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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观察

前特工“中毒”事件发酵 安理会召开紧急会议

英俄关系跌至

在联合国安理会14日召开的会
议上，美国、法国、荷兰、瑞典等西方国
家代表对英国立场给予支持。

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黑莉说，美
国政府“坚定地与英国站在一起”，并
要求俄罗斯担起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
重任，积极配合英国调查。法国代表
德拉特表示，这起事件是对国际和平
与安全的严重威胁，决不能让制造和
使用这类化学武器的人逍遥法外。

北约决策机构北约理事会14日
发表声明，对近日发生的“中毒”事件
表示严重关切，呼吁俄罗斯关注英国
的要求。

俄罗斯常驻联合国代表瓦西里·
涅边贾发言说，某些国家对俄罗斯的
指控是惯用的宣传手段，意在抹黑俄
罗斯。他要求有关方面提供实物证
据，强调看到铁证的重要性。

俄罗斯政治分析师波格丹·别兹
帕利科表示，西方国家眼下正寻找任
何指责俄罗斯、对俄实施制裁的借口，
包括兴奋剂事件、俄在叙利亚的行动
以及这次前特工“中毒”事件。他认
为，俄罗斯即将举行总统选举，“中毒”
事件在此时发生，或并非巧合。

分析人士认为，随着“中毒”事件
持续发酵，不排除英国的西方盟友继
续向俄罗斯施压并发起制裁的可能，
俄罗斯与西方国家关系恐将恶化。

（综合新华社3月15日电）

英国宣布针对俄罗斯的系列措施
后，俄罗斯外交部发表声明说，英国这
一举动是前所未有的挑衅，破坏了两
国正常对话基础，俄罗斯对英国采取
回应措施“不会等太久”。声明说，英
国没有按照国际标准程序对案件进行
调查，而是选择与俄罗斯对抗。显然，
英国方面进行单边的不透明调查是为
再次发起反俄罗斯活动。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

14日重申，俄罗斯没有参与俄前特工
“中毒”事件的调查，因此无法对事件
给出任何说法，何况事件并非发生在
俄罗斯领土。

俄罗斯科学院国际安全问题研究
所高级研究员阿列克谢·费年科表示，
向前特工投毒对俄罗斯无益，却对英
国非常有利，因为这可以给英国一个
指责俄罗斯干涉其内政的借口。

俄罗斯媒体普遍认为，在俄即将

迎来总统大选和世界杯的情况下，俄
完全没必要采取英国方面指责的行
为，英国借“中毒”事件炒作俄罗斯威
胁，是为了对俄总统大选和世界杯制
造障碍。有俄媒体甚至指出，俄英两
国已处于战争的边缘。

分析人士认为，英俄关系近年来
持续紧张，双方在叙利亚、网络安全等
问题上时有冲突。此次的“中毒”事件
无疑给两国关系蒙上了更大的阴影。

英国媒体本月初报道，俄罗斯前
特工斯克里帕尔及其女儿4日在英国
威尔特郡索尔兹伯里市街头一条长椅
上昏迷。英国警方说，两人中了神经
毒剂。英国政府称，“中毒”事件涉及
使用一种军用级别神经性毒剂，俄罗
斯“极有可能”与此事有关。

英国12日曾对俄罗斯发出最后
通牒，要求俄在24小时之内解释“中
毒”事件。俄对此表示，决不接受英违
反国际法的所谓“通牒”。

俄方表示，依据《禁止化学武器公
约》，被质询国有权了解涉案化学物质并
对其进行检验。在英国声称俄前特工

“中毒”后，俄即通过外交照会向英了解
涉案化学物质，但英方拒绝透露详情。

特雷莎·梅14日在议会下院宣读
声明说，被驱逐的外交官需在一周内
离开。其他报复措施包括：暂停正在
筹划中的所有英俄高层双边活动，英
国内阁和王室成员将不出席今夏在俄
举行的世界杯足球赛等。

应英国请求，联合国安理会14日
下午召开紧急会议，审议“中毒”事
件。英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临时代办
乔纳森·艾伦表示，英国政府认为俄罗
斯“极有可能”制造了这起事件，并指
出这是一起非法使用武力的行为，违
反了《联合国宪章》。

英国首相特雷莎·梅14日宣布，英国决定采取包括驱逐23名俄罗斯外交官在内的一系列措施，以报复俄罗斯涉嫌参与发生在
英国的俄前特工“中毒”事件。

应英国请求，安理会14日下午为此召开紧急会议，会上英美等国认为俄罗斯应当为发生在英国的神经毒剂使用事件负责，俄
罗斯则表示相关指控“完全令人无法接受”。俄驻英大使馆在社交网站发文说，英俄关系跌至“零下23℃ ”，但俄罗斯不惧严寒。

难逃“青瓦台魔咒”？

李明博1941年出生于日本大阪，韩国光复后随父母回
国。从靠捡垃圾完成学业，到考入名校；从因参加政治运动差
点入狱，到靠给总统陈情而被特许就业；从现代集团青年才俊，
再到首尔市长、韩国总统，李明博一路打拼，创造了各种传奇。

1965年，李明博进入现代建设公司，36岁成为公司有史
以来最年轻高管，这在讲究论资排辈的韩国相当罕见。在弃
商从政前，李明博已高居现代集团旗下多家重要子公司的
CEO，成为韩国商界传奇，被称为“平民神话”。

1992年，李明博当选国会议员，正式进入政界。此后几
经挫折，2002年成功竞选首尔市长。任内，他推动了复原清
溪川、建设首尔林、改善公共交通等环境整治工程，再次获得
韩国舆论赞扬，为他之后竞选总统积攒了相当的人气。

2007年，李明博在保守派政党大国家党的初选中战胜朴
槿惠，并最终当选韩国总统，成为首位商界出身的韩国总统，

“平民神话”达到顶峰。
民众对李明博在总统任内的政绩褒贬不一。李明博

上任之初，正值金融风暴席卷全球，他带领韩国快速走出
危机。他还为韩国争取到G20峰会、核安全峰会的举办机
会，并成功争取到冬奥会主办权。拥护李明博的人认为，
他是一位实干型总统。

15日清晨，在经历了持续到深夜的长时间讯问后，韩国检方说，前总统李明博在讯问中承认受贿，称自己在担任总统期间收取国家情报院
10万美元。李明博还承认收取其长兄67亿韩元（约合630万美元）用于私宅改建，但他称这只是借款。

在其继任者朴槿惠身陷囹圄之际，李明博作为韩国唯一一位还在享受前总统礼遇的政治家，能否摆脱所谓“青瓦台魔咒”，人们拭目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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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方对李明博的讯问从当地时间14日上午一直持续到15
日清晨结束。一名检方官员对媒体表示，李明博已经承认通过
总统府一名助手收取时任国家情报院院长元世勋送去的10
万美元。但是，李明博拒绝说明这笔款项的使用情况，以及此
事是否与妻子有关。检方怀疑这笔钱被李明博妻子私用。

李明博还承认收取其长兄67亿韩元（约合630万美
元）用于私宅改建，但他称这只是借款。对于检方提出的
其他涉嫌罪名，李明博均予以否认。

李明博2008年至2013年任韩国总统，就任总统前后
虽饱受质疑，但每次总能顺利脱身，曾被视为韩国唯一一
位能全身而退的前任总统。但2017年下半年起，李明博是
否借用他人名义经营汽车零部件制造企业DAS并涉嫌官商勾
结一事，再次引爆舆论。DAS公司最大股东和会长是李明博
长兄，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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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明博的麻烦远不止于此。“网络水军案”“情报机构
违规案”“文化界黑名单案”“乐天世界大厦案”等案件，最
终矛头也直指李明博。检方还指称李明博涉嫌在总统竞
选获胜后以及上任最初几年，从情报机构、韩国大企业等
方收受贿赂，总额大约110亿韩元（约合1035万美元）。

麻烦缠身

曾被视为韩国唯一一位能全身而退的前任总统

“平民神话”

一路打拼，弃商从政前已成为韩国商界传奇

“魔咒”再来？

民意调查显示，四分之三的受访者支持调查和拘捕李明博

自1945年韩国光复至今，韩国历任总统中，除李明博之外，其余前
总统均悲剧收场，以致有了“青瓦台魔咒”一说。而随着韩国检方正式
传讯，77岁的李明博成为继全斗焕、卢泰愚、卢武铉和朴槿惠之后，第
五名接受检方调查的前总统。

此前，全斗焕和卢泰愚因军事叛乱、巨额贪污遭检方传讯后，分别
被判处无期徒刑和有期徒刑17年。卢武铉则因涉嫌受贿遭调查，后来
跳崖自杀。朴槿惠因涉嫌受贿、滥用职权、泄露机密等十余项罪名指
控，被韩国检方申请判处30年有期徒刑。

从目前媒体披露的信息看，李明博涉案之多、范围之广超过了朴槿
惠。按照韩国检方目前的阵仗，李明博难逃“青瓦台魔咒”恐将成为大
概率事件。

在文在寅政府大力推动“清算积弊”的背景下，李明博一案还加剧
了韩国朝野的对立和争斗。最大在野党自由韩国党也声称，这一调查
是“为前总统卢武铉复仇的政治秀”，是对保守势力的政治攻击。执政
党共同民主党则力挺文在寅政府，主张“必须确保此类贪腐行为永远不
再发生”。

韩国主流民意站在文在寅政府一边。韩国社会舆论研究所2月发
布的民意调查显示，四分之三的受访者支持调查和拘捕李明博。即使
在保守倾向的民众中，半数以上支持对李明博的调查。

（综合新华社首尔3月15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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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上海3月15日电（记者贾远琨）记
者3月15日从中国铁路上海局集团有限公司获
悉，4月10日零时起铁路实行新的列车运行图，
京沪高铁线投入的“复兴号”列车从14列增加至
30列，单程最短运行时间缩短至4小时18分。

同时，“复兴号”列车最短运行时间进行调整：
北京南至上海虹桥间停1站，全程仅4小时18分；北
京南至上海间停2站，全程4小时28分；北京南至杭
州东间停1站，全程4小时18分，压缩36分；北京南
至合肥南间停1站，全程3小时35分，压缩25分。

4月10日调整铁路运行图后，长三角“复兴
号”列车开行数量进一步增加，由45列增至86
列，除了京沪高铁线外，上海至杭州、南京、合肥等
线路也将增加“复兴号”列车的投放。

“复兴号”列车开行扩容
长三角“复兴号”列车将增至86列

据新华社华盛顿3月14日电（记者周舟）一
个中国和美国科研人员组成的团队14日报告说，
他们从牙龈快速愈合的能力中得到启发，找到一
种新的促进皮肤伤口愈合的方法。

相关论文发表在最新一期美国《科学·转化医
学》杂志上。论文第一作者、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
访问学者、中国北京大学口腔医学院的寇晓星对
新华社记者说：“相比皮肤而言，口腔牙龈及粘膜
的伤口愈合能力更强，且愈合后几乎没有瘢痕，但
科学家对其背后的原因一直不太清楚。”

研究人员向小鼠注射用于治疗类风湿关节炎
的白细胞介素1受体拮抗剂药物——阿那白滞
素。结果显示，与普通小鼠相比，给药小鼠的伤口
愈合显著加快。

糖尿病患者的伤口通常较难愈合。此次研究
发现，患有糖尿病的小鼠，给药后其伤口同样会加
速愈合。

中美科学家找到
加速皮肤伤口愈合新方法

“课后延时服务”方便家长和学生

3月15日，大兴区第八小学学生在“课后延
时服务”教室里写作业。

北京市大兴区为缓解低龄学生放学“无人接
管”的问题，探索“低龄学生、幼儿课后延时服务”，
并计划在今年九月开始全面推广。

目前，大兴区有六所学校采取家长自愿、学
生自愿、服务教师自愿的原则开展免费的“课后
延时服务”，这项教育便民措施深受低龄学生和
幼儿家长欢迎。 新华社记者 李欣 摄

承认受贿承认受贿韩国检方称前总统李明博

广告

中国邮政集团公司三亚市分公司邮件投递、
内部处理等业务外包服务项目评标结果公示

中国邮政集团公司三亚市分公司邮件投递、内部处理等业务外
包服务采购项目于2018年3月15日9时30分在中国邮政集团公司
海南省分公司开标后，评标委员会按照招标文件规定的评标标准和
方法进行了评审，根据评标委员会推荐的中标候选人，现将评标结
果和中标候选人公示如下：

第一中标候选人：海南新珠江人力资源开发管理有限公司；
第二中标候选人:海南凤凰物业有限公司；
第三中标候选人：海南红海人力资源开发有限公司
现将上述评标结果和中标候选人在海南日报上予以公示3天，

投标人对评标结果和推荐的中标候选人有异议或认为评标活动存
在违法违规行为或不公正、不公平行为的，可向招标人提出质疑。

招标人：中国邮政集团公司海南省分公司
2018年3月16日

海南天悦拍卖有限公司拍卖公告
受委托，定于2018年3月27日15:30净价公开拍卖下列标的（详

见拍卖清单）：1、车牌号琼CF0430等8辆机动车。整体优先，竞买保证
金：1万元/整体，0.2万元/辆。2、罚没物品一批：①化肥344包②不合格
钢筋1.9吨③油罐6个④空调18台⑤音箱29个、14台电视机及14台点
唱机。整体优先，竞买保证金：3万元/整体，0.5万元/项。

展示时间：3月22日至23日。竞买保证金截止时间:请于2018年
3月26日17:00前将竞买保证金汇入指定账户（户名：海南天悦拍卖有
限公司，账号：46001002336050001935，开户行：建行海口市金盘支行
营业部）；以款到账为准。报名时间：3月27日09:30-12:00。报名及
拍卖地点：文昌市工商行政管理局5楼会议室。

网址：www.hntianyue.com
微信公众号：tianyuepaimai
电话：68515206 15607579889

（180316期）
为更好地普及金融知识，增强消费者风险责任意识，交通银

行海南省分行于3月12日全面启动2018年“3.15消费者权益保
护日”宣传活动。

本次活动以“权利●责任●风险”为主题，旨在宣传普及国
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的指导意见》中
规定的金融消费者拥有的八项权利，帮助金融消费者了解《中国
人民银行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实施办法》，增强金融消费者对非
法金融广告的识别能力，提升金融消费者的风险责任意识意识，
引导金融消费者通过合法程序保障自身的基本权益。

据了解，在开展“3.15消费者权益保护日”宣传活动期间，交
行辖下海口、三亚、文昌、琼海、儋州等23家网点除了做好日常
宣传之外，还利用LED显示屏、海报机、宣传折页等宣传渠道全
天滚动播放宣传消费者权益保护相关知识，同时交行的大堂经
理佩戴“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宣传”绶带以“移动宣讲”的模式，
利用客户等待业务的期间递送宣传折页，针对金融消费者的八
大权利以及如何增强非法金融广告识别能力和风险能力、增强
金融消费者自身风险责任意识等问题为客户进行重点讲解，并

耐心接受群众咨询。
此次宣传活动为消费者普及了金融知识，培养社会大众的

金融风险意识及维权意识，使得消费者保障自身资金财产安全
及维权意识得到提升。

交通银行海南省分行积极开展“3.15金融消费者权益日”宣传活动

抢鲜读

今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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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辖内金融机构开展3·15消费者维权活动

2017年海南保险业理赔典型案例

金融3·15 聚焦金融消费维权

农发行海南省分行打造特色旅游扶贫新样本

英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临时代办乔纳森·艾伦（前左）和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黑莉（前右）参加安理会紧急会议。 新华社/美联

美国出台新一轮对俄制裁
新华社华盛顿3月15日电（记者刘晨 朱东

阳）美国财政部15日宣布，对俄罗斯5家实体和
19名个人实施制裁，指责其发动恶意网络攻击，
包括试图影响美国2016年总统选举等行为。

美财长姆努钦当天说，美国此举旨在打击来自
俄罗斯的恶意网络攻击。财政部未来还将出台更多
对俄制裁措施，阻止俄罗斯政府官员和垄断寡头进
入美国金融体系，“令其为颠覆行为付出代价”。

根据规定，受到制裁的个人和实体在美国境
内的资产将被冻结，美国公民不得与其进行交易。

美国总统特朗普2017年8月2日签署了一
项针对俄罗斯、伊朗和朝鲜三国的制裁法案。根
据法案内容，美国将以俄罗斯涉嫌干涉美国2016
年总统选举和乌克兰危机等为由，追加对俄相关
个人和实体的制裁。作为回应措施，俄罗斯总统
普京下令裁减美驻俄使领馆工作人员数量，并禁
止美使馆使用其位于莫斯科的多所房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