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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首尔2月13日电 韩国首尔
中央地方法院 13 日对“亲信干政”案核
心人物崔顺实作出一审宣判，以收受贿
赂、滥用权力等罪名判处其 20 年监禁
并处罚金 180 亿韩元（约合 1.04 亿元人
民币）。

崔 顺 实 当 天 到 庭 聆 听 了 上 述 宣
判。法院当天认定崔顺实从三星集团
收受贿赂、强制要求韩国大企业为她所
控制的财团捐款等多项罪名成立，而且
多项犯罪事实与韩国前总统朴槿惠构
成共谋关系。

法院在判决书中表示，崔顺实以与
韩国最高权力者的私交为基础，利用手

中权力收受贿赂并对企业进行胁迫。
亲信干政让国政秩序陷入混乱，造成韩
国宪政史上首例总统被弹劾下台的事
件。

法院还指出，崔顺实在接受调查期
间的自我辩解无法说服法庭，同时向他
人转嫁自身责任，“难逃重刑”。面对指
控，崔顺实始终拒绝认罪，坚称从未追
逐个人利益。

据当地媒体报道，崔顺实女儿郑某
从三星集团获取的马匹和马术训练援
助资金约 72 亿韩元（约合 4200 万元人
民币）被认定为受贿。

当天，乐天集团会长辛东彬和参与

强迫大企业为崔顺实财团捐款的前青
瓦台首席秘书安钟范也到庭聆听了宣
判。辛东彬以行贿罪被判处 2年零 6个
月监禁，追缴涉案金额 70 亿韩元（约合
4100万元人民币）。安钟范则以收受贿
赂罪被判处 6年监禁并处罚金 1亿韩元
（约合 58万元人民币）。

2016 年 11 月，崔顺实遭检方以 18
项罪名起诉，其中 13 项罪名与朴槿惠
构成共谋关系。去年底，韩国检方在首
尔中央地方法院就崔顺实涉嫌滥用权
力等案件提请法庭判处其 25 年有期徒
刑。分析人士认为，崔顺实的审判结果
将会直接影响到日后对朴槿惠的判决。

朴槿惠闺密崔顺实一审获刑20年
被罚1.04亿元

荷兰外交大臣哈尔伯·泽尔斯特拉
即将启程访问俄罗斯，却在临行前不得
不承认一段尴尬往事：他两年前宣称曾

“亲耳听到”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
京描述所谓的“大俄罗斯”设想，但实际
上只是道听途说。

因马来西亚航空公司 MH17 航班坠
机事件，荷兰与俄罗斯关系趋冷，尚不清
楚泽尔斯特拉撒谎事件会对双边关系造
成何种影响。但荷兰首相马克·吕特 12
日力挺外交大臣，称他不必为此辞职。

截至 12 日，俄罗斯政府方面尚未就
泽尔斯特拉的言论作出回应。

【“二手”消息】
荷兰《人民报》报道，作为自由民主

人民党成员，泽尔斯特拉曾在 2016 年 5
月出席一场竞选演讲中宣称，他 2006 年
供职于壳牌石油公司，曾赴普京的乡间
宅邸出席活动。

“我处于房间的末尾部位，清晰地听

见普京谈及所谓的‘大俄罗斯’设想。”泽
尔斯特拉当时说，“他说那包括俄罗斯、
白俄罗斯、乌克兰、巴尔干半岛国家，如
果有哈萨克斯坦则更好。”

《人民报》说，一段视频记录了泽尔
斯特拉这番讲话。

泽尔斯特拉接受《人民报》采访时承
认自己撒了谎。他随后在一份声明中
说，自己从未出席 2006 年那场活动，有
关普京谈及“大俄罗斯”设想的说法也是

“二手消息”。“但他确实那么说了，有人
听见了，这个人告诉了我。”

泽尔斯特拉辩解，称自己“亲耳听
见”普京那么说，是为了“保护消息源”，
但他承认这种做法“不明智”。泽尔斯特
拉还说，自己几周前已告知首相此事。

【力保外长】
泽尔斯特拉去年 10月起出任外交大

臣一职。这一人事任命决定曾因泽尔斯
特拉缺乏外交经验而引发争议。

有反对党议员要求议会讨论泽尔斯
特拉的言论。但首相吕特 12 日告诉媒
体记者，尽管外交大臣“犯了大错”，但依
然是政府内的可靠成员，不必因此辞职。

吕特还说，他没发现荷俄关系因泽
尔斯特拉的言论而进一步恶化。

目前，荷俄关系处于低潮期，尚不清
楚泽尔斯特拉撒谎一事是否会令这种关
系愈发恶化。

2014年 7月 17日，马航MH17航班从
荷兰阿姆斯特丹起飞前往马来西亚吉隆
坡，在乌克兰靠近俄罗斯边界坠毁，机上
298 人全部遇难，其中包括 196 名荷兰
人。荷兰和俄罗斯方面就空难原因各执
一词。荷兰方面去年要求在荷兰审理空
难责任人。

泽尔斯特拉定于 13 日启程赴莫斯
科，14日将与俄罗斯外交部长谢尔盖·拉
夫罗夫会面。法新社报道，双方可能谈
及空难相关事宜。 （据新华社特稿）

涉普京言论实为道听途说

荷兰外长承认撒了谎

新华社华盛顿2月 12日电 美国航天
局 12 日在 2019 财年预算报告中公布了美
国探月及深空探索最新计划，宣布美国定
于 2023 年将宇航员送入月球轨道，以保证
美国在地月空间的领先地位。

美航天局在报告中将载人太空探索视
为优先任务，提出要靠“地月战略”确保美
国在奔月、绕月以及登月三个方面保持领
先。

按计划，美国将在本世纪 20 年代初在
月球附近建立一个月球轨道平台，以此作
为“深空门户”以及深空探索相关先进技术
的测试平台。动力和推进设施“空间拖船”
将作为月球轨道平台的首个重要组成部分
于 2022年发射升空。

美航天局代理局长罗伯特·莱特富特
说，发射“空间拖船”将给美国带来“在月球
附近的战略存在”，有助进一步探索月球及
其资源，并将经验推广至火星任务。

报告显示，美国计划 2020 年完成大推
力运载火箭“太空发射系统”和“猎户座”飞
船的首次不载人试飞，并定于 2023 年将宇
航员送入月球轨道。

同时，美航天局还将继续投入资金开
发新的宇航员居住系统、移动系统等载人
航天系统，为载人飞出近地轨道做准备。
旨在探测火星和木星的“火星 2020”和“木
卫二快船”项目也将继续得到资助。

美计划2023年
将宇航员送入月球轨道

【白色粉末虚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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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恐吓疑似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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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炭疽惊魂未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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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联社报道，炭疽病毒袭击事件后，
“不明白色粉末”消息令人不寒而栗。
不时有人以邮寄含白色粉末信件的方式
搞恐吓或恶作剧。

（新华社特稿）

收到“白色粉末”信件

特朗普大儿媳进医院

据新华社平壤 2月 13 日电 朝鲜最高
领导人金正恩 12日听取了访问韩国归来的
朝鲜高级别代表团的汇报，表示要进一步
营造北南和解对话氛围，继续积累良好成
果。

据朝中社 13 日报道，金正恩对代表团
的汇报表示满意。他说，韩国特别重视高
级别代表团等参加冬奥会的朝方人员的访
问，竭尽诚意为朝方人员提供方便，给他留
下很深印象，他对此表示感谢。

金正恩说，重要的是进一步提升以本届
冬奥会为契机的北南强烈渴望和解与对话
的良好氛围，继续积累良好成果。金正恩
还指出今后改善和发展北南关系的方向，
要求有关部门对此采取具体对策。

报道说，朝鲜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
委员长金永南、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第
一副部长金与正、国家体育指导委员会委
员长崔辉、祖国和平统一委员会委员长李
善权等高级别代表团成员以及随行人员参
加了会见。

据朝中社此前报道，朝鲜高级别代表团
11日晚结束对韩国为期三天的访问返回平
壤。而在韩国江陵和首尔进行了两场演出
的朝鲜艺术团 12日返回平壤。艺术团在首
尔演出时，在韩访问的朝鲜高级别代表团
与韩国总统文在寅夫妇及其他韩方官员共
同观看了演出。

金正恩表示进一步
营造和解对话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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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这是 20172017 年年
44月月1616日日，，在美国在美国
安德鲁斯空军基安德鲁斯空军基
地地，，瓦妮萨瓦妮萨··特朗特朗
普抱着儿子走下普抱着儿子走下
空军一号空军一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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