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针对弹劾总统朴槿惠一案，韩国
宪法法院定于 27 日举行最后一次庭
审，朴槿惠仍未出席这次庭审。韩国宪
法法院去年12月开始审理此案以来，
朴槿惠从未出席庭审。

同时，韩国代总统、总理黄教安
27 日宣布，不予批准总统朴槿惠“闺
蜜干政”案特别检察组延长调查期限
的申请。由此，特检组的调查取证活动
将于28日截止。

特检组本月 16 日向黄教安提出
延长调查期限申请。按规定，特别检察
小组可展开最长70天的调查，即本月
28日期满；如果提出延期申请并获总
统批准，调查时间可延长 30 天。只不
过，代总统黄教安此前一直未就是否
批准调查延期发表看法。

黄教安的发言人洪权熙（音译）27
日告诉媒体记者，“经过深思熟虑，代
总统决定，出于对国家稳定的考虑，特
检组调查时间还是不延期为好，”后续
调查应交由检方进行。

韩联社总结，目前特检组还有几
项任务没有完成。首先，这一调查机构
未能当面调查总统。去年 11 月，在特
检组成立前，朴槿惠曾以“日程繁忙”
为由，三次拒绝检方当面调查要求。除
对总统的调查，特检组也没有完成对
青瓦台前首席秘书禹柄宇的调查。特
检组曾提请批捕此人，但被法院驳回。
特检组原先还打算调查SK、乐天等大
企业向朴槿惠及其亲信崔顺实行贿的
嫌疑，但由于时间限制也未能开展。

对于代总统不批准特检组延期调
查一事，韩国在野党表示反对，称这一
决定是有意偏袒朴槿惠。

朴槿惠的“拖延战术”从今年1月3
日的总统弹劾案首次辩论已现端倪。韩
国法律规定，如果当事人缺席辩论，法院
需要重新指定时间开庭审理。如果当事
人再次缺席，法院可在当事人不在场的
情况下照常进行审理。因此，即使朴槿惠
再次缺席，韩国宪法法院也会如期进行
总统弹劾案的审理。（新华社、北京晚报）

“终审日”
朴槿惠仍未露面

朴槿惠弹劾案将在朴槿惠弹劾案将在33月月1313日这一日这一
关键日期之前宣判关键日期之前宣判。。这一天是代院长这一天是代院长
李贞美退休的日子李贞美退休的日子。。此前此前，，宪法法院原宪法法院原
院长朴韩哲于院长朴韩哲于11月底卸任月底卸任。。上述两人上述两人
退休后退休后，，宪法法院的宪法法院的99名大法官将减名大法官将减
至至77人人。。根据韩国法律根据韩国法律，，认可弹劾案需认可弹劾案需
要宪法法院要宪法法院 99 名法官中至少三分之名法官中至少三分之
二二、、即即66人同意人同意，，这一人数要求不会因这一人数要求不会因
个别法官的离任而改变个别法官的离任而改变。。也就是说也就是说，，即即
便只剩便只剩77名法官名法官，，仍需仍需66人同意才能赞人同意才能赞
成弹劾案成弹劾案。。如果宪法法院未能在如果宪法法院未能在33月月
1313日前对弹劾案作出裁决日前对弹劾案作出裁决，，届时朴槿届时朴槿
惠只需获得两名法官支持惠只需获得两名法官支持，，即可否决即可否决
弹劾案弹劾案，，重掌国政重掌国政。。

●如宪法法院未能在3月13
日前对弹劾案作出裁决
●届时朴槿惠只需获得两名
法官支持即可重掌国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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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韩联社2月27日报道，韩国国防部27日表示，乐天
集团当天召开董事会会议，决定把星州高尔夫球场地皮
转让给国防部用于部署“萨德”反导系统。而“萨德”部署
最早将在今年6月底前完成。

去年11月，韩国政府与乐天集团就“换地”达成初步
协议。根据这一协议，前者用首尔附近的京畿道南杨州市
一块国有土地换取后者拥有的星州郡高尔夫球场，作为

“萨德”部署地。
“萨德”全称为“末段高空区域防御系统”。美韩去年7

月宣布，将在韩国部署“萨德”，理由是防范朝鲜可能发动
的导弹攻击。据悉，美国部署在韩国的“萨德”反导系统将

有4辆至9辆发射车，每辆发射车配有8枚拦截弹。不过，
发射车的确切数字尚未对外公布。“萨德”系统将使用
AN/TPY—2型X波段雷达。

韩国国防部原计划今年 1 月完成与乐天集团的“换
地”事宜，但由于乐天集团方面推迟了相关理事会会议，

“换地”比原计划晚了约一个月。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 27 日在例行记者会上表

示，中方反对在韩部署“萨德”系统的意志是坚定的，
将采取必要措施维护自身安全利益，由此产生的一切
后果由美韩承担。

耿爽表示，美韩推进在韩国部署“萨德”反导系统，严

重破坏地区战略平衡，严重损害包括中国在内的本地区
有关国家战略安全利益，不利于维护朝鲜半岛的和平与
稳定。中方反复强调，理解有关方维护自身安全的合理关
切，但一国安全不应建立在损害别国安全的基础上。遗憾
的是，韩方罔顾中方利益关切，执意配合美方加紧推进有
关部署进程。中方对此表示坚决反对和强烈不满。

“我要再次强调，中方反对在韩部署‘萨德’系统的
意志是坚定的，将坚决采取必要措施维护自身安全利
益，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由美韩承担。我们强烈敦促有
关方停止相关部署进程，不要在错误道路上越走越
远。”耿爽说。 （新华社、外交部网站）

韩国MBC电视台26日表示担忧，中国
对“萨德”的报复措施或将升级，继封杀韩国
艺人出演的广告、综艺节目后，最近中国再次
要求互联网网站不要再更新韩流相关视频。
报道称，据在中国的韩国消息人士透露，从本
月24日起，中国各网络平台的韩流节目已经
全面停止更新，其最大理由“当然是萨德”。

韩国娱乐界相关人士忧虑，此前中国
各地方卫视已经停止播放韩国电视节目并
禁止韩国演艺人士上镜，现在连网上视频
也被阻断，韩流产业遭受的打击恐怕越来
越严重。韩联社26日称，中国多家媒体都曾
就乐天出让土地发出警告，“虽然乐天高层
已经就此问题下了结论，但中国的持续反

对声音仍让乐天坐卧不安”。
英国《金融时报》评论说，中国媒体的最

后通牒令乐天陷入困难境地，它被夹在商业
利益和韩国政府的意愿中间。韩国国防部的
说法是，“乐天有能力从全局角度来解决这个
问题，换句话说，为了国家安全和国家利益”。

“乐天一边从中国消费者那里获取利
益，一边却积极损害着中国的安全利益，这
自然会给中国民众以不友好甚至敌对的感
觉，也理所应当会引发一部分消费者对它的
恶感，影响其面向中国的经济活动”，辽宁省
社科院朝鲜研究中心主任吕超说，“中国人
有权利选择自己喜欢的，也有权选择拒绝自
己讨厌的。” 据新华社、人民日报海外版

印尼万隆政府楼遭袭
警方击毙枪手

印尼第三大城市万隆的一座公园
27日发生爆炸，警方随后包围一座政
府办公楼，与一名枪手交火，经过一番
对峙，最终击毙袭击者。警方说，袭击
者关联一个“恐怖网络”。

当天上午8时30分左右，袭击者
在一座公园引爆一个用高压锅自制的
炸弹。当地媒体报道，爆炸物中混有铁
钉。目击者说，袭击者逃入大约 50 米
外一座当地政府的两层办公楼，被警
方发现，双方爆发枪战。

大约一个小时的对峙中，袭击者
在楼内纵火。执法部门出动消防车，隔
着街，用高压水龙头灭火。“我们试图
谈判，但袭击者要把这地方烧了，”当
地警察局长安东· 查理安告诉印尼美
都电视台记者。

西爪哇省警方发言人尤斯里·尤
努斯说，这名枪手年龄三四十岁，腹部
中弹，稍后不治。查理安说，此次袭击
没有造成其他人员伤亡。枪手闯进办
公楼后，所有人员迅速撤离。“关于嫌
疑人的身份与犯罪动机，我们仍在继
续调查。”安东说道。“据初步情报，此
前因涉嫌与极端组织有染，袭击者已
受反恐机构监视。”

警方还在袭击者身上搜到枪支和
两个背包，但并未透露包内所装物体。
尤斯里表示，此次炸弹袭击可能涉及
两名嫌疑人，据目击者说，一名男子在
爆炸发生后骑上摩托车逃离现场。未
经证实的消息说，袭击者是为了威胁
警察，要求释放一名被关押的同伙。

印尼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伊斯兰
国家。2002年的巴厘岛恐怖炸弹袭击
曾造成 200 多人丧生，其中绝大部分
为外国游客。 （新华社）

韩国乐天集团决定为“萨德”供地
中方：将坚决采取必要措施维护自身安全利益，一切后果由美韩承担

“乐天不能
吃中国饭
砸中国锅”

从1994年进入中国市场算起，作为韩国免税店行业龙头企业的乐天在华事业
已发展23年。如今，乐天的业务覆盖中国20多个省市，在华拥有120多家门店；去
年，乐天在华营业额是2009年的7倍多。乐天享受中国发展红利的更明显例子是：
韩国乐天免税店总销售额的7成来自中国游客。

由于“萨德”部署计划遭到中国政府的强烈反对，此前曾有乐天集团的工作人
员对媒体表示，担心其涉华业务会因“萨德”用地一事遭受影响，甚至可能会引发中国
民众的罢买抵制行动。网友也就此表示，“乐天不能边吃中国的饭，边砸中国的锅”。

一边享受中国发展红利

去年传出乐天将与军方做土地交换的
消息后，乐天在中国的事业逐渐受到影响，
该集团在沈阳在建的乐天世界停工，乐天
在淘宝网的官方旗舰店全面停业，另有3家
乐天超市关闭。中国方面没有把这些与“萨
德”的事情联系起来，但分析人士普遍认
为，这些就是乐天向部署“萨德”提供土地
所付出的代价。

因为卷入“萨德”，乐天在中国市场的品
牌形象差不多彻底毁了。该集团在中国有约

120家商场和设施，它们的前景大概都将是
灰暗的。仅从流通行业来看，乐天在华销售
额超过3万亿韩元。如果中国政府真的对乐
天采取措施，乐天将遭受巨大的经济损失。

英国路透社表示，中方在消防检查后，
叫停乐天集团在沈阳的房地产投资项目，这
是中方对中韩关系因“萨德”出现的紧张做
出的又一回应。对此，《俄罗斯卫星网》评论
说，美国“萨德”已经伤及在华韩企利益，许
多在华韩企尝到了中国强有力的“回击”。

一边损害中国安全利益

“中国人有权拒绝”
乐天一边从中国消费者那里获取利益乐天一边从中国消费者那里获取利益，，一边却积极损害着中一边却积极损害着中

国的安全利益国的安全利益，，这自然会给中国民众以不友好甚至敌对的感觉这自然会给中国民众以不友好甚至敌对的感觉，，
也理所应当会引发一部分消费者对它的恶感也理所应当会引发一部分消费者对它的恶感

乐天·韩国免税店
7成销售额来自中国游客

作为韩国国内五大集团之一、世界五百
强的跨国企业，乐天除了在中国的沈阳、北
京、天津等各大城市发展零售、食品、石化地
产及金融等领域事业以外，还发展旅游业。仅
在2016年，中国就有近900万人去韩国旅游。
作为韩国免税店行业的龙头企业，乐天免税
店去年第一季度的销售额中就有70.8%来自
中国游客的腰包。

据韩国媒体21日报道，受“萨德”影响，
原本以中国富豪为目标的乐天世界塔项目
旗下的高档公寓房销售亮起红灯。由于担心
中国对乐天实施制裁，该集团所属企业的股
价21日也集体跳水。

123 层的乐天世界塔是目前韩国最高

的摩天大楼，计划销售的高档公寓房位于
42至71层，每套房价从45亿至370亿韩元
不等（1万韩元约合60元人民币），中国富豪
被视为最主要的潜在客户群，预期至少有一
半客户将来自中国。去年10至12月，乐天集
团在中国深圳、上海、北京等地接连举办该
楼盘的推介会，当时吸引了数百名资产超过
100 亿韩元的中国富豪。然而，近期“萨德”
引发的紧张持续发酵，已影响中国买家的购
买意愿，他们纷纷选择放弃购买或观望，令
该楼盘的销售前景十分堪忧。负责销售该楼
盘的相关人士说：“我们计划于下月中旬正
式开盘销售，受‘萨德’影响，预计中国买家
的比例不会超过30%。”

乐天·中国市场
仅流通行业就超3万亿

新华时评

韩国乐天集团同意就“萨德”反导系统部署用地与韩国军方签署协
议。闯过了选址问题这一关，“萨德”部署进程就完全掌控在韩国军方手
里，“萨德”落地节奏将大大加快。毋庸置疑，这将严重损害包括中国在内
的本地区有关国家战略安全利益。如果说部署“萨德”是在中国背后“捅刀
子”，那乐天此次不计后果的草率决定，无异于为虎作伥。对于这样的乐
天，中国不欢迎！

近年来，中韩关系保持良好发展，为两国企业带来了无限商机，乐天
就是最为典型的受益者之一。作为韩国排名前五的大企业，乐天在华业务
涵盖领域广、收益大。乐天玛特超市、乐天免税店、好丽友等品牌为中国消
费者所熟知。截至2015年底，乐天集团旗下门店覆盖了中国24个省份。乐
天免税店常年爆满，甚至不得不大幅扩建以招徕更多的中国游客。中国市
场对于乐天的重要性不言自明。

去年 7 月美韩决定在韩国部署“萨德”以来，中韩不仅政治关系遇
冷，经贸、人文等各领域交往也受到了影响。可以预见的是，随着“萨德”
入韩成为定局，两国间各领域顺利合作恐将受到更严重冲击。作为直接
卷入部署进程的乐天，也难脱其咎，由此可能遭受的损失，也是它自己种
下的苦果。

可能有人认为乐天作为韩国企业在涉及国家安全的问题上向政府提
供配合无可厚非。但是，维护本国的安全利益不应以牺牲别国的安全利益
为代价。中方已提出愿同韩方共同寻找兼顾双方关切的解决办法，但韩方
对此置若罔闻，反而一门心思配合美方加快部署进程。试问，有哪个国家
的人民能容忍外国企业在自己的国家挣得盆满钵满，却干着有损本国国
家利益的勾当？乐天能够出于“国家安全”的考虑同韩国军方换地，中国消
费者也完全可以出于“国家安全”的考虑对这样的企业、这样的产品说不！

近几天，韩国民众和民间组织分别在韩国国会以及乐天百货商场门
前举行示威，抗议部署“萨德”，要求乐天拒绝提供部署用地，甚至把此举
作为判断乐天是否是真正国民企业的标准。可见，乐天此举不仅伤害中国
民众的感情，在韩国国内也是不得人心。从长远看，它损失的恐怕不仅仅
是账面上的营业额，更是企业的人脉、名声和形象。

在商言商，企业的任务是经营，目的是盈利。既想在国内政治上得分，
又想在商业上获利，世界上没有这等一举两得的好事。乐天自己既然无法
想清楚这样简单的问题，就让中国的老百姓来给出答案。

中国不欢迎
这样的“乐天”

26日，首尔，一名韩国人抗议乐天为“萨德”供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