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此前，韩国检方
认定朴槿惠涉滥用职
权、强迫、强迫未遂、泄
露公务机密等13项嫌
疑。其中，受贿罪的量
刑最重，因此检方和朴
槿惠方面可能会围绕
该罪名斗智周旋。

韩国首尔中央地
区检察官办公室官员
18日表示，检方内部已
达成共识，准备就朴槿
惠在亲信干政案中的
罪行向法院申请拘捕
令，正式逮捕朴槿惠。
一旦罪名成立，朴槿惠
或将面临终身监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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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联邦调查局（FBI）局长詹
姆斯·科米20日在国会听证会上首
次证实，FBI正在调查关于俄罗斯政
府涉嫌干预美国2016年总统选举的
指控，调查范围包括总统唐纳德·特
朗普的竞选团队成员是否与俄罗斯
方面存在关联。

美国白宫发言人肖恩·斯派塞
20日在例行吹风会上对联邦调查局
局长国会听证作出回应，说没有任
何证据显示特朗普竞选团队与俄罗
斯有关。

已调查数月

美国国会众议院情报委员会20
日举行听证会，科米和国家安全局
局长迈克·罗杰斯接受质询。美国国
会如今针对俄方干预美国大选疑云
展开多项调查，众院情报委员会是
调查方之一。

“（FBI）正在调查俄罗斯政府干预
2016年总统选举一事，”科米在听证会
上说，“包括特朗普竞选团队成员和俄
政府之间存在何种联系，以及特朗普
竞选团队是否与俄方有过合作。”

他还透露，相关调查从去年7月
开始。不过，鉴于这一“敏感”调查仍
在进行中，他无法谈及调查涉及的
具体内容、人员以及期限。

“我可以承诺，我们一定会追踪

事情真相，无论最终得出什么样的
结果，”他说。

美俄“黑客门”从去年美国总统
选举期间开始发酵并不断升级。去
年12月10日，多家媒体披露了美国
中央情报局的一份秘密评估报告，
称俄罗斯干扰了美国2016年大选，
目的是打击民主党候选人希拉里·
克林顿，确保特朗普上台。俄方否认
上述指控。

质疑窃听说
按路透社的说法，这场国会听

证会持续了5个半小时。除证实关于
大选的调查外，科米还指出，特朗普
针对奥巴马的窃听指控没有根据。

“至于特朗普发推文指认奥巴
马政府在大选期间对特朗普大厦电
话进行窃听一事，眼下没有支持这
一指控的信息，”他说。

本月4日，特朗普通过社交网
络指认奥巴马政府在大选期间对
纽约特朗普大厦实施电话窃听，并
要求国会彻查。此后，白宫发言人
肖恩·斯派塞还借他人之口为这一
指认“加料”，称英国三大情报机构
之一政府通信总部替奥巴马实施
窃听。

美国参议院情报委员会先前宣
布，没有发现所谓特朗普大厦遭监
听的证据。

白宫作回应
白宫发言人肖恩·斯派塞20日

说，他没有发现任何白宫官员接受
了FBI的调查。

按美联社的说法，FBI此前一直不
愿公开证实正在调查俄罗斯干预美国
大选疑云。至于为何选择在此时证实调
查，科米20日说，这一事件备受关注，加
之美国司法部已经批准调查，FBI认为
现在公开调查一事“合乎时宜”。

特朗普20日也在关注这场国会
听证会。听证会开始前数小时，他发
推文称：“民主党捏造和推销俄罗斯
（干预）大选的假新闻，是在为自己
输掉大选找借口而已。”

听证会期间，特朗普还在“推
特”留言称，科米说没有找到他的竞
选助手与俄方勾结的证据。但按美
联社的说法，科米根本没有说过这
样的话。 （新华社）

最老亿万富翁
洛克菲勒去世

享年101岁 身家32亿美元

美国著名银行家戴维·洛克菲勒
20日在位于纽约州北部波坎蒂科山的
家中去世，享年101岁。家族发言人弗
雷泽·赛特尔说，戴维·洛克菲勒因心
力衰竭，在熟睡中长眠。戴维·洛克菲
勒生于1915年，是洛克菲勒家族第三
代，也是家族最年长成员，他的祖父是
创立标准石油公司的美国石油巨头约
翰·洛克菲勒。

洛克菲勒家族和中国的连接点，
最著名的莫过于北京协和医学院。这
也是洛克菲勒基金会在海外单项拨款
数目最大、时间延续最长的慈善援助
项目。

戴维·洛克菲勒曾是大通曼哈顿
银行的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控制大
通曼哈顿银行十多年。据《纽约时报》
报道，尽管洛克菲勒家族在大通曼哈
顿银行的股份从未超过5%，但该银行
长期以来还是被称作“洛克菲勒银
行”。2015年，作为洛克菲勒家族“族
长”的他迎来百岁生日，成为世界最老
的亿万富翁。

洛克菲勒家族是一个驰骋于美国
工业、政治和银行业的家庭，也是美国
最显赫的家族之一。戴维·洛克菲勒的
爷爷约翰·洛克菲勒19世纪下半叶创
办标准石油公司，通过石油生意积累
了巨额财富。在全盛期他垄断了全美
90%的石油市场，成为美国第一位十
亿富豪与全球首富。

根据福布斯美国最富有家族排行
榜，该家族健在的成员有200人左右，
拥有的净资产总计约110亿美元。除了
巨额财富外，洛克菲勒家族也因为慈
善事业为世人所知。约翰·洛克菲勒一
生捐出巨额资产用于慈善事业，他的
后代也延续这一做法，家族旗下的洛
克菲勒基金会长期关注农业、医疗卫
生等领域。

戴维·洛克菲勒自2004年7月以来一
直担任洛克菲勒家族族长。虽然长寿，却
不得不目送一个个亲人离世。他的五个
哥哥姐姐数年前接连去世，他的儿子也
在驾驶一架小型飞机时坠机身亡。

据福布斯公司估算，戴维·洛克菲
勒身家32亿美元，位居全球富豪榜第
603位。戴维·洛克菲勒本人也是一名
慈善家。据报道，2006年至2008年间，
他先后向洛克菲勒基金会和自己的母
校哈佛大学提供大笔捐赠，总额超过3
亿美元。路透社则援引其发言人的话
报道，戴维·洛克菲勒一生中向纽约现
代艺术博物馆、洛克菲勒大学捐赠了
近20亿美元。在他百岁生日时，他向缅
因州捐赠了400万平方米的土地。

戴维还做了许多祖父辈没有尝试
过的事情。例如，他写了一本书讲述他
在美国实力最雄厚家族中的个人生活，
还写了一本传记——《回忆录》，把家族
史囊括其中。不论是在他的书中，还是
在生活里，他总是强调说，一个拥有巨
大社会财富的人应该具有社会责任感。

中国有句老话，说“富不过三代”，
但是洛克菲勒家族发展到现在已经是
第六代了，依然如日中天、独“富”天
下。1911年，依据休曼反垄断法案，标
准石油被分拆，但洛克菲勒家族仍是
美国最富有的家族，且经历六代人，从
未引发任何争产风波。这与他们的财
富观念和从小对子女的教育息息相
关。他们的家族崇尚节俭并热衷创造
财富。（新华社、北京晚报、法制晚报）

朴槿惠是韩国宪政史上第一
个被弹劾罢免的总统，也是继卢
泰愚、全斗焕和卢武铉之后，韩国
宪政史上第四个被检方传讯的前
总统。

朴槿惠虽遭罢免，但仍有不少
支持者。警方21日在首尔中央地方
检察厅周边部署了大量警力。

当天一早，朴槿惠的支持者就
聚集到检察厅附近和距离那里不远
的朴槿惠私宅周边，力挺这名前总
统。与此同时，检察厅的另一个大门

口则聚集了她的反对者。
韩国各大政党也对朴槿惠接受

传讯一事作出反应。最大在野党共
同民主党党鞭禹相虎说：“我希望朴
槿惠能真诚对待检方调查，而不是
像她迄今所表现的那样。”

共同民主党前党首文在寅的发
言人说，文在寅希望朴槿惠能坦白
真相并请求公众原谅。

正党发言人吴辛焕（音译）说：
“我们希望检方对朴槿惠的调查能
终结国家眼下的混乱和分裂。”

下周三
英国正式启动“脱欧”

英国首相特雷莎·梅的发言人20
日说，首相特雷莎·梅将于本月29日致
信欧盟，宣布正式启动《里斯本条约》
第50条，开始“脱欧”程序。届时，英国
将有两年时间完成“脱欧”谈判。

英国议会13日投票通过“脱欧”法
案，为英国政府正式启动“脱欧”扫清
了法律程序上最后的障碍。英国女王
伊丽莎白二世16日签署“脱欧”法案，
授权特雷莎·梅启动“脱欧”程序。

特雷莎·梅的发言人20日告诉媒体
记者，英国方面已经把29日启动“脱欧”
程序的意愿告知欧洲理事会主席唐纳
德·图斯克。特雷莎·梅将于29日正式致
信并在英国议会就此发表演说。

“我们希望（‘脱欧’）谈判迅速启
动，”这名发言人说。

英国正式宣布启动《里斯本条约》
第50条后，欧盟委员会将在两天内予
以初步答复。不过，正式谈判预计需要
至少数周时间。

路透社报道，图斯克收到英方书
面文件后，将向欧盟其余27个成员国
发放“脱欧”谈判初步指南，然后与27
国领导人会晤，敲定最终谈判细则。细
则预计5月初达成。

只要细则就位，欧盟委员会和负
责内部市场与服务的欧盟委员米歇
尔·巴尼耶就可以与英国“脱欧”事务
大臣戴维·戴维斯安排谈判。

巴尼耶和欧盟委员会主席让—克洛
德·容克方面均表示，已做好谈判准备。

英国“脱欧”事务大臣戴维斯发
表声明说，英国民众作出“历史性决
定”脱离欧盟，“下周三，政府将执行
这一决定，启动《里斯本条约》第50条
正式开启这一进程”。 （新华社）

嫌疑人朴槿惠
到案致歉

若罪名成立
或终身监禁

此前，韩国检方认定朴槿惠涉滥用职权、强迫、强迫未遂、泄露公务机密等13项嫌疑。
韩联社21日报道指出，检方将重点盘问朴槿惠是否从三星集团收受贿赂、是否要求企业
向由其亲信崔顺实掌控的Mir财团和K体育财团出资、是否泄露青瓦台机密文件等。其中，
受贿罪的量刑最重，因此检方和朴槿惠方面可能会围绕该罪名斗智周旋。韩国法律规定，
受贿金额超过1亿韩元（约合61.7万元人民币）将获刑10年以上监禁乃至终身监禁。

据分析，检方和朴槿惠方面将围绕朴槿惠主要罪名斗智周旋，而鉴于朴槿
惠一直声称自己“毫不知情”，预计朴槿惠在此次讯问中仍会矢口否认指控。

韩国首尔中央地区检察官办公室官员18日表示，检方内部已达成共识，准
备就朴槿惠在亲信干政案中的罪行向法院申请拘捕令，正式逮捕朴槿惠。一旦
罪名成立，朴槿惠或将面临终身监禁。

FBI首次公开承认：
正在调查特朗普与俄罗斯是否“勾结”

■ 20日，白宫发言人肖恩·斯派塞在例行吹风
会上对FBI局长国会听证作出回应，说没有任何证
据显示特朗普竞选团队与俄罗斯有关。

■ 就特朗普在推特上指控奥巴马政府在大选
期间对纽约特朗普大厦电话进行窃听，FBI局长科
米说：“我没有支持这些推文的信息。”

韩国前总统朴槿惠21日按要求接受韩国检察厅特别调查本部传讯。这
是她失去刑事豁免权后，首次以嫌疑人身份接受检方当面调查。她当天告诉
媒体记者，自己向民众道歉，并承诺将配合调查。

韩国检方对朴槿惠提出13项涉嫌犯罪指控，准备提问达200多个，其中
受贿、滥用职权成为调查核心。分析认为，如果朴槿惠继续矢口否认，检方对
其申请逮捕令的可能性较大。

韩联社分析称，鉴于朴槿惠在对国民谈话、媒体采访中一直声称自己不
知情或无故意，预计朴槿惠在此次讯问中仍会否认指控。

韩国文化体育观光部20日宣布，已经吊销两家与“亲信干政”事件主谋
崔顺实有关基金会的执照。

朴槿惠21日9时30分左右抵达
首尔中央地方检察厅，开始接受韩
国检察厅特别调查本部传讯。

此前韩国检方和“亲信干政”案
特别检察组一直尝试当面讯问朴槿
惠，但因未能缩小与总统府青瓦台
的意见分歧而落空。韩国宪法法院
10日宣布同意弹劾朴槿惠，立即解
除其总统职务。此后，她失去了在任
总统享有的刑事豁免权，从而无法
再继续回避调查。

抵达检察厅后，朴槿惠告诉等
候在那里的媒体记者：“我向公众致
歉，将诚实接受讯问。”不过，她回避
了媒体记者的提问。关于道歉，朴槿
惠只是说了向公众道歉，但是并未
说明为什么道歉。

在她被罢免之前发表的对国民
谈话中，她是为自己不够明察，没有
管理好周围的人表示道歉。在被罢
免之后，到达私邸时，朴槿惠发表的
立场中，她是为没能完成总统的任
期表示道歉，并向信任和支持自己
的国民表示了感谢。

但是，朴槿惠并未说明为什么
道歉，但是可以推测，很可能是对她
自己带来的混乱局面表示道歉。不
过，她此次讲话中提到国民非常希
望听到的号召国民团结这样的立
场。也有媒体分析认为，朴槿惠并没
有对自己的嫌疑发表立场，是因为
无论是她承认还是否认都会对当天
的调查产生影响。所以她很难就此
发声。

朴槿惠“亲信干政”丑闻中，由
朴槿惠闺蜜崔顺实控制的两大基金
会Mir财团和K体育财团一直是检方
调查重点。

检方怀疑，崔顺实利用与朴槿
惠的关系，迫使LG、三星等大企业向
这两家非营利性质的基金会“慷慨
解囊”，而部分捐款最终流入崔顺实
所设的“皮包公司”。

韩国文化体育观光部20日证
实，已经吊销Mir财团和K体育财团
的执照。

这一部门的声明说，相关调查
显示，“大企业并非出于行善目的自
愿向这两家基金会捐款，而是被迫
为之，其目的是行贿”。针对基金会
的资产清算工作将展开，至于其资
产将如何处置，还要等相关案件调
查结果出炉后再作决定。

Mir财团成立于2015年10月，用
于促进与其他国家的文化交流；K体
育财团成立于去年1月，涉足了一些
与体育相关的项目。

（新华社、法制晚报）

朴槿惠向公众道歉 承诺配合调查

此次朴槿惠接受传讯时将不会
被录音或录像，两名律师将轮流陪
伴她接受讯问。按韩国检方的说法，
这轮传讯可能会持续至深夜。据媒
体报道，之前卢武铉接受调查时，嫌
疑只有三项。前总统卢武铉非常健
谈，他本人是律师出身，即便如此当
时的调查还是进行了13个小时。

朴槿惠属于沉默寡言型，因此进展
会比较困难，时间也会较长。而检方和
朴槿惠方面都希望21日能够结束调查。
本次聆讯的重点是，检方将根据21日对
朴槿惠的问讯情况决定是否发出逮捕
令。分析指出，由于目前其他的合谋嫌
疑人已经全部被捕，因此，前总统朴槿
惠被申请拘捕令的可能性也很大。

新闻分析

双方或就受贿罪周旋 朴槿惠仍会否认指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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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顺实控制的两大基金会遭取缔

各大政党对朴槿惠接受传讯作出反应

21日上午，韩国
前总统朴槿惠以犯罪
嫌疑人身份到案，在抵
达首尔中央地方检察
厅时回避记者提问，仅
对公众致歉，说将坦白
交代配合调查。

朴槿惠是韩国宪
政史上第一个被弹劾
罢免的总统，也是继卢
泰愚、全斗焕和卢武铉
之后，韩国宪政史上第
四个被检方传讯的前
总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