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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访欧洲
经济与安保合作为重心
据日本共同社报道，安倍 19 日下午乘

专机从东京羽田机场出发，飞赴其欧洲之旅
的首站德国。报道指出，出发之前，安倍在
羽田机场向媒体强调：“将合作应对朝鲜和
自由贸易等国际社会面临的挑战。”

报道称，这是安倍继去年 5月之后再次
访问德国，也是连续第 4年访德。在与德国
总理默克尔举行的会谈中，欲就有关世界经
济和安全保障的认识达成一致，主导峰会讨
论。

此外，安倍还将对法国、比利时与意大
利进行访问。日本富士电视台称，自 19 日
开始的 4天访欧行程中，安倍将以经济与安
保合作为重心，展开对欧外交，特别是打出
自由贸易主义旗号，争取欧盟的理解与支
持。安倍期望借此推进正处于僵局的日本
与欧盟经济合作协定 (EPA)，以期尽早达成
框架性协议。

今年 5月，G7将在意大利召开领导人峰
会，“安倍期望借此次访问为加强日欧关
系，为强化日本在G7中的地位进行铺垫”。

19 日，安倍在该国防卫大学训话，强

调：“在安全保障环境日益严峻的情况下，
必须强化我国自身的防卫力量，谋求扩大自
身能发挥的作用。”

丑闻发酵
日本国会将传唤森友学园理事长作证

真相有望大白
安倍出访之时，森友学园“捐款门”仍在

日本持续发酵，森友学园不断抛出其与安倍
夫妇关系的新料，越来越多的疑问浮出水
面。16 日，森友学园供出安倍曾向森友学
园卷入丑闻的问题小学捐款 100 万日元(约
合 6万元人民币)。《产经新闻》19日称，森友
学园理事长笼池泰典称，他虽然没直接见过
安倍，但见过安倍夫人。

安倍坚决否认曾通过妻子向笼池捐
款。他 17 日在国会众议院外务委员会上
说：“我没有捐款，妻子也没有捐过”。此
外，《朝日新闻》19日报道称，森友学园在申
请创办小学时，大阪府涉嫌违规审理。按规
定，创办私立学校，须先购置土地才有资格
申请，但森友学园提出申请时，还未给学校
购置地皮。

《每日新闻》称，日本国会 23 日将传唤
笼池到国会作证，就安倍夫妇和学园的关系

等接受质询。如在国会质询中做伪证，笼池
将受到法律制裁。因此，围绕森友学园的种
种疑问有望真相大白。若事实证明安倍确
实向森友捐款，他将按照自己在国会上的承
诺辞职。

支持率下跌
超八成国民认为安倍解释不可信
19 日，一些抗议者在日本国会外集会，

反对安倍的政策，要求他下台。根据日本电
视台 19 日公布的内阁支持率调查，受森友
学园问题影响，安倍内阁支持率较上月下降
7.3%至 47.6%。明确表示，不支持安倍的受
访者从上月的 26%上升到 32.9%。

据日本新闻网报道称，另一调查结果
还显示，有 83.8%的国民认为，安倍首相和
日本政府的解释不可信。只有 3.9%的人表
示相信政府说的话。 综合新华社电

安倍访欧洲 被批像逃跑
“森友学园”丑闻发酵影响支持率 安倍希望在外交上取得突出成绩

据韩联社报道，韩国检察厅特别调查本
部将于 21 日上午 9 时 30 分传唤前总统朴槿
惠，对她受贿、滥用职权等嫌疑进行调查。
朴槿惠将成为韩国宪政史上第四位被检方

传讯的总统。
朴槿惠预计 21 日上午 9 时许从三成洞

私邸乘车前往首尔中央地方检察厅，受讯前
将接受媒体采访。届时，朴槿惠是否就遭检
方传讯的情况表态引人关注。

报道称，朴槿惠将以犯罪嫌疑人身份到
案，检方重点调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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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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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外，据韩国MBC电视台 19日报道，针
对朴槿惠的当面司法调查日期日渐临近，检

方开始传唤乐天免税店社长张善旭。分析
认为，继 SK集团后，检方侦办朴槿惠受贿案
的矛头对准乐天集团。

报道说，韩国检方“干政门”特别搜查本
部 19 日以证人身份传唤乐天免税店社长张
善旭，这是检方首次对乐天向朴槿惠行贿展
开司法调查。

此前有质疑声音认为，乐天分别向K体
育财团和Mir财团出资 45亿韩元，以换取韩
国政府在免税店政策方面的特别优待。

报道称，2015 年 11 月，位于首尔的“第
二乐天世界”免税店执照到期，去年 3 月乐
天集团会长辛东彬单独与朴槿惠会面后，重
新获得相关执照。检方现在集中调查乐天
免税店重新获得执照的过程是否违规。

据《法制晚报》报道

朴槿惠将以犯罪嫌疑人身份到案
成为第四位被传讯的总统
检方首次对乐天向朴槿惠行贿展开调查

据日本共同社报道，日本首相安倍晋三 19 日启程开始访问欧
洲四国。由于安倍夫妇近来承受着“森友学园”丑闻的巨大压力，
有日本民众批评安倍此时出访欧洲“像是在逃跑”。

根据日本电视台 19 日公布的内阁支持率调查，受森友学园问
题影响，安倍内阁支持率较上月下降7.3%。分析认为，由于丑闻影
响到了支持率，安倍有更强烈的愿望在外交方面取得突出成绩。

新华社莫斯科3月20日电俄罗斯空降兵
司令谢尔久科夫 20日宣布，俄空降部队、空天
军和黑海舰队当天在克里米亚半岛举行大规
模演习。

据塔斯社报道，负责指挥此次演习的谢尔
久科夫对媒体说，此次演习在克里米亚半岛
奥普克射击场进行，参演兵力超过 2500 人。
俄空降部队派出了新罗西斯克空降突击师、
卡梅申及乌兰乌德空降突击独立旅参加演
习。

此外，黑海舰队、南部军区空军和防空部
队第四集团军也派出部队参加演习。

谢尔久科夫说，此次演习意在加强部队反
击恐怖分子和敌军的能力。

俄在克里米亚
举行大规模军演

美国白宫发言人肖恩·斯派塞接受德国
媒体采访时说，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没
有回应德国总理安格拉·默克尔的握手提
议，并不是拒绝，而是“没听到”。

德国《明镜》周刊网站 19日援引斯派塞
的话报道：“我认为，他（特朗普）没有听到
这个问题。”

特朗普与默克尔的首次会晤 17 日在美
国白宫举行。两人在白宫入口握手后，落座
白宫椭圆形办公室让媒体记者拍照。然而，
特朗普坐下后不理睬媒体记者再次握手的
要求，还有意无意把目光从默克尔身上移
开。默克尔多次向特朗普方向侧身，还轻声
提出握手建议，均未得到特朗普回应，令默
克尔尴尬不已。

按斯派塞说法，当时的情况
是，特朗普并没有听到默克尔的
提议。

此前，特朗普在总统竞选期
间，多次抨击默克尔的难民政策，
称这是“灾难性错误”，默克尔正

“毁了德国”。
两人会后举行联合新闻发布

会，特朗普又就北约“份子钱”敲
打默克尔，称一些北约盟国没有承担“公平
份额”，还要求签订“公平互惠”贸易协定。
法新社形容，特朗普讲话时，旁边的默克尔
一脸寒霜。

德国《图片报》19 日刊文称，整个白宫
会晤中，特朗普就没正眼看过默克尔。

特朗普与默克尔会晤结束后，18 日又
在推特发文称，德国在防务费用上欠了北约
和美国债，必须还。对此，德国国防部长乌
尔苏拉·冯德莱恩 19日回应称，不存在德国

“欠债”的说法。
（据新华社特稿）

白宫发言人为特朗普辩解

没和默克尔握手是因为没听见

随着中国人对龙虾的喜爱与日俱增，中
国进口美国龙虾的金额和重量双双创下新
纪录。

美联社 19 日数据显示，中国进口美国
龙虾的第一个高峰是在 2010 年，当年中国
从美国进口大约 740万美元龙虾。2014年，
中国从美国进口 9020万美元龙虾。

2016年，中国从美国进口超过 1.08亿美
元龙虾，刷新历史纪录。

从进口龙虾的重量看，据美联社数据，
中国进口商去年进口超过 1400万磅（合 635
万公斤）美国龙虾，同样刷新 2015 年进口
1310 万磅（合 594 万公斤）美国龙虾的前高
点。

位于缅因州阿伦德尔的“龙虾公司”老
板斯特凡妮·纳多说，中国人对龙虾的需求
量增多，其中一个原因是中国中产阶层壮
大。另外，龙虾在中国比其他一些海鲜便
宜，如刺龙虾和象拔蚌等。

纳多说：“这是付得起的奢侈。我的一
个客户说，我们的龙虾是缸里最便宜的东西
之一。”

进入 2017 年，美国龙虾销往中国并未
出现放缓迹象。据美联社数据，今年 1 月，
美国向中国出口龙虾的重量和金额分别为
超过 170 万磅（合 77 万公斤）和 1400 万美
元。

其他亚洲国家对美国龙虾的兴趣同样
增加。韩国进口美国龙虾从 2010 年的不到
500 万美元，增加至去年的将近 2800 万美
元。同期，越南进口美国龙虾从 14.3万美元
增加至超过 3100万美元。

缅因龙虾捕捞者协会会长戴维·卡曾斯
说：“我们在亚洲打开新市场，这一市场正在
壮大。一切运作顺畅。”

缅因海洋资源部专员帕特里克·凯利赫
说：“亚洲市场是关键构成。”

缅 因 州 的 龙 虾 捕 捞 量 去 年 同 样 创 纪
录。缅因州捕虾人去年捕捞龙虾超过 1.3亿
磅（合 5897 万公斤），相当于 2007 年捕捞龙
虾量的两倍。

加拿大大西洋省份同样盛产龙虾，向中
国出口的龙虾与缅因州为相同品种。

（新华社特稿）

中国进口
美国龙虾创纪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