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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曼谷8月25日电（记者
杨舟 陈家宝）泰国最高法院25日因
前总理英拉·西那瓦未按要求前往
法院出席其所涉及的大米收购案宣
判，向英拉发出逮捕令，并将宣判日
期推迟至9月27日。

据最高法院发表的声明，被告
英拉的律师团称，英拉因耳水不平
衡而严重晕眩，未能于当天前往法
院，请求法院推迟宣判时间。但英
拉未能提供任何证明，原告和法院

均不相信英拉生病，法院认为英拉
意欲“逃案”，对其发出逮捕令，并没
收其全额保释金。此前，法院曾判
处英拉缴纳3000万泰铢（约合 600
万元人民币）保释金。

英拉的律师当天在法庭外接受
记者采访时说，早上8时接到英拉因
病不能前往法院的通知，但他对于

“英拉是否还在泰国”“英拉是否在
医院”等问题均回答“不知道”。

有媒体25日报道称英拉已于

23日前往新加坡。泰国总理巴育回
应说，已要求执法人员调查英拉是
否真的生病和她目前所在地，同时
加强边境管理。副总理巴威25日称
无法证实英拉是否还在泰国境内。

25日法院外聚集了数千名英拉
的支持者，泰国警方派出3000多名
警员控制局面。

经过长达两年的审理后，泰国
最高法院原定于8月25日对英拉所
涉及的大米收购案进行宣判。如罪

名成立，英拉将面临最高 10年监
禁。英拉在8月1日的结案陈词中
否认了检方提出的所有指控。

法庭曾于2015年5月判处英拉
不能出境，要求其亲自出席每次庭
审。英拉此前曾表示，她将直面最
后的宣判，不会离开泰国。

大米收购项目是英拉2011年8
月上台之初开始实施的一项政策。
自2014年起，这一以高于市场价格
向农民收购大米的政策被批评导致

国家财政亏空并滋生大量腐败。
2014年5月，泰国宪法法院以滥用
职权、违反宪法为由解除英拉的总
理职务，随后泰国军方发动政变彻
底推翻英拉政府。

2015年2月，泰国总检察长办
公室正式向最高法院提起针对英
拉的刑事诉讼，指控她任总理期
间的大米收购项目违反了刑法和
反贪污法，造成财政亏空和粮食
过度囤积。

未按要求出席“大米收购案”宣判，被认为意欲“逃案”

泰最高法院向英拉发逮捕令

国际纵深

英拉“大米收购案”即将裁决

泰国政治步入三岔口
泰国最高法院25日向前总理英拉发出逮捕令，没收保释金，并把宣判日期推迟至下月27

日。此案纠结于英拉2011年上台后推行的政府大米收购政策是否导致国家财政亏空以及滋生
腐败。裁决结果不外乎三种：有罪并立即监禁，有罪但缓期监禁，无罪。按照检察部门指控的滥
用职权等罪名，法院若数罪并罚，英拉最高可获刑10年。

事实上，此案案情并不复杂，控辩双方各有陈词，法院定夺也有法律文本可依。只是，此案的
结局不仅涉及泰国的司法声誉，更关乎民情民意、政治走向、军政关系以及社会和解。针对英拉
的宣判，成了泰国政治的“三岔口”。

作为泰国历史上首位女总理，英
拉在泰国拥有大量“粉丝”。一些支
持者是继承于她的兄长、前总理他
信·西那瓦，也有相当一部分支持者
是英拉2011年执政后靠一些政策吸
引而来，尤其包括大米收购政策。

当年，英拉政府走立法程序通
过大米收购政策，同意在一些稻米
产区以高于市价的价格收购米农手
中的大米，以刺激生产，加大出口。

至于政府如何消化收购差价，英拉
政府自有手段。2014年5月，泰国
宪法法院以这项政策违反宪法为由
解除了英拉的总理职务，军方随后
发动政变推翻英拉政权。

然而，英拉并没有成为“过季的
政客”。

军方政变后，英拉时不时在公
众露面，参与公益、宗教、社会等非
政治活动，英拉的支持者则持续举

行各种支持英拉、反对政变的社会
活动。他信流亡在外10年，英拉实
际上在支撑着他信时代“红衫军”的
大旗。

以社会中下层为代表的“红衫
军”虽有多名领导人被抓，虽然受制
于新宪法下的种种规定无法举行集
会，但它远非僵而不死，甚至还在跃
跃欲试。英拉案有可能成为“红衫
军”下一步行动的导火索。

法院是有“苦衷”的。
大法官们很清楚，审判英拉，

远比当年审判其兄他信要难得
多。时过境迁，政治局势更加复
杂，社会矛盾更加深刻。英拉案
裁决本身并不难，说白了，无非就
是英拉是否牺牲国家利益收买米
农人心。难的是，法官们要预见
裁决可能引发的后果。这超出了
依法办案的范畴，却是不得不考
量的“国家利益”。

如果法院判英拉有罪并立即监
禁，势必引发英拉支持者不满，有可
能导致“红衫军”再次爆发示威和社
会矛盾再激化，泰国政治可能进入
新一轮对抗与动荡。

如果法院判英拉无罪，势必会
引发军方不满，似乎意味着军方当
年搞了一出师出无名的军事政变。
在此情况下，现任总理巴育·占奥差
领导的政府更难以放手举行大选，
将延续“军方背景”。

如果法院判英拉有罪但缓期监
禁，倒不失为一个缓兵之策。一方
面给了英拉一个上诉的机会，另一
方面也给了军方继续限制英拉行动
自由的理由。自政变以来，军方一
直以保护为由，对英拉的行动采取
监控和限制。这样一来，泰国政治
依旧会延续目前的基本格局不变，
即便是举行选举，军方也可以收放
自如地控制英拉一派，继续在未来
政府中扶植自己的势力。

自2006年以来，泰国政治步履
蹒跚地跌宕10年多时间。要想看
清其中复杂剧情，需从政府、军队、
法院的三角关系入手，特别是法院
的作用不容小觑。

对泰国政治而言，政变虽然司空
见惯，但在全球背景下，政变给泰国带
来的负面影响正越来越大。2006年
和2014年，泰国军方两次发动军事
政变，分别推翻他信政府和英拉政府，

也招致一些西方国家制裁和冷眼。
而在泰国政治中，还有一件利

器，那就是司法。在近10年的政治
斗争中，泰国司法机关的“三驾马车”
宪法法院、最高法院和行政法院几乎
完全站在他信阵营的对立面。这是
因为，这些大法官绝大多数是由王室
枢密院和上议院指派产生，而指派法
官的群体在对他信的态度有自身立
场。这就自然而然地使司法机关和

军方站在了反他信的共同阵线上。
所以，法院在过去10多年时间

里时不时会在政局关键时刻“搞一
把”，弄出点大动静。这就是泰国媒
体所说的“司法政变”。

英拉日前在社交网站脸书上贴
出一篇文字，劝告支持者不要在25日
宣判日这天前往最高法院，担心可能
发生暴力事件。据此，有人判断，英
拉实际上从一开始就没有打算出庭。

据新华社曼谷8月25日电（记
者杨舟）泰国最高法院25日对前总
理英拉·西那瓦执政期间政府官员、
商人涉嫌倒卖大米一案进行宣判，
除两名被告逃案外，其余26名被告
均被判刑，其中时任商业部长汶颂
被判42年监禁。

泰国最高法院还判处英拉政府
商业部副部长蓬36年监禁、商业部
外贸厅厅长玛那40年监禁、商业部
外贸厅副厅长提坎蓬32年监禁、对
外大米交易办公室主任阿卡拉蓬24
年监禁。此外，大米商人阿披乍被
判48年监禁。

泰国最高法院发布声明说，英
拉政府执行大米收购政策后，成立

专职小组委员会鼓励大米售卖。蓬
和汶颂先后任小组委员会主席期
间，泰国与没有外国政府授权的外
资企业签署政府间交易协议，以低
于市场价的价格向对方出售大米，
造成国家损失；并将部分低价大米
倒卖给泰国商人赚取利益，多名政
府官员、商人参与其中。

除两名在逃被告外，所有被告均
否认检方指控。泰国最高法院认为，
上述官员和商人违反刑法、反贪污法
等法律，分别判刑并处以罚金。

本应于同日宣判的英拉大米收
购案因英拉未能出庭而延迟至9月
27日宣判。最高法院同时发出对英
拉的逮捕令。有媒体报道说，英拉

已经逃离泰国。不过，这一消息目
前未经证实。

大米收购项目是英拉2011年8
月上台之初开始实施的一项政策。
2014年起，这一以高于市场价格向
农民收购大米的政策被批评导致国
家财政亏空并导致大量腐败。2014
年5月，泰国宪法法院以滥用职权、
违反宪法为由，解除英拉总理职
务。不久，泰国军方发动政变，彻底
推翻英拉政府。

2015年2月，泰国总检察长办
公室向最高法院提起针对英拉的诉
讼，指控她任总理期间推动的大米
收购项目违反刑法和反贪污法，造
成财政亏空及大量腐败。

韩国首尔中央地方法院25日宣判，三星电
子副会长、集团实际控制人李在镕行贿、非法转
移资产等5项罪名成立，判处其5年监禁。虽然
这已经是最轻量刑，但李在镕的律师团仍表示将
提起上诉。

此前，检方要求判处李在镕12年监禁。面对
李在镕律师团的上诉要求，检方回应“不服来战”，
并称将在二审中使被告获更重量刑。

细数“五宗罪”

首尔中央地方法院当天派出由3名法官组成
的委员会，对此案作出一审判决。主审法官金镇
东（音译）宣布，李在镕被控的行贿、挪用公款、非
法转移资产、隐匿犯罪收入和作伪证5项罪名全
部成立，判处其5年监禁。

金镇东说：“这起案件的本质是政府与财阀的
勾结。这种暗中勾结不仅过去存在，在现实社会
仍然存在，给全国民众造成了难以弥补的创伤。”

法庭认为，为了在继承三星集团经营权过程
中获得时任总统朴槿惠的帮助，李在镕以赞助其

“亲信”崔顺实之女郑某马术训练为名行贿。对
此，李在镕和三星涉案人员心知肚明，并不存在所
谓的“不知情”。

法庭同时判定，李在镕去年12月在国会接受
“亲信门”调查时作伪证，谎称不认识崔顺实母女，
构成伪证罪。

除李在镕外，三星集团另外4名前高管也被
判刑。其中，三星电子前未来战略室室长、有李在
镕“导师”之称的崔志成被判4年监禁。前未来战
略室次长张忠基也被判4年监禁。前三星电子社
长朴商镇获刑3年、缓刑5年。前三星电子专务
黄晟洙则被判2年6个月、缓刑4年。

为何获轻判？

针对李在镕的量刑，作为本案检方的特别检
察组曾于本月早些时候提议，应判处其12年监禁。

检方认为，李在镕向朴槿惠的“亲信”崔顺实
承诺和实际贿赂总额达433亿韩元（约合2.56亿
元人民币），以换取朴槿惠政府在2015年三星集
团旗下两家子公司的合并案中给予政策方便，而
该合并有助于身为三星电子副会长的李在镕加强
对整个三星集团的掌控。

但李在镕的律师团反驳称，鉴于崔顺实当时
的权力和名望，三星集团别无选择，只能为其提供
资金支持。

法庭虽然认定特检组提出的5项罪名全部成
立，但在行贿金额上并未采纳特检组的意见，认定
行贿金额仅为72亿韩元（约合4260万元人民
币）。法官金镇东表示，并不能认定三星集团向崔
顺实实际控制的两个财团出资为贿赂。

按金镇东的说法，法庭从轻量刑的另一个原
因是三星集团在这起案件中的“被动”地位。他
说：“被告并没有主动向总统请托行贿，他们似乎
只是被动接受总统提出的要求。”

判决宣布后，李在镕的律师团当庭表示将提
出上述，特检组则认为判决结果可以接受。对于
李在镕律师团的上诉要求，特检组表示，将在二审
中再度“发力”，使李在镕等被告获更重量刑。

张旌（新华社专特稿）

被控5项罪名

三星“太子”李在镕
一审被判5年监禁

8月25日，首尔中央地方法院一审判处三星
集团实际控制人李在镕五年刑期。 新华社发

人物档案

三星“太子”李在镕
李在镕出生于1968年，作为家里的独子，他

从小就集万千宠爱于一身。
1991年，当时年仅23岁还未大学毕业的李在

镕就进入了三星。
随后，在父亲李健熙的安排下，李在镕先赴日

本留学，获得了庆应义塾大学的MBA学位，后又
在美国哈佛商学院留学五年，读完了博士课程。

2001年，33岁的李在镕加入三星管理层。
2014年其父亲、三星电子会长李健熙患心梗

昏迷不醒，时年46岁的李在镕接过三星的权杖。
2015年5月，李在镕主导强推三星集团旗下的

三星物产和第一毛织合并，成立了新的三星物产，以
16.5％的持股比例成为新三星物产的第一大股东。

2016年底朴槿惠“亲信干政”事件曝光后，三
星涉嫌向朴槿惠“亲信”崔顺实行贿 430 亿韩元
（约合 3800 万美元），以换取三星物产的大股东
——韩国政府控制的国民年金批准这一合并交易
的事实浮出水面。李在镕为此受到检方传唤讯
问，并最终于今年2月被批准逮捕。

2017 年 8 月 25 日，韩国法院作出一审判决，
李在镕因行贿等罪名被判处5年监禁。

（据新华社8月25日电）

英拉不是“过季政客”A

审判未必“司法决断”B

政变不是“军方专利”C

涉嫌卷入英拉“大米收购案”

多名前泰国官员
被判逾30年监禁

“司法政变”对政治的影响丝毫
不亚于军事政变。法院曾先后解散
他信创建的泰爱泰党及其“脱壳”后
成立的人民力量党；先后以各种名
目解职支持他信的三名总理，分别
是沙马·顺达卫、颂猜·翁沙瓦和英
拉；先后冻结他信和英拉名下巨额
资产……近10年来，各法院参与的
所有“政治裁决”均以不利于他信阵
营的结局告终。

当然，英拉已经下台，“司法政
变”的说法已经不合时宜。但对于
军方而言，如果英拉还具有“煽动社
会情绪”的能量，那么司法手段就是
军方拴在英拉脖子上的那根链条。

不少泰国政治评论家甚至分
析，军方特别希望英拉在“牢狱之
灾”面前夺命而逃，像她的兄长一样
流亡海外。这对军方而言或许是最
好的结果。 凌朔（新华社专特稿）

或许能逃“牢狱之灾”D

7月21日，英拉到场出席“大米收购案”最后一场听证庭审。
图为她在法院外向支持者道别。 新华社/路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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