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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天一家人”
否认全部指控
把所有疑点推到该集团创始人 94 岁的辛格浩身上

南苏丹一小型客机坠毁
中国驻南工兵参与救援

一架小型客机 20 日下午在南苏丹瓦乌机场着
陆时坠毁，燃起大火并伴有爆炸，目前伤亡情况不
明。中国赴南苏丹（瓦乌）工兵和医疗分队正在参
与救援。
另据外媒报道，一架飞机在南苏丹机场坠毁，
有人员伤亡。在南苏丹坠毁的飞机上有 44 名乘
客，
据推测，
他们都已遇难。
文并图/新华社

中方将不赴纽约参加
“禁止核武器条约”谈判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 20 日在例行记者会
上表示，经慎重研究，中方将不参加即将在纽约举
行的
“禁止核武器条约”
谈判。
华春莹说，中国一贯主张并积极倡导最终全面
禁止和彻底销毁核武器，这与“禁止核武器条约”的
谈判宗旨在根本上是一致的。同时，中方也认为，
实现核裁军目标无法一蹴而就，必须遵循“维护全
球战略稳定”和“各国安全不受减损”的原则，循序
渐进加以推进；相关进程必须在现有国际裁军和防
扩散机制下处理。
她说，近期，中方一直就“条约”谈判相关问题
同有关方保持着坦诚、深入沟通。经慎重研究，中
方日前决定不参加谈判。中方这一决定系出于维
护现有国际军控和裁军机制及坚持循序渐进推进
核裁军原则的考虑，体现了中方对维护全球战略平
衡与稳定的负责任态度。
据新华社

中方敦促印方恪守
“涉藏问题”
的承诺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 20 日在例行记者会
上表示，中方对印方执意邀请十四世达赖参加印政
府举办的国际佛教大会一事表示强烈不满和坚决
反对，敦促印方尊重中方核心关切，避免中印关系
受到进一步干扰和损害。
有记者问，据印媒报道，印度文化部与新那烂
陀大学 3 月 17 日至 19 日在印比哈尔邦王舍城举办
国际佛教大会。十四世达赖与印文化和旅游国务
部长夏尔马共同为会议揭幕，达赖还在会上发表了
演讲。中方对此有何评论？
华春莹说，近日，印方不顾中方严正交涉和强
烈反对，执意邀请十四世达赖参加印政府举办的国
际佛教大会，安排其与印政府官员共同为会议揭幕
并在会上发表演讲。中方对此表示强烈不满和坚
决反对，敦促印方认清达赖集团的反华分裂本质，
恪守在涉藏问题上的承诺，尊重中方核心关切，避
免中印关系受到进一步干扰和损害。
据新华社

英国本月 29 日
启动
“脱欧”
程序

英国政府发言人 20 日对媒体表示，首相特雷
莎·梅将于本月 29 日宣布启动《里斯本条约》第 50
条，
正式开启英国
“脱欧”
程序。
发言人表示，特雷莎·梅将致信其他 27 个欧盟
成员国，告知他们英国正式启动“脱欧”程序决定，
并期待尽早开始同欧盟谈判。发言人说，英国驻欧
盟大使已于当天早些时候将这一决定告知欧洲理
事会。
按照欧盟法律，一旦英国启动《里斯本条约》第
50 条，
正式开启
“脱欧”
程序，
英国应于 2019 年年初
完成与欧盟其他 27 个成员国的谈判；如需延长谈
判，
必须得到所有成员国一致同意。
英国议会于本月 13 日投票通过
“脱欧”
法案，
为
英国政府正式启动“脱欧”程序扫清法律程序上的
最后障碍。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也已签署“脱
欧”
法案，
授权特雷莎·梅启动
“脱欧”
程序。

“影响世界华人大奖”
人物榜单 31 日揭晓
近日，
“ 世界因你而美丽——影响世界华人盛
典”组委会宣布启动 2016-2017 年度的推选，并宣
布将于 3 月 31 日在清华大学新清华学堂举行颁奖
典礼，揭晓新一届入选“影响世界华人大奖”和“影
响世界华人终身成就奖”
的人物榜单。
自 2007 年首届举办以来，华人盛典秉承“表彰
华人典范，展现华人风采，让杰出华人代表成为全
体华人榜样”的宗旨，连续十年，向每一年度在世界
科学研究、公共事务、体育竞技、文化艺术、希望之
星等不同领域里做出卓越贡献的杰出华人致敬。
延续往年的奖项设置，今年的“影响世界华人
大奖”仍将按照公共事务、科学研究、体育竞技、文
化艺术、希望之星五大类别颁出，并从在世界范围
内享有盛誉的华人代表中评选出一位“终身成就
奖”获得者。届时，各主办媒体机构将对盛典活动
进展进行全程关注和报道。
文/辛闻

乐天集团会长辛东彬（左二）、
辛东彬长兄辛东主、
乐天创始人辛东彬之父（左一）辛格浩和辛格浩第三任妻子徐美敬抵达法院接受调查
供图/视觉中国
韩国首尔中央地方法院 20 日举行针对乐天集
轮椅前行。对于自己为何进了法院，他看起来有
（约合 2.4 亿元人民币）的非法薪资。此前，
辛格浩的
团家族成员一系列指控的首场听证会。会上，乐天
些疑惑。
第三任夫人徐美敬和女儿辛英子已因逃税等罪名被
集团会长辛东彬及其家人否认挪用公款、逃税等全
进入听证会现场后，
辛格浩把拐杖扔到地上，
高
起诉。今年 1 月，
辛英子被判 3 年监禁。这也是韩国
部罪名，并把所有疑点推到该集团创始人、现年 94
声叫道：
“乐天是我一手创建的公司，我有百分之百
司法部门首次对乐天集团家族成员作出判决。
岁的父亲辛格浩身上。
的股份，
到底是谁告的我？
”
面对这一情形，
法官要求
在这场听证会上，乐天集团 5 名家族成员均否
值得一提的是，辛格浩当天坐轮椅出席了听证
辛格浩保持安静，
其助手则在一旁帮他量血压。
认一切指控。辛东彬则表示，乐天集团存在问题的
会，面对法官扔出拐杖，高声喊叫。约半小时后，他
辛格浩被指控犯有逃税、挪用公款和违反信任
决定均是辛格浩的主意，
与他本人无关。
因健康原因离开了现场。
罪，涉案金额达 2238 亿韩元（约合 13.8 亿元人民
币）。辛格浩的代理律师表示，他否认一切指控。
名模三夫人首次露面
约 30 分钟后，
辛格浩因健康原因离开了现场。
94 岁创始人扔拐杖喊叫后离场
值 得 关 注 的 是 ，徐 美 敬 20 日 也 出 席 了 听 证
这场听证会于当地时间 20 日 14 时左右开始，
乐天集团共有 5 名家族成员以被告身份出席，包括
集团创始人辛格浩、集团实际控制人会长辛东彬、
其长兄辛东主、其姐辛英子以及辛格浩的第三任夫
人徐美敬。
辛东彬抵达法院时对在场的媒体记者说：
“让
大家感到担心，我很抱歉。我将忠实地履行法律程
序。
”
对于记者提出的问题，
辛东彬均拒绝回答。
现年 94 岁高龄的辛格浩坐着轮椅进入法院。
当助手向前推轮椅时，他把脚放在地上试图阻止

乐天 5 名家族成员否认一切指控
除辛格浩外，乐天集团其他 4 名家族成员也被
指控类似罪名。其中，辛东彬被控在乐天集团子公
司内部操纵一系列“黑幕”，包括利用职权让其家族
成员成为乐天在日本或韩国子公司的“挂名”董事
并向他们支付高额薪资。
检方指认，经辛东彬之手运作的非法资金总额
或达 1700 亿韩元（约合 10 亿元人民币）。
辛东主则被控从乐天集团领取了 400 亿韩元

会。她原是模特兼演员，这是她嫁入豪门后首次公
开露面。此前，法院方面曾表示，如果徐美敬拒绝
出席，
法院将对其签发逮捕令。
首尔法院开审此案之际，乐天集团一名高管因
牵涉前总统朴槿惠“亲信干政”案 19 日被检方问
询。检方怀疑，乐天集团向朴槿惠的好友崔序元
（原名崔顺实）控制的两家基金会捐款 45 亿韩元（约
合 2753 万元人民币），以换取在首尔市区的免税店
经营权。
文/张旌（新华特稿）

德社民党
“换帅”
后迎
“首考” 舒尔茨将作为该党总理候选人参加
“大选”

舒尔茨成“唯一足以挑战默克尔的人”

德国社会民主党 19 日举行全国代表大会，一
致选举前欧洲议会议长马丁·舒尔茨为党主席，正
式确认他作为这一政党的总理候选人参加今年 9 月
举行的德国大选。
自舒尔茨 1 月被初步提名为总理候选人后，社
民党士气大振，民意支持率大增。不过，媒体指
出，
“ 舒尔茨效应”能在多大程度上改善社民党的
选情，还要等本月底一场地方选举的结果出炉后
才能见分晓。这也是社民党“换帅”后所面临的首
场考验。
德国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西格马·加布里尔 1 月
24 日决定放弃参加大选并辞去社民党主席一职，
同
时提议舒尔茨出任党主席。社民党领导人随后在
内部会议上决定提名舒尔茨作为总理候选人。
3 月 19 日在柏林举行的党代会上，与会人员
一致选举舒尔茨为党主席，并正式确认他为社民
党总理候选人。按照德新社的说法，舒尔茨是近
80 年来首名收获党代表 100％支持的社民党主席
候选人。
舒尔茨在党代会上说：
“ 我们希望在联邦议会
选举后，社民党能够成为全国最强大的政治力量，
这样它就能让这个国家更好、更公平，给予公民应
有尊重。同志们，
我希望成为下一任总理。
”
舒尔茨说，他走访了德国多地，倾听民众诉求，
“正义、尊重、尊严”将成为社民党的竞选口号，竞选
纲领将在 6 月底成形。
舒尔茨 19 岁加入社民党，1994 年被选为欧洲
议员，2000 年被选为社民党欧洲议会党团主席。
2012 年 1 月，舒尔茨当选欧洲议会议长，2014 年 7
月获连任，是欧洲议会史上首位两次当选的议长。
他去年 11 月宣布不再寻求第三个议长任期，表明
参加德国大选的意图。
舒尔茨在德国很有声望，又远离国内政治纠
葛。法新社称他的受欢迎程度使他成为“唯一足以

欧洲议会前议长舒尔茨当选德国社会民主党主席
挑战默克尔的人”
。
社民党 1 月决定派舒尔茨“出战”后，所获支持
率增加了 10 个百分点，甚至有民调结果显示超过
了总理安格拉·默克尔领导的以基民盟为主的联
盟党。另据法新社报道，社民党近期新添数千名
成员。
今年 9 月的联邦议会选举前，德国将举行 3 场
地方选举，第一场在萨尔州，定于 3 月 26 日。这场
选举被外界视为测试
“舒尔茨效应”
的首场考验。

供图/视觉中国
科隆大学政治学教授托马斯·耶格说，这场地
方选举中，一名默克尔的政治密友将参选，而“选举
将告诉我们，社民党是否能把‘舒尔茨效应’转化为
选票”
。
德国舆论普遍认为，舒尔茨已成为默克尔的强
劲对手。3 月 10 日发布的一项民调显示，谋求第四
个总理任期的默克尔所获支持率为 60％，为 2015
年 9 月以来的最高值，舒尔茨所获支持率为 52％。
文/杜鹃（新华特稿）

数千民众抗议加泰罗尼亚再谋
“独立”
公投
民调显示

西班牙加泰罗尼亚居民中支持和反对
“独立”
的人各占一半

西班牙加泰罗尼亚自治区首府巴塞罗那的数
千民众 19 日走上街头，抗议地方政府谋求举行“独
立”
公投，
斥此举为
“政变”
。
同一天，加泰罗尼亚自治区政府领导人在西班
牙《国家报》发表署名文章，再次呼吁中央政府允许
其举行
“独立”
公投。
加泰罗尼亚自治区位于西班牙东北部，人口
750 万，约占全国总人口 16％。它是西班牙最富有
的地区之一，国内生产总值（GDP）占全国 20％左
右。当地第一官方语言为加泰罗尼亚语，其后才是
西班牙语，
闹
“独立”
的历史持续数百年。
近年来，在西班牙经济不景气的背景下，加泰
罗尼亚当地要求“单过”的情绪高涨，地方政府一直
谋求举行“独立”公投。西班牙中央政府和司法部
门则予以拒绝。
2014 年，加泰罗尼亚自治区政府组织“独立”
公投，但西班牙宪法法院认定无效。时任自治区
主席阿图尔·马斯最近还因组织这场非法公投而
被法院裁定两年内不得担任公职，引发“独立”支
持者抗议。

本届加泰罗尼亚地方政府声称，不管中央政府
同意与否，最迟今年 9 月将再次举行“独立”公投。
现任自治区主席卡莱斯·普伊格德蒙特、副主席奥
里奥尔·洪克拉 19 日在《国家报》发文，呼吁中央政
府像英国政府那样允许举行
“独立”
公投。
苏格兰在 2014 年举行独立公投，约 55％的选
民不支持独立。上周，苏格兰地方政府首席大臣、
执政党苏格兰民族党领袖妮古拉·斯特金表示，希
望苏格兰在 2018 年秋天至 2019 年春天就是否寻
求独立再次举行公投。
19 日，
巴塞罗那数千市民走上街头抗议地方政
府寻求“独立”。示威者举着西班牙国旗和“不要公
投”
“ 停止政变”等标语，一直步行至自治区政府办
公区外。
巴塞罗那市政厅估计 6500 人参加游行，组织
者称参与者超过 1.5 万人。
游行由“加泰罗尼亚公民社会”发起，是这一成
立于 2014 年的“反独立”团体首次组织这样的抗议
活动。
现年 60 岁的护士格洛丽亚·奇科特 30 年前从

西班牙北部的布尔戈斯市搬来巴塞罗那，生活至
今。她说：
“我不要独立，
我是西班牙人。
”
一名叫曼努埃尔·洛佩斯的退休人员说，加泰
罗尼亚“独立”运动的领导者“毒害了社会”。
“加泰
罗尼亚公民社会”成员何塞·多明戈说，独立“只会
带来灾难”
。
美联社报道，民调显示，眼下加泰罗尼亚居民
中支持和反对“独立”的人各占一半，但大多数人支
持举行公投。
“独立”派选民近年来多次举行大规模游行活
动。2015 年，
支持
“独立”
的政党联盟首次在地方选
举中获得自治区议会的多数席位。
“加泰罗尼亚公民社会”领导人马里亚诺·戈
马·奥特罗对法新社记者说，反对“独立”的一方在
这场战斗中“还没完全输掉”，西班牙中央政府应
“加强在加泰罗尼亚的存在”
。
奥特罗说，中央政府应促进对加泰罗尼亚地区
基础设施领域项目的投资，同时，在处理这一地区
的语言和文化问题时，
反应需要
“更加敏感”
。
文/吴宝澍（新华特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