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朴槿惠今日亲赴庭审
法院最迟明日作出是否批捕判决

韩国首尔中央地方法院定于30日就是否批捕朴槿惠进行审理。韩国检方28日证实，朴槿惠届时将亲
自到场接受审问。按韩联社的说法，法院将于30日晚些时候或31日就是否签发逮捕令作出判决。

韩国检方27日向首尔中央地方
法院申请逮捕朴槿惠。按检方的说
法，鉴于朴槿惠所涉罪行情节严重且
有毁灭证据的可能性，检方决定申请
逮捕令。

检方次日说，朴槿惠的律师已通
知他们，朴槿惠将亲自到法院接受审
问。

据韩联社报道，按照韩国司法制
度，在检方提请法院批准逮捕犯罪嫌
疑人后，法院会就是否签发逮捕令对
嫌疑人进行审问。当事人可以选择

亲自到场向法官陈述自己的立场，也
可以放弃出庭。

按韩联社的说法，朴槿惠作此决
定的原因可能是她认为亲自向法官
陈述自身立场更为有利。此前，韩国
司法界普遍预测，朴槿惠会在压力之
下拒绝亲赴庭审。

朴槿惠涉嫌收受贿赂、滥用职权
等多项罪名。本月10日，韩国宪法
法院宣布同意弹劾朴槿惠，立即解除
其总统职务。此后，她失去了在任总
统享有的刑事豁免权，从而无法再继

续回避调查。21日至22日，她在首
尔中央地方检察厅连续接受了检方
长达21个小时的传讯。

朴槿惠是继卢泰愚、全斗焕后，
第三名被检方提请批捕的韩国前总
统。前两人后来均被逮捕。

如果法院签发了针对朴槿惠的
逮捕令，检方将有至多20天时间继
续调查，并且最终正式起诉朴槿惠、
把她送上法庭。不过，如果法院拒绝
批准逮捕令，检方仍可以继续起诉朴
槿惠。

就是否应该逮捕朴槿惠，韩国政
界意见不一。

朴槿惠虽遭罢免，仍有不少支持
者。这些支持者希望，能给予这位黯
然下台的前总统更多仁慈。自由韩
国党国会议员金晋泰（音译）对媒体
记者说，逮捕朴槿惠就犹如逼迫这位

“正在家中哭泣”的女士去“喝毒药”。
金晋泰的言论遭到“倒朴派”强

烈反对。他们认为，法律面前人人平
等，前总统不能被特殊对待。

共同民主党发言人朴庆美（音

译）说：“如果朴槿惠钻法律空子、免
遭批捕，那么韩国就不再能被称作法
治国家。”

此前，自由韩国党一度表示接受
检方申请逮捕令的决定，称其是“基
于法律和原则的决定”。但28日，约
77名这一党派议员签署一份请愿
书，呼吁首尔中央地方法院拒绝检方
逮捕朴槿惠的申请。

自由韩国党议员曹源金（音译）
在一场记者招待会上说，朴槿惠已连
续接受检方21个小时的传讯，对检

方“十分配合”。如果再批准逮捕令，
那对于她“太残酷了”，而且“会对整
个国家的尊严带来负面影响”。

对检方提出的朴槿惠可能毁灭
证据的说法，曹源金说，朴槿惠案件
的“共犯”均已被逮捕，朴槿惠“没有
机会毁灭证据”。

检方此前说，鉴于此案“共犯”朴
槿惠亲信崔顺实、前青瓦台幕僚长金
淇春以及涉案行贿人三星电子掌门人
李在镕等均已被逮捕，从公平角度讲，
检方应该针对朴槿惠申请逮捕令。

朴槿惠涉嫌收受贿赂、滥用职权
等多项罪名。

检方表示，朴槿惠涉嫌罪行情节严
重，包括利用总统职务之便从企业收取
贿赂、侵害企业自有经营以及泄露国家
机密等，对她提请批捕“在所难免”。

如果法院签发了针对朴槿惠的
逮捕令，检方将有至多20天时间继

续调查，并且最终正式起诉朴槿惠、
把她送上法庭。不过，如果法院拒绝
批准逮捕令，检方仍可以继续起诉朴
槿惠。

朴槿惠所涉罪名中，受贿罪名量
刑最重。韩国法律规定，受贿金额超
过1亿韩元（约合61.7万元人民币）将
获刑10年以上监禁乃至终身监禁。

韩联社援引检方的说法，朴槿惠
涉嫌受贿金额达433.28亿韩元（约合
2.7亿元人民币）。

按这家通讯社的说法，韩国司法
界普遍认为，朴槿惠被判有期徒刑的
可能性更大。如判有期，她最多可获
刑45年监禁。

吴宝澍 杜鹃（新华社专特稿）

韩国首尔中央地方法院定于30
日就是否批捕前总统朴槿惠进行审
理，朴槿惠届时将亲自到场接受审
问。一旦法院批准逮捕令，朴槿惠将
在拘留所中过怎样的生活，她是否会
因前总统的身份而得到额外照顾？

一些了解相关程序的前检察官
和监狱官员透露，朴槿惠将被安排
在比其他人面积稍大一些的单人囚
室，并且配有独立卫生间和淋浴间，
但她可能无法保留标志性的发髻。

住得比三星“太子”好些

韩国宪法法院本月10日宣布赞

成弹劾朴槿惠后，她于12日晚离开
总统府青瓦台，搬到首尔三成洞的私
宅居住。如果法院签发了针对她的
逮捕令，检方将有至多20天时间继
续调查，并且最终正式起诉朴槿惠。

朴槿惠是继卢泰愚、全斗焕后，
第三名被检方提请批捕的韩国前总
统。卢泰愚和全斗焕后来均被逮捕。

曾参与讯问上述两名前总统的
前检察官透露，一旦朴槿惠被捕，与
其他人相比，她只有一项特权，即可
住在比普通囚室面积稍大的单人囚
室里。此外，在隔壁房间配有独立
卫生间和淋浴间。

普通单人囚室面积约为6.56平

方米，三星集团实际控制人李在镕
所住的就是这种标准。李在镕的囚
室中没有淋浴设施，只有洗手池和
马桶，并且都在囚室内。

前检察官金镜洙（音译）说：“我
认为，朴槿惠将住在条件更好些的
囚室里，面积要比别人大。”

根据一些前检察官和监狱官员
的说法，考虑到安全原因，朴槿惠的
囚室将和其他人分开，但伙食标准
和作息时间等与他人一致。

标志性发髻恐难保留

根据规定，朴槿惠每天必须6时

30分起床，晚上 21 时上床休息。
她每天仅可见一名访客，并且时间
有限。不过，她可随时与律师见
面，时间不受限。囚室内配有电
视，但仅有一个频道，播放事先录
制好的节目。

朴槿惠的伙食标准也将和其他
人一样，每天总摄入热量为2500卡
路里，菜单每天轮换。

如果法院31日凌晨宣布批准
逮捕令，那么31日将成为朴槿惠在
拘留所生活的第一天。当天的午饭
包括米饭、豆芽、泡菜、圆白菜和海
带，价格为1443韩元（约合9元人
民币）。

如果法院方面届时拒绝批准
逮捕令，检方仍可以继续起诉朴槿
惠。

了解拘留所相关规定的律师透
露，朴槿惠一旦被捕，将无法保留标
志性的发髻。根据相关规定，朴槿
惠在拘留所中不得戴发卡，并且无
法接受拘留所以外的发型师服务。
拘留所内配有发型师，但仅提供剪
发服务。

前检察官金镜洙也持同样看
法。他说：“在拘留所中找外面的人
做头发对其他人不公平，朴槿惠方
面要找外面的发型师进来做头发恐
怕很难。” 张旌（新华社专特稿）

日本在野党28日在参议院公开了一封求
援信。写信人为“地价门”主角、森友学园理事
长笼池泰典，收信人为辅助首相夫人安倍昭惠
的政府专员。求援信发出不到一个月后，笼池
收到这名政府专员发来的回复传真。此后笼池
感觉“吹起一阵神风”，他顺利用超低价买到一
块国有土地。

在野党议员对照笼池求援信与安倍昭惠方面
回复的传真指出，虽然传真答复称不能如笼池所
愿，但实际上，笼池在求援信中的几项要求被一一
兑现。安倍昭惠牵涉森友购地嫌疑进一步加深。

2015年10月26日，笼池向辅助安倍昭惠
的政府专员谷查惠子寄去一封信咨询小学用地
问题。此时，安倍昭惠已答应担任该校名誉校
长。笼池在信中提出三个愿望。他首先介绍
说，森友学园与近畿财务局签订了10年长期土
地租赁合同，这份合同附带预约购买条件，即如
果森友在10年内无法购买，该地块将被收回。
笼池在信中嫌10年太短，希望能延长租赁时间
为50年并尽早实现购买。

除此之外，笼池认为学校用地租金太贵，希
望能考虑到埋藏的垃圾问题打五折；他还问起此
前由学园垫付的垃圾处理费，希望能早日到账。

不到一个月后的11月17日，笼池收到谷
查惠子发来的传真。谷查惠子在传真中逐条写
下了向财务省国有财产审理室长咨询的结果，
不过她表示很难如笼池所愿，“我们会继续关
注，有问题请随时指教”，谷查惠子在传真中还
说已把此事向安倍昭惠汇报。

安倍28日在国会承认，他看过笼池这封信的
一部分。内阁官房长官菅义伟也读过这封来信。

安倍政权根据谷查惠子的回复传真称，政府
和安倍昭惠方面与森友学园购地并无关系，但公
开这封信的日本共产党参议员大门实纪史28日
指出，“虽然只看传真的确像‘零应对’，但是结合
笼池的信来看，他的要求日后全部得到实现”。

刘秀玲（新华社专特稿）

“地价门”主角向
安倍夫人“求援”信曝光

法国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前总理弗朗索瓦·
菲永的妻子佩内洛普28日被立案调查，她涉嫌
与丈夫一起共谋盗用公共资金。此前，菲永已
因“空饷门”被立案调查，成为法国有史以来首
名受到正式调查的总统候选人。

佩内洛普现年61岁，与菲永育有5个子
女。法国媒体今年1月爆料称，佩内洛普15年
内以议员助理身份领薪至少68万欧元（约合
492.9万元人民币），但从未真正工作。

巴黎调查法官28日向佩内洛普明确了针
对她的初步罪名。美联社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
道，佩内洛普涉嫌盗用公共资金、盗用公司资产
获利和欺诈获利。后者牵涉到佩内洛普在《两
个世界评论》杂志的工作。

眼下距离法国总统选举第一轮投票仅剩4
周时间。 陈立希（新华社专特稿）

法总统候选人菲永妻子
被正式立案调查

2017年1月29日，弗朗索瓦·菲永（前右）
和妻子佩内洛普（前左）在法国巴黎出席竞选集
会。 新华/法新（资料照片）

一旦法院批准逮捕

朴槿惠拘留所生活怎么过？

朴可能认为亲赴审问有利

最多可获刑45年监禁

是否逮捕政界意见不一

这是3月22日朴槿惠走出韩国首尔中央地方检察厅的资料照片。
新华社发

广告

海口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拍卖出让公告
（2017）第6号

经海口市人民政府批准，海口市国土资源局决定将市龙昆南路东
侧道客村内的一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以拍卖方式出让，现就有关事
项公告如下：

一、拍卖出让土地的基本情况：本次拍卖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位于海
口市龙昆南东侧道客村内，土地面积15075.90平方米，土地用途为城镇
住宅用地(其中住宅用地占77%，商业用地占23%)，出让年期住宅为70
年、商业为40年。地上已动工开发建设，宗地按现状拍卖。《关于提供润
龙花园(一期)项目规划相关情况的复函》(海规函[2016]2651号)明确，根
据已核发的规划许可证及盖章的总平面图，“润龙花园”(一期)项目用地
面积15075.9平方米；地上建筑面积49353.26平方米；地下建筑面积
11699.9平方米；计入容积率建筑面积48242.88平方米，其中住宅部分
占比77%，商业部分占比23%，容积率3.2。其他规划控制要求详见海
规函[2016]2651号。拍卖起叫价为7042.9元/平方米。

二、竞买人资格：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的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
除法律法规另有规定外，均可申请竞买，但在海口市行政辖区内有闲置用地
(企业自身原因造成)、有拖欠土地出让金的行为除外。非海口市自然人、非
海口市注册的法人和其他组织，应在竞得土地后5日内在海口市注册成立
法人项目公司或全资子公司，由项目公司或全资子公司与海口市国土资源
局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办理土地使用权登记手续。申请
人竞得土地后，拟成立新公司进行开发建设的，应在申请书中明确新公司的
出资构成、成立时间等内容。本次拍卖不接受联合申请竞拍。

三、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拍卖出让按照价高者得的原则确
定，每次增价幅度为人民币10元的整数倍。

四、竞买咨询及报名期限：有意竞买者请到海口市土地交易中心
（地址：海口市国贸二横路国土大厦五楼）或海南省政务服务中心二楼
省公共资源交易中心22号窗口查询，凭有效证件索取《国有建设用地使
用权拍卖出让手册》，并按拍卖手册的具体要求报名参加竞买。报名时
间：2017年4月6日至2017年4月20日16:00整（北京时间）。

五、竞买保证金：根据市政府对海重棚[2015]250号请示的批示精
神，竞买人在报名时需交纳土地竞买保证金5317.242万元人民币(土
地评估价格的60% )，同时缴交地上建筑物的购买金62925000 元人
民币(道客村改造项目投资建设人无需缴交)。

六、资格确认、拍卖时间及地点：经审查，申请人按规定交纳竞买
保证金，具备申请条件的，我局将在2017年4月24日16:00时前确认
其竞买资格。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拍卖会定于2017年4月25日
16:00整（北京时间）在海南省政府会展楼二楼省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土
地交易大厅举办。

七、其它注意事项：1、竞买成交当天签订《成交确认书》，并在10个
工作日内与我局签订《固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土地竞买保证
金自动转做出让地块的出让金，定金为成交价的10%。土地出让全按
照《固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约定支付；2、本次拍卖出让国有建
设用地已具备开发建设条件。竞得人在交地后3年内完成项目建设。
涉及水务、绿化、市容、卫生、环境保护、消防安全、交通管理等的设计
施工，应符合国家、海南省和海口市的有关管理规定；3、2016年12月
31日至土地拍卖成交之日海南润龙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投入部分，
由竞得人与海南润龙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协商解决；4、受让人凭土地
出让金发票及完税证明等材料办理土地登记手续；5、税金由竞得人按
税法规定交纳，拍卖交易服务费按规定收取。

八、本公告未尽事宜详见《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拍卖出让手册》，
该手册所载内容为本公告的组成部分。

九、联系方式：联系单位：海口市土地交易中心
咨询电话：（0898）68531700 65303602
网上查询：www.landchina.com www.ggzy.hi.gov.cn

www.hnlmmarket.com
海口市国土资源局
2017年3月30日

中标公示
陵水黎族自治县隆广镇石关村委会硬化大排沟项目施工于2017

年 3月 29 日在陵水黎族自治县椰林镇中心大道26号（原地税局办公

楼）5楼会议室开标，已完成评标工作，现将中标候选人公示如下：

第一中标候选人：吉安吉荣实业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第二中标候选人：海南省水利水电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第三中标候选人：海南汉拓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公示截止日期为 2017 年 4 月1 日。公示期内，如对上述中标

候选人存在疑问，可向陵水黎族自治县土地储备开发整理中心投诉

或举报，电话：18689975956。

招标代理机构：海南平正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海口市龙华区人民法院拍卖公告
（2016）琼0106执624号

根据海口市龙华区人民法院（2016）琼0106执624号之一执
行裁定书，本院将于2017年5月25日10时至2017年5月26日
10时止在海口市龙华区人民法院淘宝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上进
行公开拍卖：位于海口市龙昆北路17号D4、D5别墅。房产证号：
海口市房权证海房字第18243、18246，证载建筑面积均为279平
方米，总建筑面积588平方米。起拍价：3，457，360元，竞买保证
金650000元。咨询、展示看样的时间与方式：自2017年5月5日
起至2017年5月24日16时止接受咨询（双休日除外）；有意竞买
者请于2017年5月25日10时前于淘宝网缴纳竞买保证金。特别
说明：（1）上述标的按现状拍卖；（2）过户的税、费按国家规定各自
承担；（3）有可能存在的物业费、水、电等欠费由买受人负担。咨询
电话：0898-66784702（张法官）法院监督电话：0898-66705436

海口市龙华区人民法院 2017年3月29日

抢鲜读

今日

证券导报
SECURITIES （H01／02）

（P01）

（H09）

Ａ股遭遇三连阴 “钱荒”是主因

风劲帆满海天阔 砥砺三载绘宏图
——兴业银行海口分行开业三周年纪实

普利制药28日创业板上市
海南股交中心唯一区域性股权市场地位被确认 （H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