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尘埃落定

“亲信门”主角崔顺实获刑 20 年
媒体称其为朴槿惠本人案件审理的“指向标”
韩 国 一 家 法 院 13 日 裁 定
“亲信干政”案件核心人物、前总
统朴槿惠好友崔顺实数项腐败
罪名成立， 对她处以 20 年监禁
和巨额罚金。 法新社报道，崔顺
实所获判决是朴槿惠本人案件
审理的“指向标”，因为崔顺实被
指控的 18 项罪名中 15 项涉及
朴槿惠。

飞来横祸

收“白色粉末”信件
特朗普儿媳进医院

20 年监禁和巨额罚金

首尔中央地方法院裁定，崔
顺实滥用权力、收受贿赂、强迫
企业捐款、干涉国家事务等罪名
成立。法院判处崔顺实 20年监
禁、交纳 180亿韩元（约合 1.05
亿人民币）罚金。
法官当庭说，崔顺实利用与
朴槿惠的“长期私人关系”，强迫
企业向她所控制的财团捐款，收
受三星集团和乐天集团共计
140亿韩元（8200万元人民币）
贿赂，
“广泛干涉国家事务”。
法院还裁定，在数项罪名
中，崔顺实与朴槿惠构成共谋关
系，包括双方共谋、滥用总统职
权强迫企业向财团捐款。
崔顺实的律师当天告诉媒
体记者，法院的判决“很重、近乎
残酷”，被告人将上诉。“我们承
认未能使法官相信被告崔顺实
无罪。我们将尽全力使上诉法庭
作出不同判决。”
韩国检方 2016年 11月逮
捕崔顺实，以 18项腐败罪名起
诉她。罪名包括干涉国家事务、
强迫 50家大企业向由崔顺实控
制的两家财团捐款逾 77亿韩元

（资料图）

（4503万元人民币）。崔顺实称
自己无罪。
乐天集团会长行贿获刑
检方去年 12月提请法院判
首尔中央地方法院 13日还
处崔顺实 25年监禁、1185亿韩
元（6.94亿元人民币）罚金，追缴 裁定韩国总统府青瓦台前首席
秘书安钟范数项受贿罪名成立，
她犯罪所得 77亿韩元。
崔顺实现年 61岁，不曾在 判处安钟范 6年监禁、交纳 1亿
朴槿惠政府担任职务。根据检方 韩元（585.8万元人民币）罚金。
法院还裁定，乐天集团会长
说法，崔顺实所干涉的政务包括
辛东彬向朴槿惠行贿 70亿韩元
内阁成员、大使的提名。
因“亲信干政”案，朴槿惠 （4096万元人民币），以换取免税
2016年 12月遭国会弹劾。去 经营权、增强他本人对乐天的控
年 3月，韩国宪法法院对弹劾 制。法院判处辛东彬 2年零 6个
作出裁决，罢免朴槿惠。朴槿惠 月监禁，追缴上述 70亿韩元。辛
3月底被捕。检方 4月以收受贿 东彬当庭被捕。崔顺实、安钟范和
赂、滥用职权等 18项罪名起诉 辛东彬当天出庭听取判决。
吴宝澍（新华社专特稿）
朴槿惠。

悬而未决

章莹颖案审判再推迟 14 个月
新华社电 美国联邦法官科
林·布鲁斯 12日宣布，将涉嫌
绑架中国访问学者章莹颖并致
其死亡的犯罪嫌疑人克里斯滕
森的审判日期推迟到 2019年
4月。
根据此前的安排，对克里斯
滕森的审判日期应在本月 27
日。但上月 19日，美国司法部长
塞申斯批准对克里斯滕森以死
刑罪起诉，此后控辩双方均向法
院申请延迟审判日期。
布鲁斯表示，在最近向法院
提出的动议中，检方提议将审判
日期延迟到 2019年 6月，辩方
则建议延期到 2019年 10月。
布鲁斯说，法院方面根据此前的
案例和双方的要求综合考虑，将
审判日期定在了 2019年 4月 2
日，但由于挑选陪审员需要一定
时间，预计实际的审判日期将在
4月 9日左右。
为章莹颖家属提供法律援
助的王志东律师对新华社记者

说，法官此次确定的审判日期与
美国其他以死刑罪起诉案件比
大致相当，符合美国司法的惯常
做法。他解释，法官这样做是为
了给辩方足够时间准备，避免辩
方以审判日期过早为由一再提
出延期要求。法官同时也考虑章
莹颖家属要求参加审判的愿望，
希望避免审判日期一再变更和
拖延，从而给其家属从中国到美
国的旅行安排带来不便。
章莹颖家属通过王志东表
示尊重法官的决定，因为他们事
先跟律师谈论过审判延期的可
能性。但他们对审判日期一延再
延之后又大幅推迟近 14个月表
示失望和遗憾。
章莹颖去年 4月前往伊利
诺伊大学厄巴纳 -尚佩恩分校
学习，同年 6月 9日在坐上一辆
黑色轿车后失踪。美国联邦调查
局去年 6月 30日逮捕现年 28
岁的克里斯滕森，指控他涉嫌绑
架章莹颖。此后，克里斯滕森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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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拒绝认罪。美国联邦大陪审团
在去年 10月针对嫌疑人追加了
三项新罪名：一项绑架致死、两
项虚假陈述。

小特朗普（左）和媳妇瓦妮萨·特朗普。

美国纽约市警方 12日说，
总统唐纳德·特朗普的大儿媳
瓦妮萨·特朗普当天在家中收
到装有不明白色粉末的可疑信
件。瓦妮萨等在场三人随后去
医院接受检查。
美联社报道，当地时间当
天 10时左右，瓦妮萨在她妈
妈位于纽约曼哈顿区的公寓收
到可疑信件。收信人是她的丈
夫、特朗普长子小唐纳德·特朗
普。瓦妮萨随后报警，自述接触
不明粉末后出现咳嗽和恶心的
症状。
消防局发言人索菲娅·金
说，除了瓦妮萨，在场的另两人
也送医、接受检查，包括瓦妮萨
的母亲。这两人没有感受任何
不适。
全国广播公司新闻报道，
没有迹象表明现场有人受伤。
一名警方发言人说：“经过
检测，已确定信封所装粉末无
害。”
警方披露，信件以邮寄方
式送达，信封内还有一封信。
警方没有发布更多细节。
美国广播公司和《纽约邮报》以
执法官员为消息源报道，信封
上盖有寄自马萨诸塞州波士顿
市的邮戳。
承担总统及其家人安全保
护的美国特工处说，正在“调查
邮寄给我们保护对象之一的可
疑信件”。
瓦妮萨现年 40岁，2005
年与小特朗普结婚，婚前是时
装模特。美联社报道，事发时，
瓦妮萨与小特朗普的 5名子女
不在场。
小特朗普当天晚些时候在
社交媒体发布信息：“今天早晨
发生的事情令人难以置信，令

人恐慌。所幸瓦妮萨和我的孩
子们都安然无恙。某些人选择
以如此令人不安的行为表达反
对观点，真令人作呕。”
瓦妮莎在社交媒体上感谢
警方、消防人员和特工处的帮
助。
小特朗普的妹妹、白宫高
级顾问伊万卡在社交媒体上
说，她很挂念瓦妮萨。“没有人
应该受到这类惊吓。”
白宫发言人萨拉·桑德斯
12日说，事发后，特朗普与瓦
妮萨通电话。
小特朗普因被曝 2016年
在总统选举期间会晤一名俄罗
斯律师而接受国会调查。去年
9月，他以个人隐私为由，短暂
拒绝接受特工处保护。
这并非特朗普家庭成员首
次收到类似信件。
2016年 3月，特朗普的次
子埃里克在曼哈顿一处公寓内
收到恐吓信，内装白色粉末。调
查人员随后确定粉末无害。位
于曼哈顿的特朗普大厦同年两
度收到装有白色粉末的信封。
2016年 10月，当时民主
党总统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
位于纽约布鲁克林区的竞选团
队总部收到一封装有可疑白色
粉末的信件，整层楼被迫组织
人员疏散。
据警方调查，这些信件内
白色粉末不含有害物质。
2001年“9·11”恐怖袭击事
件发生后不久，有人匿名向时任
国会参议院民主党领袖汤姆·达
施勒、民主党籍联邦参议员帕特
里克·莱希以及一些媒体人士和
机构投寄含白色炭疽病毒粉末
的邮件，致死 5人、致病 17人。
刘曦（新华社专特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