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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逃税等罪名 上诉未果

西班牙“驸马”将入狱？
西班牙最高法院 12 日裁定，公主克里斯蒂娜的丈
夫伊纳基·乌丹加林贪腐罪名成立，但把下级法院先前
判决的 6 年零 3 个月刑期减至 5 年零 10 个月。西方媒
体报道，乌丹加林可能在几天内入狱服刑。

恶语相向
白宫官员
致歉加总理

继续上诉？

位于首都马德里的最高法
院发言人 12日说，最高法院维
持下级法院判决，即乌丹加林犯
有逃税、欺诈、滥用公款和职权
以及以权谋私等罪名，但将刑期
缩减。
下级法院后续将裁定乌丹
加林何时开始服刑。不过，根据
西班牙法律，乌丹加林仍可上诉
至宪法法院。他暂时没有表明这
一意向。
乌丹加林现年 50岁，去年
2月因逃税、欺诈等罪名，被西
班牙巴利阿里群岛自治区首府
帕尔马市一家法院判处 6年零
3个月监禁。乌丹加林对判决不

服，向西班牙最高法院提
起上诉。帕尔马市地方法院
随后裁定，等候最高法院判决
期间，乌丹加林可以暂不执行监
禁，需向法庭缴纳 20万欧元（约
合 151万元人民币）保释金。
帕尔马市地方法院去年 2月
驳回克里斯蒂娜所受税务欺诈罪
名的指控，但认定她间接从这桩
案件中获得好处，判处大约 26.5
万欧元（200万元人民币）罚金。
乌丹加林贪腐案自 2012
年“东窗事发”以来，经过长达 6
年调查。检方寻求最高法院将乌
丹加林刑期增至法律规定的最
高期限、即 10年监禁。

尊重司法

西班牙欧洲新闻社援引消息
人士的说法报道，就最高法院 12
日的裁定，萨苏埃拉宫称，西班牙
王室“尊重司法独立”。
克里斯蒂娜是西班牙国王费
利佩六世的姐姐，她和丈夫乌丹加
林一道卷入诺斯基金会案，成为西
班牙自 1975年恢复君主制以来
首名接受司法审理的王室成员。
法新社报道，西班牙宪法法
院没有推翻超过 5年刑期判决的
先例。
“我们可以预测，乌丹加林将
入狱服刑，”王室传记作家安娜·

罗梅罗告诉法新社记者，
“如果他
没有入狱，将给王室带去负面影
响。民众会说，因为他（乌丹加林）
是国王的姐夫，才免遭监禁。”
克里斯蒂娜和丈夫所涉案件
可追溯至 2004年。
乌丹加林 2004年至 2006
年担任慈善机构诺斯基金会主
管。他涉嫌利用自己的王室姻亲
身份，与生意伙伴迭戈·托雷斯在
没有竞标的情况下获得多项“文
体搭台、旅游唱戏”的活动承办
权。两人趁机挪用巴利阿里群岛
自治区和巴伦西亚省政府用公共

资金支付的 620万欧元（4681万
元人民币）“承包款”。
之后，乌丹加林转手把其中
一些钱注入他与克里斯蒂娜共同
运营的房地产咨询企业阿衣松公
司账户，
“报销”两人的奢华生活
开支。
克里斯蒂娜夫妇与 4个孩
子现居住在瑞士日内瓦。夫妻俩
在 2012年贪腐案“东窗事发”之
后，被拒绝出席王室公开活动。
2015年，国王费利佩六世剥夺两
人的公爵与公爵夫人头衔。
据新华社

老布什低调度过 94 岁生日
美国前总统乔治·赫伯特·沃
克·布什（老布什）12日在缅因州
肯纳邦克波特的家中迎来 94岁
生日。
美国媒体报道，生日当天老
布什与家人在一起低调度过。老
布什办公室主任琼·贝克尔说，
老布什 8天前刚出院，12日他
接到多个电话，在海边的家中轻
松庆生。
老布什之子、另一位美国前
总统乔治·W·布什（小布什）在社
交媒体上发布了两人微笑合影的
照片。小布什说，能获名乔治·布
什，并与“第 41任”共同度过他

的 94岁生日很幸运。老布什是
美国第 41任总统，小布什是第
43任。
布什家族发言人吉姆·麦格
拉斯说，老布什数月前成为美国
最长寿的总统，也是第一位庆祝
自己 94岁生日的总统。
美国前总统吉米·卡特今年
10月也将迎来 94岁生日。还有
两位美国前总统杰拉尔德·福特
和罗纳德·里根在 93岁高龄时
老布什因血液感染曾在得克萨斯
去世。
老布什 5月 27日因低血压 州住院两周。
老布什此前曾以跳伞等方式
住院。与他结发 73年的妻子芭
芭拉今年 4月去世，葬礼举行后， 庆祝生日。
据新华社

美国白宫国家贸易委员
会主任彼得·纳瓦罗 12日
就先前威胁加拿大总理贾
斯廷·特鲁多“没有好下场”
道歉。
《华尔街日报》报道，纳
瓦罗当天出席这家美国媒
体举行的活动时说，他犯了
错误，“ 我的任务是释放强
烈信号。问题在于在表述这
类信息时，我用了不恰当的
措辞”。
按照路透社的说法，类
似悔悟道歉出自唐纳德·特
朗普政府着实罕见。不过，
加拿大方面反应冷淡。当记
者问及是否接受道歉时，特
鲁多不予回应。
加拿大国际贸易部长弗
朗索瓦 -菲利普·尚帕涅说，
加拿大会继续以自己的方式
推行外交，“以积极和具有建
设性的态度，坚定捍卫我国产
业利益。在外交领域，个人感
受和评论不那么重要”。
特鲁多招致美方官员抨
击缘于七国集团首脑会议结
束后一场记者会上，他批评
美国对钢铝进口产品加征高
关税。
10日接受美国《福克斯
周日新闻》节目采访时，纳瓦
罗指认特鲁多利用记者会“耍

花招”，声称任何与特朗普玩
“不诚信外交”、想“背后捅刀
子”的外国领导人都不会有好
下场。
特朗普就职时卸任美国
驻加大使的布鲁斯·海曼说，
纳瓦罗“越界”。“我不在乎你
多么生气、愤怒，你不应该那
样对待另一个国家的首脑，
除非你准备应对某种方式的
军事介入。”
特朗普同样多次“示硬”，
认定特鲁多在他先行退场七
国集团峰会后批评美国加征
关税并誓言反击的做法“懦弱
且非常不诚实”。
美联社以白宫国家经济
委员会主任拉里·库德洛为
消息源报道，特朗普或许把
特鲁多所言视为试图在美
朝领导人会晤前弱化美方
强势地位。库德洛说，总统
不会“任由一名加拿大总理
摆布…… （朝鲜最高领导
人）金正恩一定不能看到美
方的软弱”。
库德洛现年 70岁，8日
至 9日随同特朗普参加七国
集团峰会，回国后同样加入抨
击特鲁多的行列，11日突发
心脏病入院治疗。白宫 12日
确认，库德洛病情不重。
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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