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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起訴第3名前總統 受賄逾4億港元

朴槿惠18宗罪
世紀審訊

朴槿惠的18宗罪當中，以受賄罪最為
嚴重。起訴書指，朴槿惠所涉的賄

款高達592億韓圜，包括涉嫌與閨蜜崔順
實合謀，在接受三星副會長李在鎔順利
繼承公司的請求後，要求三星分別向崔
順實於德國設立的公司、崔順實擁有的
Mir財團和K體育財團，以及由崔順實外
甥女經營的韓國冬季體育英才中心等企
業，捐款433億韓圜(約2.96億港元)，當
中實收298.25億韓圜(約2.04億港元)。

樂天會長同被起訴
此外，朴槿惠又同意樂天集團會長辛東
彬取得經營免稅店許可的要求，以換取對
方向K體育財團捐款70億韓圜(約4,786萬

港元)，辛東彬昨日亦一同被起訴。朴槿惠
又曾向SK集團索賄，但因對方未有履行
承諾，故此SK集團會長崔泰源沒受事件
牽連。
除涉嫌受賄之外，朴槿惠又被指要求

53間企業，向她與崔順實共同經營的體
育集團捐款，涉嫌干犯濫用職權及脅迫
罪。起訴書亦提到朴槿惠的其他罪狀，
指她涉嫌幫助崔順實的個人公司從大企
業手中承接工作、向崔順實洩露47份文
件中的公務機密，以及指示制訂文藝界
黑名單等。

青瓦台首席秘書官甩難
檢方在聲明中表示，為了調查這宗大

案，檢方特別成立包括31
名檢察官的150人調查小
組，半年內對朴槿惠問話6
次，搜查7處地點，追查30個銀行
賬戶，並調查110人。不過朴槿惠
在幾次問話中，都堅決否認所有嫌
疑，預料控辯雙方將在庭上進行激烈
辯論。
早已因涉嫌濫用職權及詐騙未遂的罪

名被檢方起訴的崔順實，昨日被加控
涉嫌與朴槿惠共謀行賄。至於在2015年
至2016年間擔任青瓦台民政首席秘書官
的禹柄宇，檢方認為他的犯罪事實不成
立，僅以失職瀆職罪對他的妻子提出起
訴。 ■韓聯社/《韓國先驅報》/美聯社

因干政醜聞而被彈劾下台的韓國前總

統朴槿惠，昨日正式被起訴，檢方指控

朴槿惠涉嫌收受多達 592 億韓圜(約

4.05億港元)的巨額賄賂、濫用職權及

強迫企業捐款等，合共18宗罪，標誌

着長達半年的調查工作終於告一段落。

案件預計在下月9日總統選舉後開審，

以減低對大選的影響，屆時朴槿惠將成

為繼全斗煥及盧泰愚後，韓國史上第3

位因貪賄罪出庭受審的前總統。其中賄

賂罪一旦罪成，最高可判處終身監禁。

為期3星期的韓國總統大選競選期
昨日正式開始，5名主要候選人紛紛
出動，其中大熱門的共同民主黨候選
人文在寅，率先到前總統朴槿惠的家
鄉、被視為保守派大本營的大邱拉
票，希望能夠收窄在保守選民中，與
主要對手安哲秀的差距。
文在寅在大邱發表演說，承諾會成

為全韓國的總統，「不是光州、釜山
和或大邱的總統。讓我們在大邱勝
出，創造奇跡。一旦大邱覺醒，全國
也會跟隨。」文在寅亦爭取到兩名前
「反文」國會議員的支持，並與保守
大報《中央日報》母公司主席會面。

潘基文支持者撐安哲秀
國民之黨的安哲秀則在首爾與選民

會面後，轉到韓國「薩德」系統爭議
的核心地區光州拉票。安哲秀此前改
口說會支持按計劃部署「薩德」，他
於是在光州轉打經濟牌，承諾會在當
地投資建設尖端產業。一批原本支持
聯合國前秘書長潘基文的支持者，昨
日宣佈改為支持安哲秀。
由朴槿惠所屬新國家黨改組而成的

自由韓國黨，候選人洪準杓在露天魚
市場展開競選活動，承諾讓韓國經濟
重生；正義黨候選人沈相奵訪問地鐵
車廠，承諾當選後會保障工人利益；

正黨候選人劉承旼則到訪仁川登陸行
動紀念館，強調韓美軍事合作及「薩
德」系統的重要性。

文在寅支持率再度拋離
最新民調結果顯示，文在寅再次拉

闊與安哲秀的支持率差距，前者支持
率由38%升至42.6%，相反安哲秀則
從38.3%跌至35.6%。民調機構「韓
國研究」認為，文在寅在首場電視辯
論表現出色，加上安哲秀針對幼稚園
的政策惹爭議，是兩人支持率差距擴
大的主因。 ■《韓國時報》/韓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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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中社報道，朝鮮領導人金正恩趁昨日
敘利亞獨立71周年，向敘利亞總統巴沙
爾致賀電，金正恩在電文中表示，對近期
美國針對敘利亞的「粗暴侵略行為」予以
譴責，並向敘利亞政府和人民的「正義事
業」再次表示堅定的支持和聲援。
美軍在4月7日以59枚「戰斧」式巡航

導彈轟炸敘國政府軍，回應巴沙爾政權使
用化武攻擊平民。朝鮮其後多次譴責美方
行動，但金正恩以個人身份作出批評，昨
日則尚屬首次。
美軍本月先後向敘利亞及阿富汗採取軍

事行動，觸動敘國及朝鮮神經，兩國亦趁
此機會頻頻互通訊息，以鞏固雙方關係。
金正恩上周四向巴沙爾發電報，祝賀敘國
執政復興黨創立70周年。巴沙爾其後向
金正恩回發兩個祝賀訊息，分別慶祝朝鮮
建國領導人金日成105歲冥壽，以及金正
恩當選朝鮮領導人5周年。 ■韓聯社

金正恩巴沙爾
發訊互撐

朝鮮媒體在有關上周六「太陽節」
閱兵的報道中，首次提到「特殊作戰
軍」一詞。分析認為，朝鮮可能將此
前的特種部隊11軍團擴編，創立特殊
作戰軍，任務是應對美韓兩軍針對朝
鮮領導層的「斬首」行動。
朝鮮《勞動新聞》在介紹閱兵儀式
上的檢閱方隊時，次序為人民軍海
軍、空軍及反空軍、戰略軍、特殊作
戰軍。韓聯社指，從這個順序來看，
特殊作戰軍的規模應大於軍團，與海
軍及空軍同級。

成員塗油膏戴墨鏡頭盔
閱兵式上，特殊作戰軍成員塗有偽
裝油膏，並戴上墨鏡及配有夜視鏡的
頭盔，外表與美韓特種部隊無異。分
析認為，朝鮮特殊作戰軍是為應對美
韓兩軍的「斬首」行動。美韓在今年
的聯合軍演上，美軍派出曾經參與擊
殺「基地」領袖拉登的海豹突擊隊第

六分隊等歷來最大規模的特種部隊，
進行對朝「斬首」訓練，韓軍亦計劃
在下半年成立執行對朝「斬首」任務
的特種部隊。
朝媒在報道中，提到特殊作戰軍司

令是由曾任11軍團團長的上將金英福
擔任，但他上周四在朝媒報道中的軍
階仍為少將。分析因此相信，特殊作
戰軍是領導人金正恩上周參觀「特殊
作戰部隊空降及目標打擊大賽」後創
立，並以11軍團擴編而成，金英福被
任命為司令後，與海空軍等同級軍種
的司令一樣升為上將。 ■韓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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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朝鮮半島局勢仍然緊張，但市場似
乎傾向認為地緣政治危機已告一段落，加
上中國上季經濟增長改善，刺激美股昨日
在復活節長假後高開，早段曾升近百點，
道瓊斯工業平均指數早段報20,545點，升
92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2,339點，升
10點；納斯達克綜合指數報5,834點，升
29點。歐洲主要股市休市。
雖然美股反彈，但美元匯價仍然偏軟，
日圓匯價昨日升見每美元兌108.13日圓的
5個月高位。金價升0.8%至每盎司1,295.5
美元，創5個月高位。

聯儲局制訂「縮表」安排
另外，美國聯儲局在上月議息會議中預

告，計劃最快在今年底開始縮減資產負債
表規模，報道指局方已經着手制訂「縮
表」的詳細安排，關鍵在於目標縮減規模
和速度。有局方官員透露，他們希望維持
以聯邦基金利率作為主要貨幣政策調控工
具，意味即使開始縮減資產負債表，有關
過程都會盡量於幕後進行，避免產生太大
市場波動。

■路透社/《華爾街日報》

半島危機近尾聲
美股高開

正訪問韓國的美國副總統彭斯，昨
日到韓朝非軍事區視察，他表示美國
對朝「戰略忍耐」的時代已告一段
落，不排除對付朝鮮的任何選項。他
之後和韓國代總統黃教安會晤，重申
兩國關係非常穩固。彭斯今日轉訪日
本。
彭斯昨晨視察非軍事區，與駐紮的
美軍會面，並在距離軍事分界線只有
數米之遠的「自由之家」發表講話。

彭斯其後和黃教安會晤，表示在美國
總統特朗普的領導下，兩國關係將更
為穩固，亞太地區會更安全。
美國國家安全顧問麥克馬斯特表

示，美國需要依賴中國的幫助以解決
朝鮮的問題，特朗普現時不考慮對朝
鮮採取軍事行動，而是盡一切所能，
和平地解決事件，現時的首要目標是
停止朝鮮的核武計劃和實現半島無核
化。 ■韓聯社/法新社/路透社/美聯社

彭斯：對朝「戰略忍耐」終結

朝建「特殊作戰軍」防美韓「斬首」

■文在寅在大邱發表演說，承諾會成
為全韓國的總統。 新華社

■朴槿惠涉嫌收受多
達4億港元巨額賄賂、
濫用職權及強迫企業
捐款等，合共 18 宗
罪，案件預計在下月9
日總統選舉後開審。

新華社

■■樂天集團會長辛東彬樂天集團會長辛東彬((中中))涉賄賂被起訴涉賄賂被起訴。。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彭斯到韓朝非軍事區視察彭斯到韓朝非軍事區視察。。 法新社法新社

■特殊作戰軍成員塗有偽裝油膏，並戴
上墨鏡及配有夜視鏡的頭盔。 路透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