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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三星电子公司副会长、三星
集团实际掌权人李在镕17日因涉嫌
总统朴槿惠“亲信干政”案而被批准逮
捕。韩联社认为，这或将对一再“喊
冤”的朴槿惠形成打击。

首尔中央地方法院16日举行闭
门听证会，17日凌晨决定签发针对李
在镕的逮捕令。法院说，“考虑到新增
指控和证据，认为有理由、有必要对李
在镕实施逮捕”。李在镕将被关押在
首尔以南义王市的一家拘留中心，此
前他一直在此等候法院裁定。

现年48岁的李在镕由此成为三星
集团首位因刑事调查被捕的“掌门人”。

调查“亲信干政”事件的特别检察
组认定，李在镕向“亲信干政”案核心
嫌疑人崔顺实共计行贿430亿韩元
（约合2.5亿元人民币），以借助后者
的政治影响力，换取朴槿惠政府支持
三星集团旗下企业三星物产与第一毛
织公司合并。这一合并案被视为对李
在镕巩固自己对三星集团的继承权和
获取经营权至关重要。

除了向崔顺实控制的两家韩国基
金会注资，三星集团还涉嫌以培养马

术选手的名义向崔顺实控制的一家德
国法人提供资金，供崔顺实的女儿使
用，以及向崔顺实及其外甥女成立的
韩国冬季体育英才中心注资。

特检组上月16日第一次向法院提
出逮捕令申请，被驳回。本月14日，特
检组再次提出申请。除先前提出的行
贿、挪用公款和作伪证外，特检组还指
控李在镕藏匿赃款和隐瞒海外资产。

此外，特检组还申请逮捕三星电
子分管外联事务的社长、韩国马术协
会主席朴商镇。不过，法院驳回这一
请求，称难以确认逮捕必要性。

对于调查屡次受挫的特检组而
言，号称三星“太子”的李在镕被捕，是
一剂及时的“强心针”。特检组3日试
图“硬闯”青瓦台取证，吃了闭门羹，随
后提请首尔行政法院命令青瓦台不得
拒绝搜查，却被驳回。

特检组定于28日、即本月最后一
天结束调查。不过，已经提出将其延
长一个月的要求，等待代总统、总理黄
教安批准。

宪法法院目前正在审核弹劾朴槿
惠的合法性。 陈丹（新华社微特稿）

涉嫌“亲信干政”案

三星实际掌权人李在镕被批捕
或将对一再“喊冤”的朴槿惠形成打击

2月16日，在韩国首尔，三星电子副会长李在镕（右）在接受法院讯问后离开。 新华社/法新

韩国首尔行政法院16日裁定，负
责调查“亲信干政”事件的特别检察组
无权要求总统府开门配合搜查。由于
不得就这一裁决上诉，特检组寻求搜
查青瓦台的努力就此化为泡影。

韩国宪法法院同一天宣布，将于
下周结束有关总统朴槿惠弹劾案的听
证。外界普遍认为，这意味着朴槿惠
弹劾案将在3月初宣判。

负责调查“亲信干政”事件的特检
组本月3日“硬闯”青瓦台吃了闭门羹
后，于10日提请首尔行政法院勒令青
瓦台停止执行拒搜措施。然而，首尔
行政法院16日驳回了特检组的要求，
认定后者无权提出这样的请求。

由于不得就这一裁决上诉，首尔

行政法院的决定意味着特检组基本无
望再寻求搜查青瓦台。

同一天，特检组向代行总统职权
的总理黄教安提出申请，要求将原定
本月28日到期的调查取证期限延长一
个月。对此，黄教安的一名助手仅表
示，黄教安将审视特检组的这一请求。

按规定，特检组的调查取证期限
只能被允许延长一次。黄教安本月
10日在国会质询时曾要求特检组在

既定调查期限内“竭尽全力”，而不是
急着寻求延期。

韩国宪法法院同一天宣布，将于下周
结束有关朴槿惠弹劾案的听证。外界据此
推测，朴槿惠弹劾案将在下月初宣判。

“完成传唤证人后，法院打算于2
月24日结束听证，”宪法法院代院长
李贞美当天在第十四场听证会期间
说，“我要求双方在2月23日前递交
最终陈词，并为2月24日听证会期间

的最终控辩做准备。”
韩联社分析，如果最后一场听证会

在2月24日当天或前后举行，宪法法院
很有可能在3月13日、即代院长李贞美
退休这一关键日期之前结束朴槿惠弹
劾案的审理。考虑到3月10日是李贞
美退休前的最后一个工作日，宪法法院
在这一天宣判的可能性相当大。

此前，宪法法院原院长朴韩哲于1
月底卸任。上述两人退休后，宪法法

院的9名大法官将减至7人。根据韩
国法律，认可弹劾案需要宪法法院9名
法官中至少三分之二、即6人同意，这
一人数要求不会因个别法官的离任而
改变。也就是说，即便只剩7名法官，
仍需6人同意才能赞成弹劾案。

如果宪法法院未能在3月13日
前对弹劾案作出裁决，届时朴槿惠只
需获得两名法官支持，即可否决弹劾
案，重掌国政。

韩国国会去年12月9日通过针对
朴槿惠的弹劾动议案，宪法法院按相关
程序应在180天之内作出最终裁决。
韩国执政党和在野党本月13日达成一
致，将接受宪法法院对总统弹劾案作出
的任何裁定。 闫洁（新华社专特稿）

请求遭驳回

韩特检组搜查青瓦台无望

据新华社呼和浩特2月17日电（记者魏
婧宇 达日罕）17日上午，内蒙古自治区巴彦淖
尔市中级人民法院对最高人民法院指令再审的
王力军非法经营案公开宣判，依法撤销原审判
决，改判王力军无罪。

“撤销内蒙古自治区巴彦淖尔市临河区人
民法院（2016）内0802刑初54号刑事判决，原
审被告人王力军无罪。”听到审判长宣读的判决
结果，王力军长舒了一口气。

2016年4月15日，巴彦淖尔市临河区白脑
包镇永胜村农民王力军，因无证收购玉米，被临
河区人民法院以非法经营罪判处有期徒刑一
年，缓刑二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二万元。宣判
后，被告人王力军未上诉，检察机关未抗诉，判
决发生法律效力。12月16日，最高人民法院
作出（2016）最高法刑监6号再审决定书，指令
由巴彦淖尔市中级人民法院对该市临河区人民
法院一审判决生效的被告人王力军非法经营一
案进行再审。2017年2月13日，巴彦淖尔市中
级人民法院依法公开再审此案，庭审在当日结
束，法院宣布择期公开宣判。

巴彦淖尔市中级人民法院再审认为，原审
被告人王力军于2014年11月至2015年1月
期间，没有办理粮食收购许可证及工商营业执
照买卖玉米的事实清楚，其行为违反了当时的
国家粮食流通管理有关规定，但尚未达到严重
扰乱市场秩序的危害程度，不具备与刑法第二
百二十五条规定的非法经营罪相当的社会危害
性和刑事处罚的必要性，不构成非法经营罪。
原判决认定王力军构成非法经营罪适用法律错
误，检察机关、王力军及其辩护人提出王力军的
行为不构成犯罪的意见成立，均予以采纳。

判决宣布后，王力军及其辩护人均表示不
再上诉。王力军的辩护人王殿学表示，认可再
审宣判结果，“希望以后在适用刑法的兜底性条
款的时候，比如非法经营罪、寻衅滋事罪，司法
机关能够充分尊重刑法的谦抑性原则，能够用
行政、经济手段解决的问题，尽量不用严厉的刑
罚进行处理”。

收购玉米被判非法经营罪

王力军案再审改判无罪

王力军在听取判决结果。 新华社发

体育新闻 综合
2017年2月18日 星期六

值班主任：满国徽 主编：林永成 美编：王凤龙

地址：海口市金盘路30号 邮编：570216 总值班：66810666 广告许可证：琼工商广字015号 广告部：66810888 发行部：66810999 海报集团新闻热线：966123 邮发代号：83—1 报费：每月45元 零售每份1.5元 昨天开印时间2时00分 印完：4时00分 海南日报印刷厂印刷

二
月
十
七
日
，在C

B
A

第
三
十
七
轮
比
赛
中
，新
疆
喀
什
古
城
队
主
场
一
百
一
十
八
比

八
十
五
大
胜
山
东
高
速
队
。
图
为
新
疆
队
亚
当
斯
（
前
）
突
破
山
东
队
贾
诚
的
防
守
。

新
华
社
发

本报讯 2月17日，CBA第37轮
争夺全部结束。常规赛还剩最后一轮
比赛，季后赛门票争夺战也演变成北
京与山东“二抢一”。四川本轮赢球后
确定晋级，江苏输球后确定出局。山
东最近连续输球，本轮又大比分输给
新疆，不仅排名跌至第九，晋级季后赛
的形势也大为不妙。

最新排名和最后一轮赛程如下：
四川（第7名，22胜），最后一场客场挑
战北京；北京（第8名，21胜），最后一
轮主场迎战四川；山东（第 9名，21
胜），最后一轮主场迎战青岛。

最后一轮，目前排在第7和第8
位的四川和北京队将迎来正面交锋，

谁能赢下对手，自己就能稳稳地将季
后赛门票收入囊中。

一、如果是四川队战胜北京队，他们
将锁定常规赛第7名的排名；而北京队
则需要盼望山东队在最后一轮主场输给
同省兄弟青岛队，才能保住第八的位置。

二、如果北京队战胜四川队，他们
将力压对手冲上第7名的位置；而四
川队也能够凭借常规赛双杀山东队的
优势将对手挤出前八。

通过分析四川和北京的局势也可
以看出，对于山东队来说有且只有一
个进入季后赛的条件，那就是最后一
轮拿下同省对手青岛队，同时寄希望
四川队能够客场战胜北京。 （豪斯）

CBA季后赛门票争夺战变成“二抢一”

京鲁制造终极悬念
CBA第37轮战报

山东85：118新疆
福建98：110北京
四川117：109天津
广东110：96江苏
山西124：89广州
八一104：100青岛
深圳128：112同曦
吉林122：98浙江
辽宁95：98广厦
上海104：87北控

本报三亚2月17日电（记者林诗
婷）2017海南（三亚）国际马拉松比赛
即将拉开帷幕。记者今天从赛事组委
会获悉，为推进该赛事顺利举行，赛事
组委会在北京、上海、广州、海口、三亚
等15个大中城市启动了马拉松训练
营活动，积极营造轻松趣味的参赛氛
围，助力全国各地乐跑者科学备战赛
事最后的冲刺阶段。

训练营在北京、上海、广州、海口、三
亚、深圳、南京、成都、武汉、长沙、郑州、
西安、杭州、苏州和重庆15个大中城市
启动，训练将由资深教练指导，为参赛者
讲解预防伤病的方法和战术知识的应
用，教练还将带队热身、组织集体跑，让
跑友对科学跑步有更为深入的了解。

全国15城市训练营因地制宜，根
据参赛者具体情况，制定相应备战措
施，格局风格的“魔鬼训练法”成为一

抹亮色。据悉，今年广州跑族共派出
20多名跑友参加各项目比拼。为此，
广州跑友们为赛事筹备做精心的训练
计划。“如果不是参加比赛的话，我们
平时的训练量是一周训练两到三次。”
广州跑族负责人杨玉婵介绍，“为了备
战比赛，我们在周末增加了训练量，并
认真参加训练营活动，训练内容对于
我们跑步动力的调整、如何分配比赛
中力量的控制等方面具有很大帮助。”

而海口“嗨狮”跑团则融入舞蹈元
素在跑步训练之中，动感欢快的音乐
节奏不断推动跑步节奏快速向前。该
跑团团长王小力向记者介绍，他们跑
团独创的舞蹈被称为“二十四步on-
on”，在比赛前均会以舞蹈表演作为
重要的热身方式。“这看似在舞蹈，动
作里包含很多动感的节奏，对跑步节
奏的把控有很大帮助。”王小力说。

15城市训练营活动
助力三亚国际马拉松

NBA今天进入全明星周末时间

有精彩竞技，也有恩怨纠缠

NBA全明星周末

直播预告
18日10：00 新秀挑战赛
19日09：00 单项赛
20日09：00 全明星正赛
（北京时间，CCTV-5直播）

中国中学生足球协会杯落幕

海口灵山中学两队员
入选中国中学生联队

本报讯（记者林永成）2017中国中学生足
球协会杯2月16日在广西北海市落幕。代表
海南参赛的海口灵山中学高中队获得第八名，
初中队获得第十四名。灵山中学初中队球员张
智星、杨其峥入选中国中学生联队。

共有48支球队参加本届中国中学生足球
协会杯，比赛设高中甲组、高中乙组和初中组。
通过本次比赛，由商瑞华、裴恩才和胡建平等专
家组成的专家组选拔出中国中学生足球联队，
准备组队参加将于今年5月在伊朗举行的亚洲
中学生足球锦标赛。灵山中学初中队虽然战绩
不佳，但队中两名队员张智星、杨其峥表现出
色，被选拔进入中国中学生联队参加集训。

灵山中学高中队参加高中甲组比赛，在小组
赛中以2胜1负的战绩名列小组第二闯入八强。
在八强赛淘汰赛中，灵山中学高中队与最终获得
冠军的河南省实验中学队激战90分钟，最终以
0：1小负，无缘四强。在第五至第八名比赛中，灵
山中学高中队连负两场，最终名列第八。灵山中
学初中队小组赛三战皆负没能出线，只能参加第
九至第十六名比赛，最终获得第十四名。

河南省实验中学队夺得高中甲组和初中组
冠军，成为此次比赛最大赢家。高中乙组冠军
为石家庄二中实验学校队。

亚冬会中国代表团
抵达日本札幌

据新华社日本札幌2月17日电（记者林德韧）
参加第八届亚洲冬季运动会的中国代表团于17日
抵达日本札幌，正式开始亚冬会之旅。

本届亚冬会中国代表团共有236人，运动
员将参加全部64个小项比赛。中国代表团的
航班降落在距离札幌市区40多公里的新千岁
机场，抵达当日札幌地区下起了大雪。

17日到达的是中国代表团团部和短道速
滑、越野滑雪等队伍，而冰壶、女子冰球等队伍
已先期抵达开始了备战训练。

本届亚冬会中国代表团派出了各项目最
强阵容出战。为了备战2018和2022年冬奥
会，代表团也着重选派了一批有潜力的年轻选
手，力争通过本次比赛的磨炼增强冬季运动人
才储备。

本周末（北京时间 18 日-20
日），NBA一年一度的盛会——全明
星周末将在美国新奥尔良市进行。
友敌恩怨、新老更迭、扣篮三分大赛
扣人心弦，诸多看点拼绘成一个星光
熠熠精彩纷呈的篮球周末。

单项赛竞技意味更浓
全明星周末可以是一个大派对

或斗秀场，比赛胜负不可太较真。相
对来说，单项赛因为是个人技艺的比
拼，竞技意味更纯粹也更浓烈，参赛
选手都会拿出真本事一较高下。

最令人期待的无疑是扣篮大
赛。近几年，由于参赛选手更用心特
别是新一代扣将冒出，扣篮大赛的精
彩度和关注度大幅提升。去年，拉文
和戈登的精彩对决，更是把扣篮大赛
的热度提升到一个高峰。遗憾的是，

前两届扣篮王拉文因伤缺席，让扣篮
赛逊色不少。上届亚军、同样天赋出
众的戈登因此被视为夺冠大热门，不
过，他将受到太阳小将德里克·琼斯等
新一代扣将的挑战。此外，以暴力扣
篮为招牌的小乔丹也来参赛，他能不
能把“空接之城”带到新奥尔良？

全明星赛场外“戏份”不少
今年的全明星阵容有点奇怪。

西部“囤积”大个子内线球员；而东部
“主打”后场球员，只有米尔萨普堪称
纯正的内线球员。东部小个阵容能
否撼动西部强大的内线，成为比赛的
一大看点。

全明星正赛更多的看点由场外
带入。最大的看点是杜兰特与威少

“同框”。曾经的“雷霆二少”，友谊的
小船说翻就翻，决裂之势似已难弥

合。这次全明星赛两人将同时出现
在西部阵容，甚至可能搭档上场，两
人将如何化解尴尬局面？

另一个看点未免有些伤感。韦
德继新秀赛季以来首次无缘全明星
赛，欧文因伤缺席，鼎鼎大名的“风尘
四侠”不能会聚全明星，让人唏嘘不
已。与此同时，本次全明星有四位球
员首次入选首发，新面孔“换代”老熟
人，可以说，这是一届新老更替的全
明星赛。 ■ 林永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