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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賄崔順實 獨檢組有望藉機盤問朴槿惠

三星掌舵人被捕
調查韓國總統朴槿惠「閨蜜」崔順

實干政醜聞的獨立檢察組，昨日獲法

李在鎔 5 宗罪
■向朴槿惠及崔順實行賄 430 億韓圜
(約2.9億港元)
■挪用公款，違反《特定經濟犯罪加
重處罰法》
■在國會作虛假陳述，觸犯偽證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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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受盤問。
接受盤問
。 資料圖片

院批准，正式拘捕三星電子副會長李

■藏匿犯罪收益
■將財產轉移國外
韓國《中央日報》

在鎔，是三星集團成立 79 年來，首次
有掌舵人被捕。李在鎔涉嫌行賄、挪
用公款及作偽證等 5 項罪名，獨檢組
尋求在 10 日拘留限期完結前正式起訴
他。分析相信，獨檢組可能以李在鎔被
捕為契機，把調查焦點轉移至被指受賄

■崔順實干政風暴愈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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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朴槿惠，迫使她接受當面盤問。

獨檢組上月曾申請拘捕令逮捕李在鎔，但
首爾中央地方法院指證據不足，拒絕批

出拘捕令。獨檢組本月 14 日再次提出申請，
法院經過 10 多小時徹夜商議後，認為根據新
的指控和證據，拘捕理由充分，最終在昨日凌
晨批出拘捕令。

稱朴槿惠施壓 被迫金援
獨檢組於當地時間昨早約 5 時 35 分(香港時
間 4 時 35 分)拘捕李在鎔，可拘留他最多 10 日
再決定是否起訴，也可申請延長拘留限期至20
天。若李在鎔正式遭起訴，法院須在 3 個月內
作出裁決。
李在鎔被捕後，三星再次否認行賄，堅稱只
是受到朴槿惠壓力，被迫向崔順實提供資金，
又指法院批准拘捕李在鎔不等於他有罪。消息
指，李在鎔被捕導致三星陷入一片混亂，但集
團將全力在庭審中為他辯護。

涉3億換撐子公司合併
李在鎔面臨 5 項控罪，包括向朴槿惠及崔順
實提供 430 億韓圜(約 2.9 億港元)，換取政府支
持三星旗下兩間子公司合併，協助李在鎔正式
繼位。他亦被控挪用公款、違反《特定經濟犯
罪加重處罰法》、在國會作出虛假陳述，以及
違反《關於管制和處罰藏匿犯罪收益行為的法
律》等。三星還涉嫌以培養馬術選手名義，向
崔順實控制的德國公司注資，供崔順實女兒使
用，又被指向崔順實控制的兩間財團出資 204
億韓圜(約1.38億港元)。
分析認為，韓國最大企業掌舵人被捕，肯定
對當地商界帶來衝擊，同時令一直批評財閥壟
斷經濟的人士感到鼓舞。當地法院過去對不少
涉嫌犯罪的財閥高層寬大處理，外界密切關注
法院今次能否維護公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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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在鎔原本居於首爾一幢價值 400 萬美
元(約 3,100 萬港元)的豪宅，被捕後遭押解
至首爾市郊的覊留中心。李在鎔會被關押
於面積僅 71 平方呎的獨立囚室，無法與其
他被囚人士接觸，確保安全及避免他毀滅
證據。中心官員強調，李在鎔不會受特別
對待。
李在鎔的囚室並無淋浴設施，只有洗手
盆，馬桶設於囚室一角，由隔板隔開，另

投資者憂慮李在鎔被捕，妨礙三星集團的長
期投資和收購決策，集團旗下三星電子、三星物
產及三星生命保險股價昨日分別跌0.4%、2%及
1.4%。多間評級機構均預期李在鎔被捕不會影
響三星評級，反而有助增加透明度及改善企業管
理。
■韓聯社/美聯社/路透社/法新社

■首爾市民示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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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五鉉

■李富真

大馬：需提供家人 DNA
女疑犯擁2身份證
大馬當局正採集金正男血液及組織樣
本，以斷定金正男的死於何種毒藥。日本共
同社引述大馬政府消息人士稱，朝鮮官員主
張金正男遺體屬朝鮮管轄，以阻止解剖，更
要求大馬立即火化遺體，但大馬堅持剖屍，
只將程序由周一推遲至周三進行。

大馬繼續調查金正男被殺案，其中一名
被捕女疑犯艾莎擁有兩張姓名和資料完全不
同的身份證，其中一張列明她於 1992 年 2
月 11 日於印尼西冷出生，職業為企業家，
另一張的出生日期為 1989 年 11 月 1 日，職
業為家庭主婦。
韓媒指朝鮮駐大馬貿易商韓勛日涉嫌買
兇殺害金正男，韓國統一部發言人鄭俊熙昨
表示須查證真偽。對於有報道指韓政府提供
指紋訊息，協助大馬確認死者身份，鄭俊熙
稱這涉及外交情報交換，無可奉告。
■法新社/韓國《朝鮮日報》/韓聯社/
日本《產經新聞》/《衛報》

他的前妻林世玲也來自顯赫家族，是韓
國大象集團會長林昌旭的千金。兩人1997
年在美國讀大學時認識，翌年結婚，2000
年及 2001 年先後生下兒子李智昊及女兒
李妍賢，2009年兩人離婚。林世玲目前與
電影《復國者聯盟》影星李政宰交往。
■中央社

一角放有書桌，床鋪只是一張放在地上的
墊褥。他可隔着玻璃與訪客對話，每次限
時 30 分鐘，與律師傾談時間則不受限制，
每日也可獨自做運動半小時。
李在鎔每餐獲派發價值 1,443 韓圜(約 9.8
港元)的簡單飯餸，額外「加餸」須於中心
內購買，飯後須自行清洗盛載的膠盤，每
天早上8時至下午6時可看電視，但只能收
看由司法部播放的節目。
■路透社

■崔志成

主席，同時領導集團策略辦公室，在三星任
職超過30年。李在鎔父親李健熙2014年心
臟病發臥病在床後，崔志成深入參與李在鎔
接班事宜，早在2010年已設置營運總裁一職
並讓後者接任。集團內部人員預料崔志成將
在李在鎔缺席期間暫時接掌三星。
64歲的權五鉉在2012年接替崔志成，成
為三星電子行政總裁，主管為三星帶來龐
大盈利的零件業務，包括生產記憶體晶
片，被稱為「晶片先生」，去年帶領三星
電子克服智能手機 Galaxy Note 7 爆炸醜
聞。46 歲的李富真目前執掌三星旗下新羅
酒店，是全球最大免稅零售商之一。不過
分析認為，李富真從未在三星電子任職，
持股比例不高，加上韓國女性較少執掌家
族企業，她接替兄長的可能性較低。
■路透社

法院宣佈破產 韓進停牌

朝促交還金正男遺體
朝鮮領導人金正恩同父異母兄長金正男
周一在馬來西亞遭暗殺後，朝鮮要求大馬交
還遺體，但大馬表示，在金正男家屬提供脫
氧核糖核酸(DNA)樣本，以證實死者身份
前，當局不會移交遺體。

前妻與李政宰拍拖

「太傅」
或暫掌三星
三星掌舵人李在鎔被捕後，外界普遍認為
不會影響集團日常運作，但假如他長期缺
席，恐妨礙長期決策。路透社分析指，曾扶
助李在鎔的三星老臣子崔志成或暫掌三星，
集團高層權五鉉及李在鎔妹妹李富真的角色
可能更吃重。
66歲的崔志成是李在鎔導師及三星電子副

三星年銷售額逾2萬億
韓經濟或重創
韓國貿易協會負責人認為，韓國出口形
勢本來就十分嚴峻，加上各國保護主義抬
頭，對外經濟並不樂觀。他認為法院批准當
局拘捕李在鎔的決定令人遺憾，希望亂局早
日結束，讓三星重回正軌，專注增加出口及
恢復經濟。另有商界人士認為，SK、現代
汽車及 LG 等高層亦捲入干政醜聞，為避免
打擊整體經濟，希望當局盡量收窄調查範
圍。
■韓聯社

李在鎔是已故三星集團創辦人李秉喆的
孫兒、三星電子會長李健熙長子，母親洪
羅喜是韓國前東洋電視台會長洪進基的女
兒，可謂家世顯赫。由於李健熙健康欠
佳，李在鎔去年正式接掌公司決策權，豈
料爆出賄賂醜聞，恐成階下囚。
48 歲的李在鎔在家中排行最大，有 3 名
妹妹，但幼妹李尹馨 2005 年在美國留學
期間死亡。李在鎔在韓國首爾大學東亞歷
史系畢業，其後於日本慶應大學獲工商管
理學碩士，並在美國哈佛大學商學院博士
班肄業 。他於 1991 年加入三星集團 ，
2012 年 12 月出任三星電子副會長，去年
10月進入理事會，正式掌握公司決策權。

住慣3100萬豪宅 現收押獨立囚室

三星系股份跌

三星集團是韓國最大企業，每年平均銷售額
超過300萬億韓圜(約2萬億港元)，掌舵人李在
鎔被捕的消息震撼當地財經界，擔心在當地經
濟長期低迷下，他的被捕可能重創韓國經濟。
韓國經營者總協會高層指出，三星電子
佔全國製造業銷售總額 11.7%，營業利潤更
佔 30%，李在鎔遭逮捕勢必導致三星經營
不確定性增加，加上三星國際聲譽因今次醜
聞受損，恐進一步打擊韓國經濟復甦步伐。

宗罪

曾喪妹離婚
去年登位

曾為全球第 7 大及韓國最大的航運公司
韓進海運，去年 8 月申請破產保護，事件
擾攘多時昨日終得到解決。韓國首爾法院
宣佈韓進破產，並會確保在清盤過程中，
韓進有能力以適當方式將欠債償還給全部
債權人，消息觸發公司股票停牌。
因全球交易量下降，加上沒有相關經
■釜山裝貨港口

■大馬繼續調查金正男被殺案。圖為他
小時候與外婆合照。
網上圖片

驗的韓進前老闆遺孀自 2007 年起掌權，
以致公司經營不善，生意額更面臨 60 年
來最大跌幅。由於債權人拒絕融資，欠債
多達53.7億美元(約416.8億港元)的韓進被
禁止使用全球裝貨港口，令 141 艘貨船團
隊中，大部分都無法在中國及美國等國家
卸貨，去年申請破產。 ■法新社/韓聯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