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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巴黎7月2日电（记者郑
斌）因涉嫌探听司法机密和腐败，法国
司法机关2日凌晨正式对法国前总统
萨科齐展开调查。虽然目前尚无法确
定萨科齐是否将面临审判，但此事恐
将阻碍萨科齐重返政坛，并影响法国
政坛的走向。

萨科齐1日上午被国家司法警察
总部反腐败办公室拘留并接受讯问。
这是1958年法兰西第五共和国宣告
成立以来，第一次有前总统因涉嫌违
法遭到警方拘留。被拘15个小时后，
他被转到法国巴黎大审法院面见法
官，随后被释放。据司法机关发表的
公报，萨科齐因为涉嫌探听司法机密
和腐败，被司法机关正式开展调查。

法国媒体分析说，如果罪名成立，
萨科齐最高可被判处10年监禁。

6月30日上午，萨科齐的律师埃
尔佐格被警方拘留，同时被拘留的还
有两名高级法官。7月 1日，这3人
继续被警方拘留和讯问。埃尔佐格
和高级法官阿齐贝尔1日晚被司法机
关正式进行调查。

法国总理瓦尔斯2日上午在接受
法国主流新闻电视台BFMTV采访时
指出，萨科齐的行为是“严重的”。他

说，作为政府总理，他将确保“司法独
立”原则和“无罪推定”原则。

调查人员怀疑萨科齐试图收买法
官并承诺帮助其谋取高级职位，以获
得自己2007年总统竞选期间非法筹
集资金的有关调查信息。调查人员还
认为萨科齐可能从内幕人士那里获知
司法人员对他的手机进行了监听。

2013年4月，法国检方启动一项
调查，试图确定利比亚的卡扎菲政权是
否资助了萨科齐2007年的总统竞选活
动。法官一开始只是监听了萨科齐几
名亲信的电话。2013年9月，法官决
定对萨科齐本人的电话进行监听。

据法国媒体报道，萨科齐在右派
选民中人气很高，其近期的一些举动
显示他有可能强势重返政坛，甚至可
能在今年秋天担任主要反对党人民运
动联盟的领导人，并于2017年竞选法
国总统。法国媒体认为，萨科齐面临
的一系列司法调查将对他重返政坛形
成严重障碍，并对法国政坛的走向产
生影响。

涉嫌收买法官探听司法机密

萨科齐若获罪最高或判10年监禁

➡7月1日，在法国巴黎，法国前总
统萨科齐被警察带往财务调查部门接受
法官讯问。 新华社/路透

据新华社首尔7月2日电（记者张青）据韩
联社2日报道，朝鲜当天早晨向朝鲜半岛东部海
域发射两枚短程“发射体”。

韩国军队联合参谋本部一位消息人士说，早
晨6时50分许和8时许，朝鲜向半岛东部海域先
后发射两枚疑为火箭炮弹的“发射体”。据判断，
射程约为180公里。

朝鲜官方尚未对相关报道作出任何回应。
据报道，6月26日，朝鲜向半岛东部海域发

射3枚短程“发射体”，后又于6月29日发射两枚
短程弹道导弹。

韩称朝鲜再发
两枚短程“发射体”

据新华社新加坡7月2日专电（记者陈济
朋）新加坡目前最大面额的纸钞是1万新元（约合
49850元人民币）。不过，金融管理局2日宣布，
将会从今年10月1日起停发这种面额巨大的纸
钞，目的是减少洗钱风险。

金管局副局长王宗智在银行公会的活动上致
辞时说，大面额纸钞被用于洗黑钱的潜在风险更
高，因此决定停止发行1万新元面额的纸钞。

他说，随着安全的电子支付手段的发展，人们
需要大面额纸钞进行大额现金交易的需求也越来
越少，预计停发1万新元纸钞不会造成市场干扰。

新加坡目前正在发行的一套纸币面额分别是2
新元、5新元、10新元、50新元、100新元、1000新元
和1万新元。日常生活中人们比较常用到的是面额
100新元或以下的纸钞，1000新元也还比较常见，
但1万新元的纸钞在一般人生活中不太常见。

现在市面流通的1万新元纸钞仍可继续使
用，但金管局将不再发行新钞，预计随着旧钞退出
流通，市场上的1万新元纸钞会越来越少。

新加坡将停发
1万新元面额钞票

7月2日，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范登堡空军
基地，美国“嗅碳”卫星“轨道碳观测者2号”搭载
德尔塔－2型火箭发射升空，用于监测地球大气
二氧化碳水平。 新华社/法新

美国发射“嗅碳”卫星

调查人员怀疑萨科齐试图收买法官并承诺帮助其谋
取高级职位，以获得自己2007年总统竞选期间非法筹集
资金的有关调查信息。调查人员还认为萨科齐可能从内
幕人士那里获知司法人员对他的手机进行了监听。

2013年 4月，法国检方启动一项调查，试图确定
利比亚的卡扎菲政权是否资助了萨科齐 2007 年的
总统竞选活动。法官一开始只是监听了萨科齐几名
亲信的电话。2013 年 9 月，法官决定对萨科齐本人
的电话进行监听。

萨科齐“案中案”
据法国媒体近期多次报道，萨科齐在右派选民中人气很

高，有可能强势重返政坛，甚至可能在今年秋天担任反对党人
民运动联盟的领导人，并于2017年竞选法国总统。因此，此
次萨科齐被法国警方拘留，不能排除有一定的政党政治斗争
背景。法国媒体认为，萨科齐面临的一系列司法调查对于他
重返政坛形成障碍，对于法国政坛走向有重大影响。

1日，法国国民议会议长巴尔托洛内就萨科齐被拘留一
事发表讲话说，应该让司法机构完成其工作，任何人都不能凌
驾于法律之上。

对法国政坛有重大影响
萨科齐的盟友发声谴责，认为萨科齐此番遭遇是一场“政

治迫害”。
法国尼斯市市长克里斯蒂安·埃斯特罗西说：“此前从来

没有前总统受到这种待遇，类似这样的仇恨发泄。”
他“怀疑法官能够做到不偏不倚”，并指责法国现任总统

弗朗索瓦·奥朗德领导的政府煽动针对萨科齐的“仇恨情绪”。
他质疑道：“真的有必要把萨科齐拘留一夜？”。他认为，

调查人员是在尽一切手段让萨科齐在公众面前难堪。
（新华社供本报特稿）

盟友称是“政治迫害”萨
科
齐
涉
腐
案

日本共同社最新民调显示，安倍晋三内阁支持率自去年
12月来首次跌破50％。这项7月1日至2日在日本全国范围
内展开的电话民调结果表明，安倍内阁支持率为47.8％，不支

持率为40.6％。安倍内阁寻求解禁集体自卫权在日本国内饱
受批评和争议。大批日本民众1日聚集在安倍首相官邸前，抗
议修改宪法解释、解禁集体自卫权。 （新华社微特稿）

安倍内阁支持率跌破五成

法国前总统尼古拉·萨科齐1日
因为涉嫌腐败被法国警方拘留并接
受讯问。媒体称，萨科齐是法国历史
上首位因涉嫌腐败遭警方羁押的前
总统。

事实上，萨科齐并不是第一个受到
司法系统调查的法国前总统。巴黎轻
罪法庭2011年12月曾判决法国前总
统希拉克在担任巴黎市长期间贪污罪
名成立，判处其入狱两年，缓期执行。
希拉克因此成为法国二战后获刑的首
位前国家元首。

从萨科齐和希拉克两位法国前
总统的遭遇可以看出，法国在反腐工
作中并没有禁区，即便是曾经位高权
重的总统。法国总统在任期间可以
享受刑事豁免权，免受指控，但卸任
后，如果此前行为不端，仍然难免官
司缠身。

希拉克于1977年至1995年担任
巴黎市长，1995年至2007年担任法国
总统。

1983年至1995年间，巴黎市长办
公室登记在册的“特派员”有四五百人，
而其中40多个“特派员”在巴黎市政府
挂名，却不在那里工作。希拉克因此被

怀疑中饱私囊或为回报政治盟友而滥
用权力。

媒体报道，希拉克任总统期间，
“虚假公职案”已经东窗事发，但他利
用总统权力使自己安然置身事外。
2007年，希拉克卸任总统，失去豁免
权，一名法官就“虚假公职案”对他提

出腐败指控。
希拉克本人一直坚决否认这一指

控，称案中所提到的所谓虚假职位对于
巴黎市政府的正常运作必不可少，且这
些职位的设立经过了巴黎市议会的审
议和批准。

2011年9月，法国一家法院裁定，
希拉克健康状况不佳，所涉担任巴黎市
长期间挪用公款案件将缺席审理。同
年12月，法院判决希拉克贪污罪名成
立，判处其入狱两年，缓期执行。

张伟（新华社供本报特稿）

法国反腐不避前总统

美日俄如何反腐法国前总统萨科齐日前因涉嫌腐败被警方拘留，再次证明腐
败犹如全球性病毒，没有哪个国家可以完全幸免。美国、日本、俄
罗斯政客都有哪些“吸金”大法？政府又有哪些应对举措？

一部热播美剧《纸牌屋》，让不少大洋彼岸的观众感慨：美国
政治圈里原来可以这样“腐”。过去30余年，美国反腐立法和制度
经历了一个日渐规范、完善的过程，对反腐促廉发挥了不可小觑
的作用。但时至今日，腐败事件仍不时闯入人们视线。

根据美国政治生态特点，腐败现象主要集中于权钱交易、竞
选政治中的“金钱政治”以及常见的“旋转门”。

在权钱交易方面，近来最令美国社会哗然的，当属昔日“飓风
英雄”新奥尔良市前市长雷·纳金。纳金在离开市长一职不久，就
被挖出一批“腐事”，并于今年年初被裁定受贿等罪名成立。

在“金钱政治”方面，腐败“传统”更久远。竞选政治离不开
钱，从近年历次总统大选就能看出，政治捐款、筹款额度不断攀
高。金钱影响着总统竞选人的政治前途，也影响着胜出者的政策
走向。以美国“全国步枪协会”为例，谁赞成拥枪、反对控枪，谁就
能从该组织获得更多支持。

对大多数公职人员来说，另一个游走在腐败边缘的常见现象
当属“旋转门”。尽管美国有专门立法和部门对公职人员离职后

“再就业”进行规范，但通过“旋转门”转向一个更有“钱途”的平
台，是不少公务员冥思苦想的事。

美国：“纸牌屋”里怎么“腐”
日本的基层行政体系总体相对清廉和有效，且受到相对完

善的监督。但是，在整个国家政治、经济和社会运行过程中，仍
有一些腐败重灾区，“政治献金”就是其中的典型领域。

在日本选举制度下，政党和政治人物需要大量资金作为竞
选基本保障。仅靠公开渠道，获取合法的政治捐款，不但在单笔
数额、捐款人身份等方面限制众多，且使用时多有“不便”。因
此，许多政治人物寻找“金主”，筹集秘密资金。前首相鸠山由纪
夫、前首相桥本龙太郎等人都曾卷入类似丑闻。

此外，政界人物往往会通过重大项目招投标事宜交换利
益。在1976年曝光的“洛克希德事件”中，前首相田中角荣被控
在任时涉嫌收受5亿日元贿赂，为全日空公司选定采购洛克希
德公司客机提供方便。田中因此被判处4年徒刑，当时的运输
大臣、运输政务次官等人也被判有罪。

金融证券业亦成为政商勾连腐败的又一个新领域，典型案例是
被称为日本战后最大腐败事件的“利库路特事件”。日本利库路特
公司为开展房地产业务，向政界高层普遍赠送该公司尚未上市的
原始股。在1988年曝光的受赠者名单中，有时任首相竹下登、前
首相中曾根康弘等数十名自民党高层，竹下登也因此引咎辞职。

日本：“政治献金”为重灾区
在俄罗斯，腐败问题受公众关注度极高，其中军队被公认是贪污

腐败重灾区。俄军事领域长期受“机密”标签庇护，权力集中，且缺乏
监督，利益链条盘根错节，反腐非易事。俄罗斯总统普京极为重视军
队反腐，他说，军队腐败的性质恶劣程度与背叛国家无异。

“谢尔久科夫贪腐案”是俄罗斯近年来一桩高官贪腐大案。
2012年，因隶属于俄国防部的国防服务公司侵吞国有资产30亿卢
布（约合0.9亿美元），时任国防部长谢尔久科夫被解职。

除谢尔久科夫外，在普京亲自督导的“严打”军队腐败行动中，武
装力量总参谋长马卡罗夫、军事航空运输司令部副总司令舍米亚金
等多名军界高官也纷纷落马。

自2008年起，普京责成政府每年出台年度反腐国家计划。再次
入主克里姆林宫后，普京更将整肃贪腐置于重要政治议程。

被打上“普京烙印”的俄罗斯高官财产申报制度，被认为是一项
行之有效的反腐措施。该制度规定公职人员、军官及其家庭成员必
须申报收入、财产和支出情况。这些信息将在相应机构的网站上公
布。去年10月，审查专职委员会结束对9500份官员财产申报审查，
结果包括两名国防部将军在内的8人被解职。

（据新华社北京7月2日电）

俄罗斯：军队腐败如叛国

新华社东京7月2日电（记者刘秀
玲 冯武勇）日本政府1日晚正式在国
家安全保障局下设立专门小组，以加快
对行使集体自卫权相关法律的修改和
完善工作，修改后的法律将于今年10月
提交国会进行审议。

据共同社报道，该小组由内阁官房
副长官助理高见泽将林、兼原信克带
领，分为联络部门与法律检讨部门，前

者负责与相关部门联络沟通，后者负责
研究与武力袭击对策相关的法律问题，
成员共30人。

由于日本现有法律都基于往届内
阁不得行使集体自卫权的政府解释而
制定，在解禁集体自卫权的内阁决议通
过后，必须对相关法律进行修改完善。
预计修改的法律将包括《自卫队法》《周
边事态法》《应对武力攻击事态法》等10

多部。修改后的法律将于今年10月提
交国会进行审议。

日本防卫大臣小野寺五典2日在
考察陆军自卫队时表示：“为了切实
实现国民对自卫队的期待，将迅速开
展对相关法律的修改工作。”自民党
副总裁高村正彦也强调：“法律的制
定使集体自卫权的行使首次上升为
国家意志。”

日设立专门小组修改集体自卫权相关法律

7月2日，在
韩国首尔的日本
驻韩国大使馆
前，民众手持标
语参加抗议活
动。

当日，韩国
民众聚集在韩国
驻日本大使馆门
前，举行多轮抗
议示威活动，要
求日本政府向慰
安妇谢罪，并强
烈反对日本通过
解禁集体自卫权
的法案。

新华社发

韩民众举行多轮抗议示威

据新华社莫斯科7月2日电（记者刘怡然）
基辅消息：乌克兰东部顿涅茨克州和卢甘斯克州
2日发生多起炮击事件，造成十余人死亡。

顿涅茨克州民间武装领导人古巴廖夫2日在
社交网站“脸谱”上称，政府军当天对斯拉维扬斯
克进行持续炮击。该市一辆公交车被炮弹击中，
造成2人死亡、3人受伤。

另据国际文传电讯社援引卢甘斯克州民间武
装发言人的话报道说，该州一处居民点当天遭到
炮击和空袭，共造成约10人死亡，其中包括一名
儿童。此外，几栋行政办公楼也遭到炮击，建筑物
被完全摧毁。

俄罗斯外交部2日发表声明，强烈敦促乌克
兰政府停止炮击平民，实现真正停火，确保平民生
命安全。

乌克兰总统府1日凌晨发布消息说，乌总统
波罗申科决定暂时中止在乌克兰东南部地区单方
面停火机制的效力。乌议长图尔奇诺夫同一天宣
布，乌政府军已于当天上午恢复在卢甘斯克州和
顿涅茨克州的军事行动，对东部地区“恐怖分子”
的基地和盘踞要地进行空袭。

乌克兰东部发生
多起炮击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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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基斯坦东部旁遮普省一对新婚夫妇因违背
家族意愿结婚而遭女方家长处决。上月18日，23
岁的穆阿菲娅·比比与一名27岁男子结婚，但没
有得到女方家长认可。27日，新娘的祖父、父母
和两个叔叔将这对新婚夫妇强行绑至邻村，用刀
将他们杀害。在巴基斯坦一些地区，女子婚事由
家族包办，违背指婚将令家族蒙羞，招致“荣誉处
决”。 （新华社微特稿）

巴再曝“荣誉处决”

新西兰政府2日披露马来西亚使馆与新西兰
外交部的往来信件。马来西亚使馆在信件中要求
新西兰撤销对使馆人员穆罕默德·伊斯梅尔强奸
未遂的指控，承诺伊斯梅尔将“永远离开”新西
兰。伊斯梅尔5月跟踪并企图强奸一名21岁女
子，后以外交豁免权为由逃脱审判，引发新西兰民
意强烈不满。 （新华社微特稿）

马力保“色狼”外交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