记者中有约 60%被认为属于自由派，再加上持中间立场的群
体，比例则高达90%以上。所谓“自由派”，是认同开放包容、社会
多元、机会平等。王浩说，这种主张与美国的主流价值观一致，而
特朗普自参选以来，他的言行，如赶走非法移民、美墨边境修“边
境墙”、反自由市场的主张等，一直在冲击主流的“政治正确”。这
一激烈争斗，不会在特朗普就任总统后停息。

对于被曝机密报告中有关特朗普在海外酒店被外国情报人
员抓住“把柄”的说法，特朗普回应称，自己一直是个聪明人，住境
外酒店时会警惕潜在的监听和监视行为。

特朗普反问，“真的有人相信这条新闻？……这方面我有洁癖
的，相信我”。这段话引起现场哄笑声。

媒体注意到，这场记者会不仅是特朗普当选以来的首场记者
会，也是他本人6个月来召开的首场记者会。延续“另类”风格，特
朗普的记者会也呈现出与其他当选总统截然不同的氛围。

路透社报道，当特朗普抵达举行记者会的特朗普大厦时，一
些静候在电梯附近区域的支持者和员工鼓掌欢迎。这些人也被认
为是特朗普记者会的“私人助威团”。记者会上，特朗普的3个孩
子和候任副总统彭斯站在其右手边，而包括史蒂夫·班农在内的
高级顾问团队成员站在其左手边。整个问答环节，每当特朗普发
表痛批“假新闻”或反讽的幽默段子时，这些亲友和助手都会在一
旁鼓掌和响应助威。 本组稿件据新华社

由于特朗普的迟到，记者会推迟了15
分钟召开。第一个上台的是候任白宫新闻
发言人斯派塞，他首先澄清当天被媒体炒
得沸沸扬扬的俄罗斯握有特朗普把柄的
新闻是不真实的，并点名批评了《纽约时
报》和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接着由候任
副总统彭斯介绍特朗普上场。

特朗普首先描绘了一下他最近为当
总统做的种种努力，包括为美国人争取到
更多就业机会，称到他就职时“美国会变
得更好”，他在发言中特别提到与马云的
见面，重申他们会在一起做了不起的事。

记者的第一个问题还是追问他最新
的跟俄罗斯的丑闻是否属实？他说，这完
全是造谣，是反对他的人捏造的。特朗普
承认俄罗斯在去年美国大选期间对美国
民主党方面实施网络攻击。此前他一直不
愿接受美情报机构这一判断。在被问及如
果俄罗斯总统普京有意帮助他胜选，他是
否会接受，特朗普说：“如果普京喜欢唐纳
德·特朗普。我会视之为‘财产’，不会觉得
是‘债务’……我不欠俄罗斯”。

特朗普说，“奥巴马医改”将会尽快
被撤销、被取代，“很有可能在同一天或同
一周完成”，特朗普说，它是“民主党人的
问题，我们将帮他们把这个问题挪走，我
们会帮这个大忙。”特朗普曾在网上发文
指责 F-35 战机造价高。他在记者会上再
次指出，F-35 造价比预算高出数十亿美
元，“我们将降低成本，引入竞争机制”。

特朗普呼吁对医药行业实施新的招标
程序。他说：“我们是世界上最大的药品买
家，却没有合适地对药品进行招标”，导致
药价任意浮动。特朗普说：“我说过，我会成
为上帝创造的最棒的就业机会创造者，我
说到做到。”为防范非法移民偷渡，特朗普
选举期间多次放言要在美国和墨西哥边境
修建“边境墙”。他当天说：“就任后立刻开
启同墨西哥的谈判，待谈判完成，我可能要
等差不多一年半的时间，我不想等。”

这被认为是2017年最重要的新闻发布会
美国当选总统首次面对记者，发表自己的看
法，这“将影响未来世界政治和经济”
随着奥巴马告别演说和特朗普新闻发布会的
举行，特朗普时代已经到来
记者会依旧延续另类风格，特朗普直接跟媒
体“互掐”

美国新当选总统
首次新闻发布会

美国东部时间11日上午11时15分，在距离入主白
宫仅有9天之时，特朗普在纽约召开自他当选美国总统
以来第一次记者招待会。

德国电视一台称，这是2017年最重要的新闻发布
会。美国当选总统首次面对记者，发表自己的看法。各国政
府、国际组织以及经济界等，都希望通过新闻发布会了解
特朗普的政策动向，“这将影响未来世界政治和经济。”

当天，现场气氛十分“热烈”。

涉嫌行贿崔顺实 三星“太子”被传唤
李在镕向韩国民众致歉：没能展现正面形象

“能给我
们 一 个（提
问）机会么？”，，
CNNCNN 驻 白 宫 高驻 白 宫 高
级记者吉姆级记者吉姆··阿阿
科斯塔说科斯塔说。。

““不是你不是你，”，”
特朗普指着阿科特朗普指着阿科
斯塔回应道斯塔回应道。。

““ 你 正 在 攻你 正 在 攻
击 一 家 新 闻 机击 一 家 新 闻 机
构构，”，”阿科斯塔说阿科斯塔说。。

“你们的
新闻机构糟
透了，”特朗普特朗普
瞥了一眼阿科斯瞥了一眼阿科斯
塔塔，，手指向别处手指向别处，，
想让下一个记者想让下一个记者
提问提问。。

““ 当 选 总 统当 选 总 统
先生先生，，可以给我们可以给我们
一个提问的机会一个提问的机会
么么？”？”阿科斯塔没阿科斯塔没
有放弃有放弃。。

“安静，放
礼貌点儿，”
特 朗 普 说 ，
“我不会让你
提问的，你们
是假新闻！”

看点：
特朗普
吵架？

““ 如 果 普 京如 果 普 京
喜欢唐纳德喜欢唐纳德··特特
朗普朗普。。我会视之我会视之
为为‘‘财产财产’，’，不会不会
觉 得 是觉 得 是 ‘‘ 债债
务务’’……我不欠……我不欠
俄罗斯俄罗斯”。”。

““ 奥 巴 马 医奥 巴 马 医
改将会尽快被撤改将会尽快被撤
销销、、被取代被取代，，很有很有
可能在同一天或可能在同一天或
同一周完成同一周完成，，民主民主
党人的问题党人的问题，，我们我们
将帮他们把这个将帮他们把这个
问题挪走问题挪走，，我们会我们会
帮这个大忙帮这个大忙。”。”

焦点焦点
狠掐CNN
拒绝回答其任何提问

画面画面
特朗普负责讲段子
亲友负责鼓掌

现场现场

首次承认
俄攻击美国网络

1月11日，美国候任总统特朗
普在纽约举行记者会。当天的会
上，特朗普和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掐架”成为焦点。 新华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