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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特阿拉伯掀起反腐风暴一个月
后，检察官宣布重大进展：目前仍被关押
的 159人中，大多数人已经同意与检方达
成和解，即交出非法所得，换取获释。

【花钱买平安】
总检察长沙特·穆吉卜 5日在一份声

明中说，自反腐风暴掀起后，迄今共计传
讯 320 人，冻结 376 个银行账户。现阶
段，159人被关押在首都利雅得的丽斯卡
尔顿酒店。

穆吉卜说，大多数嫌疑人已经同意
与检方达成“和解”，承诺将非法所得上
交国库。“必要的协议正在收尾，以完成
这类和解。”

沙特国王萨勒曼上月 4 日下令成立
由王储穆罕默德·本·萨勒曼为主席的
最高反腐委员会。当晚便有 11 名王子、
38 名现任和前任大臣及众多富商被捕。

嫌疑人包括前国王阿卜杜拉的儿
子、国民卫队司令米特阿卜，号称“中东

巴菲特”的沙特首富阿勒瓦利德王子，现
任经济和计划大臣阿蒂勒、前利雅得省
省长图尔基、前财政大臣阿萨夫，以及前
皇家典礼局局长、前沙特航空公司总裁、
前沙特电信公司总裁、前投资总署署长
等沙特军政商界重量级人物。

穆吉卜先前说，这些嫌疑人过去数
十年间侵吞公款、贪腐，涉案金额大约
1000亿美元。

【赃款交国库】
上月底，穆罕默德王储接受美国《纽

约时报》采访时说，大约 95％的在押嫌疑
人同意和解，要么上交现金，要么同意政
府“分成”其买卖收益。

同在上月底，王子米特阿卜与政府
达成“和解协议”后获释。有媒体报道，
他支付超过 10亿美元“和解金”。

上周，一名沙特政府大臣向路透社
记者证实，本轮反腐行动的大多数嫌疑
人已经被捕，政府准备将 500 亿美元至

1000 亿美元的追回赃款注入经济发展项
目。

【不和解续拘押】
穆吉卜 5日在声明中说，最高反腐委

员会将分两阶段处理反腐风暴中被抓的
涉贪王子、高官和富商。

第一阶段是向被抓贪腐嫌疑人出示
犯罪证据，然后与其谈判，要求其交出非
法所得达成和解，最后将其释放。和解
阶段将于数周后结束。

谈判过程中，嫌疑人获准联系任何
人，也可以拒绝和解协议。签署了和解
协议的人可获特赦，针对其的刑事诉讼
也将结束。

第二阶段是针对不同意和解的嫌疑
人。他们将被起诉，被继续关押半年，甚
至更久。

美联社报道，图尔基王子、阿勒瓦利
德王子等人依然在押。

（新华社专特稿）

沙特反腐一个月

嫌疑人大多愿花钱买平安

新华社伦敦12月6日电 英国伦敦警方 5
日宣布，挫败了一起针对首相特雷莎·梅的自
杀式恐怖袭击阴谋，并指控两名男子涉嫌谋
划这一行动。

伦敦警方表示，反恐部门 11 月 28 日分别
在伦敦北部和伯明翰东南部地区抓获两名犯
罪嫌疑人。两人目前已被关押，警方 5日对他
们正式提出指控，两人6日将在伦敦出庭受审。

据英国媒体报道，警方认为，这两名男子
企图在唐宁街 10号首相官邸用简易爆炸装置
发动袭击，并趁乱用刀刺杀梅。

负责英国国内安全事务的军情五处（英
国安全局）负责人安德鲁·帕克 5 日向内阁通
报了这起暗杀阴谋。他说，在过去一年中，英
国已挫败 9起在英国发动恐怖袭击的图谋。

新华社芝加哥12月 5日电 美国伊利
诺伊州总检察长莉萨·马迪根 4 日宣布传
唤该州一家公交公司，认为这家公司涉嫌
歧视中国留学生及侵犯民事权利。

马迪根在当天发布的声明中表示，已
经向这家公司发出传票，要求其在 30 天内
答复。“我们正在调查这家公司是否涉嫌侵
犯民事权利。我们对此事十分关注，因为
这则广告涉嫌歧视潜在顾客。根据法律，
人人都有进入公共交通工具的权利，这与
他们的种族或国籍无关。”

这家名为“城郊快线”的公司总部设在
伊利诺伊州，经营从伊利诺伊大学厄巴
纳－尚佩恩分校往返芝加哥市区和机场的
大巴。公司在本月 2 日通过邮件向学校师
生发出的圣诞季促销广告中写道：“乘坐我
们的公交车，你不会感觉身在中国。”

这则广告发布后立即引发亚裔学生和
校方的严正抗议。该校学生事务办公室发
表声明强烈谴责这一广告，认为是对中国
和亚裔群体的侮辱。

“城郊快线”公司随后发布了题为“道
歉”的声明，解释广告的目的在于突出自己
与其他专营中国留学生的公交公司的不一
样之外，同时批评校方管理不善，招收过多
国际学生，给本国学生带来极大负担。

学生团体“亚太裔美国人联盟”随后质
疑“城郊快线”公司这一声明并非道歉，而
是进一步宣扬种族主义。

伊利诺伊大学厄巴纳－尚佩恩分校的
中国籍在读博士生宋翔宇接受记者采访时
说：“广告完全就是歧视，我和周围的朋友
都十分吃惊和反感，很多人都在微信朋友
圈和其他社交媒体上转发。我以后都不会
乘坐这家公司的公交车。”

发歧视中国人广告
美一公交公司被传唤

美国历任总统几乎都有站出来为“第
一夫人”说话的经历，现任总统唐纳德·特
朗普也不例外。

美联社 4 日报道，特朗普上周再次力
挺模特出身的妻子梅拉尼娅，在社交媒体
称赞她“人好又勤奋，热爱她所做的一
切”。同时，他回击《名利场》杂志有关梅
拉尼娅“死活不愿成为‘第一夫人’、也没
想过丈夫居然能胜选”的报道，称梅拉尼
娅始终对自己信心满满。

特朗普 10 月接受媒体采访时对梅拉
尼娅“承受太多辱骂”流露出心疼。

梅拉尼娅进白宫前的“职业履历”主
要关键词为：时装秀、红毯和妈妈。俄亥
俄州立大学研究“第一夫人”的历史学教
授凯瑟琳·杰利森说，政治聚光灯的“审
视”对梅拉尼娅来说是“全新体验”，但她
不是“受气包”，也会反击。

譬如，特朗普前妻伊万娜以“第一夫
人”自居给回忆录打广告，声称自己可以
直接连线白宫，每两周会和特朗普交谈。
梅拉尼娅随后通过发言人斯蒂芬妮·格里
沙姆予以回应，称伊万娜用“谣言”来“吸
引眼球”。 【新华社特稿】

特朗普
加入“护妻”总统行列

英国警方挫败
暗杀首相阴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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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通俄”调查特别检察官团队
5日公布开销，从罗伯特·米勒被任命为
特别检察官后的 4 个月内，共花费超过
670万美元。

美联社报道，从 5月 17日米勒获司
法部任命，到 9月 30日 2017财政年度结
束，直接从米勒办公室支出的费用约为
320 万美元，司法部其他办公室配合调
查的支出为 350万美元。

在米勒办公室直接支出的这部分
费用中，170 万美元用于支付 17 名检察
官及相关调查人员的薪酬；超过 22.3万
美元是差旅相关开销，其中绝大部分是

因调查范围扩大安排司法部调查人员
临时出差产生的；接近 73.4万美元用于
购买设备；还有大约 36.3万美元用于支
付租金、通信和公用事业的相关费用。

特 别 检 察 官 的 整 体 预 算 尚 未 公
布。但米勒办公室发布的报告提到，米
勒团队从国会获得一笔“固定但不限定
额度”的拨款用于聘请独立顾问，还从
司法部和情报部门获得一定金额的经
费。明年 3月 31日后，米勒办公室还将
公布一份类似支出报告。随着“通俄”
调查展开，米勒团队已指控 4 人，其中
两人已经认罪。 【新华社特稿】

“通俄”调查
4个月花了670万美元

12 月 5 日，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南部
文图拉县，消防员为着火建筑灭火。

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文图拉县 4 日突
发林火，数万人被迫撤离。

新华社发

新华社莫斯科 12 月 6 日电
俄罗斯总统普京 6日说，他将参加
定于 2018 年 3 月举行的新一届俄
罗斯总统选举。

据今日俄罗斯通讯社报道，
普京当天在俄西部城市下诺夫哥
罗德与高尔基汽车厂的工人们见
面时说，自己将参与竞选新一届
俄罗斯总统，在这里宣布这个决
定是最合适的，“感谢你们的支
持”。

普京说：“俄罗斯将一直向前
进，任何人、任何时候都无法阻止
这一前进的脚步。”

近几个月来，普京在诸多场
合多次被问及是否会参加 2018年
总统选举，但他表示自己还未做
决定。

普京现年 64 岁，2000 年出任
俄罗斯总统，2004年连任。因俄罗
斯宪法规定同一人不能担任总统
超过两个连续任期，普京 2008 年
没有参加总统选举，而是出任政府
总理。同年底，俄国家杜马（议会
下院）通过宪法修正案，将总统任
期由 4年延长至 6年，从 2012年新
当选总统开始适用。2012年 3月，
普京第三次当选总统。

普京宣布参加明年俄总统选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