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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外传真

美 国

巴 西

因涉嫌贪腐被批捕的韩国前总统李
明博5月23日在首尔中央地方法院接受
首次庭审，成为继全斗焕、卢泰愚、朴
槿惠后韩国第四名接受司法审理的前总
统。他当庭表示检方对自己的起诉“不
合理”。

庭审现场 手拿信封现身略显消瘦

当地时间23日下午1时左右，李明
博在警卫人员护送下抵达位于瑞草区的
首尔中央地方法院。被捕之后首次现
身，韩国媒体没有放过这位 76 岁的前
总统身上的每一个细节。他没有穿囚
服，而是身穿深色西装和白色衬衫，手
中拿着一个信封。韩国媒体推测，信封
内可能装有他准备在法庭宣读的证明。
与被捕前相比，李明博看似略微消瘦。

去年 5 月 23 日，前总统朴槿惠因
“亲信干政”案首次出庭受审，与李明
博的受审场所一样，为首尔中央地方法
院417号大法庭。

李明博现年 76 岁，2008 年至 2013
年出任总统。他3月22日深夜被捕，次
日凌晨被收押在首尔东部看守所一间单
人囚室。

韩国检方4月9日以16项罪名起诉
李明博，包括贪污受贿、滥用职权、逃

税、违反信托约定以及违反选举法等，
受贿总额约为111亿韩元（约合1038万
美元）。

当庭表示 否认相关指控

检方称，李明博通过实际控制的汽
车零部件制造企业DAS公司设立约350
亿韩元 （约合 3293 万美元） 的秘密基
金。DAS 公司最大股东和会长是李明
博长兄，李明博被指是企业幕后掌控
人。检方怀疑，这家企业设立巨额秘密
基金，用于挪用公款和逃税等非法行为。

针对检方指控，李明博当庭宣读陈
词，再次重申 DAS 是其哥哥的公司，

与自己无关。他说，DAS 公司由他哥
哥与小舅子共同创立并运营，过去 30
年亲属之间未因公司所有权或经营权发
生过纠纷，他对当前国家介入公司事务
表示质疑。

李明博还说，他一直对杜绝“政商
勾结”现象抱有信念，否认从三星公司
等处收受贿赂，强调自己在当选总统后
从未因个别企业的事务与经济界人士单
独会面。他表示，希望法院能在程序和
结果上显示公平，作出正确的判决。

李明博此前否认绝大多数指控，三
次拒绝检方审讯人员前往看守所讯问，
指认针对他的调查是“政治报复”。

据新华社

应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邀请，德
意志联邦共和国总理安格拉·默克尔昨
日起对中国进行为期两天的正式访问。
这是默克尔连任德国总理后首次访华，
也是她就任总理以来的第11次访华。

德国媒体分析了默克尔此行的重要
性，除了北京，默克尔还将赴深圳访
问。而默克尔对此次访华行程的重视，
主要原因是中国被德国认为是最重要的
贸易伙伴。

为何此时访华为何此时访华

德新社 23 日称，此次随行默克尔
访华的有约 20 名德国高管组成的经济
代表团。与以前访华时几十名，甚至上
百名高管组团相比，这次的规模似乎小
了很多，因此也不会签署更大的协议。
德国财经网分析，这主要是因为中德经
济合作已经非常广泛，且本次默克尔访
问的重点在于政治。

德国媒体认为，此次默克尔访华议
题的“重中之重”是伊朗核协议。5月
8日，美国单方面宣布退出核协议，伊
朗希望从其他国家得到保证。默克尔希
望中方与欧盟一起坚持核协议。

美国威胁对多国钢铁和铝加征关税
是另一大议题。尽管目前中美之间已经
就贸易争端初步达成共识，但欧盟各国
与美国的争端仍未化解，德国希望与中
方对此进行协调磋商，尤其是怎样保证
全球贸易自由方面。在这些议题上，中
德持共同立场。

贸易合作有何潜力贸易合作有何潜力

《斯图加特日报》指出，默克尔在
访问中国期间必须解决一个复杂的公
式：“中欧美三角关系”，即面对华盛顿

和北京这两个困难合作伙伴，欧洲如何
保持平衡关系。

柏林墨卡托中国研究中心主任海尔
曼说，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政策让默克尔
这一原本常规的就职访问具有特别的意
义，“如果美国不遵守国际关系中的基
本规则，那么欧盟和德国必须寻找与北
京合作的新道路。”

中德之间也有“摩擦点”。德国工
商总会负责人 23 日对媒体表示，默克
尔访华必须敦促中国进一步开放市场。

德国贝塔斯曼基金会 22 日公布研究报
告称，技术企业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成
为中国投资者的目标。

根据该报告，中资收购项目主要在
德国 3 个州：巴登-符腾堡、北莱茵-
威斯特法伦和巴伐利亚。这些州正是多
数所谓的“隐蔽冠军”——德国的全球
技术领先企业的聚集之地。报告认为，
中资在德国获得自由进入市场的机会，
中国政府却没有做出相应的开放。

晚综

德国总理第11次访华

默克尔这次为何而来？

受受1616宗罪指控宗罪指控 李明博首次受审李明博首次受审

默克尔1954年7月生于德国汉堡
市，物理学博士。

默克尔 1978 年至 1990 年在原民
主德国科学院物理化学中心研究所工
作。她1989年11月加入原民主德国

“民主觉醒”组织。默克尔1990年出
任原民主德国最后一届政府的副发言
人，同年8月加入德国基民盟并在德
国重新统一后当选联邦议员。1991
年到 1998 年默克尔任基民盟副主
席。1991 年至 1994 年，她出任联邦
妇女和青年部部长，1994 年至 1998
年担任联邦环境、自然保护和核反应
堆安全部部长。

默克尔 1998 年至 2000 年担任基
民盟总书记，2000年4月至今任基民
盟主席，2002 年 9 月至 2005 年 11 月
任联邦议院联盟党 （基民盟／基社
盟） 议会党团主席。2005 年 11 月，
默克尔出任德国总理，2009 年 10 月

连任，2013 年 12 月再次连任，2018
年3月第三次连任。

1997 年 8 月默克尔作为联邦环
境、自然保护和核反应堆安全部部长
访问中国。她曾以总理身份于 2006
年 5 月、2007 年 8 月、2008 年 10 月、
2010 年 7 月、2012 年 2 月、2012 年 8
月 、 2014 年 7 月 、 2015 年 10 月 、
2016年6月、2016年9月10次访华。

默克尔信奉基督教，已婚。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总理默克尔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总理默克尔

人物介绍

韩国前总统李明博（中）抵达首尔中央地方法院，准备接受首次庭审。

美国纽约州最高法院5月22日对一
起“啃老”诉讼作出裁决，要求一名现
年30岁的男子必须搬离父母住宅。

纽约州居民马克·罗通多和妻子克
里斯蒂娜上月向州最高法院起诉儿子迈
克尔·罗通多。法庭文件显示，迈克尔
在父母家居住8年，不交房租、不做家
务，拒绝父母给他“安家费”，父母因
而要求法院裁决迈克尔搬走。

这一案件要追溯至8年前迈克尔搬
到父母家。罗通多夫妇住在奥农多加县
卡米勒斯镇。迈克尔没有正式工作，不
交父母房租，不做家务，让父母着实

“头疼”。今年 2 月 2 日，父母狠下心，
决定不再娇惯这个“巨婴”。他们给迈
克尔写信，说给他两周时间搬走。为了
让儿子离开，父母甚至愿意为他提供
1100 美元租房钱。然而，迈克尔就是
不理不睬。

再三敦促无效后，忍无可忍的老夫
妇4月向法院提起诉讼。5月22日的裁
决让这起“啃老”闹剧暂时告一段落。
据报道，迈克尔走出法院后还振振有
词，声称要上诉。 据新华社

30岁男子啃老8年
父母将其告上法庭

据英国 《太阳报》5月23日报道，
在巴西北部的博阿维斯塔市最高安全级
别的监狱中，一名囚犯从牢房的厕所下
面挖了一条230英尺（约70米）长的隧
道，企图从监狱里逃出去，最终却因在
隧道中缺氧窒息而死。其实，这条越狱
隧道距地面只有几米远了。

据悉，越狱的 26 岁男子名叫贾德
森·库尼亚·埃万热利斯塔，警察是在
22 日发现这条隧道的，隧道起点在贾
德森牢房的厕所下面。管理该监狱的国
家司法部门称，150名警察花了7个小
时的时间才找到这条隧道。

根据监狱当局的说法，这条隧道是
花了几个月的时间才挖掘出来的，并且
已经越过了坚固的外墙和电栅栏，离地
面只有几米远。

贾德森死后，监狱的工作人员才方
知有这么一条隧道存在。据了解，贾德
森正计划和其他囚犯通过这条隧道进行
大规模越狱。

监狱的一位发言人说，目前这条隧
道现在已经被混凝土填封了。 晚综

囚犯挖隧道越狱失败
窒息死前距地面几米

迈克尔迈克尔··罗通多罗通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