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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电 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
11日在首都莫斯科面见本国多家报社及通讯
社主编。谈话既有公开部分，也有闭门阶段。

俄罗斯卫星通讯社报道，普京谈及内政外
交多个话题，包括表态愿向乌克兰移交遗留在
克里米亚的武器装备，公开谁图谋袭击俄军驻
叙两处基地，批评美国干涉俄罗斯总统选举进
程。

【【向乌克兰示好向乌克兰示好？】？】
普京 11 日告诉俄媒主编，俄罗斯和乌克

兰贸易增长，显现双边关系恢复正常“有基
础”。

普京提及，愿意向乌克兰方面移交乌方存
放在克里米亚的武器装备。“我们准备好移交
飞行器械、装甲车。只不过，这些器械的状态
都不好。”

普京说，克里米亚现在保存乌方大量舰船
和战机，“至于舰船，乌方最好派军事人员接
走。俄方可协助将装备从海路运至乌南部海
港敖德萨”。

另外，乌方还在克里米亚存放大量弹药，
俄方专家认为，这些弹药不适合运输，只能原
地拆解。俄方准备邀请乌军方参与处理过程。

2014年3月，克里米亚地区举行公投，决
定脱离乌克兰、并入俄罗斯。据塔斯社报道，
普京11日向多家媒体表示，俄方2014年安排
数支车队把乌克兰军方遗留在克里米亚的武
器和财产移交给乌方。随后，乌军方数次要求
俄方交还克里米亚地区的其余乌方武器装备。

【【知晓袭击内幕知晓袭击内幕】】
普京告诉俄媒主编，俄方知道是谁支持叙

利亚境内武装人员用无人驾驶飞机袭击俄军
驻叙两处基地，幕后“黑手”不是土耳其。

俄罗斯国防部9日发表声明，确认驻叙利

亚两座基地6日遭遇“一系列”无人机攻击。进
犯的13架无人机中，7架遭击落、6架被迫降。
传闻中，无人机由叙西北部伊德利卜市所处地
区起飞，而当地部分区域受土耳其方面管控。

普京说，确实有人在幕后唆使，但不是土
耳其人，“我们清楚这一点，也知道幕后的人花
了多少钱”。

他还说，刚刚与土耳其总统雷杰普·塔伊
普·埃尔多安通电话，“我确信，土耳其军方及
领导人都与这件事无关”。

【【反击美国指责反击美国指责】】
谈及定于今年 3 月举行的俄罗斯总统选

举时，普京讽刺，美国政府更希望看到俄罗斯

反对派人士阿列克谢·纳瓦尔尼当选。
俄罗斯中央选举委员会上月决定，禁止纳

瓦尔尼参选总统，原因是他 2013 年因贪腐问
题被判有罪。这一决定引发美国白宫批评。

普京认为美方表态相当于“找茬儿”，因为
“纳瓦尔尼不是唯一一名被禁止参选的人。出
于某种原因，他们没有讨论其他人。如此鲜明
的差别说明，涉及由谁领导其他国家的政府、由
谁领导俄罗斯政府，美国政府有自己的偏好”。

回应近两年来个别西方国家相继指认俄
罗斯政府干涉他国选举，普京说，这完全是一
派胡言，“俄罗斯想都没想过”这种插手别国内
政的做法。

与俄媒主编群谈，普京说了啥
新华社电 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对英国迟迟

未成行的访问又要延后了。
英国广播公司 12 日报道，美国国务卿雷克斯·

蒂勒森可能于2月访英，代替特朗普主持美驻英新
建大使馆的开馆典礼。

特朗普11日经由社交媒体“推特”宣布：“我取
消去伦敦访问的原因是，（前总统贝拉克·）奥巴马政
府用‘微不足道的小钱’卖掉可能是伦敦最好地段的
最好使馆，只为了在偏远地段花12亿美元（约78亿
元人民币）新建一座，我可不是这种做法的‘粉丝’。”

新建的美驻英大使馆位于伦敦旺兹沃思。路透
社说，新使馆地址早在2008年10月便已选定，且搬
迁使馆出于安全考虑。

按英国广播公司的说法，英国首相府正考虑把
特朗普的国事访问定在今年晚些时候，行程包括特
朗普在白金汉宫与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共进午
餐。不过，双方未敲定具体日期。

2017年1月，英国首相特雷莎·梅访问美国，是
首位在特朗普就任总统后与他会面的外国领导人。
当时特朗普接受了2017年底前访问英国的邀请。

按路透社说法，特朗普原定 2 月对英国的工作
访问与计划中的国事访问不同。英国官员说，国事
访问未被取消。

英国广播公司说，特朗普取消原定的 2 月访英
计划，与近来美英政府在耶路撒冷地位等问题上的
分歧无关。有其他媒体猜测，由于担心引发英国人
大规模抗议，特朗普访英计划一再延迟。

美国密苏里州州长埃里克·格雷滕斯11日晚承
认一段“婚外恋”，但否认用裸照威胁情人保守秘密。

检方已对格雷滕斯启动调查。这名共和党籍政
治明星曾经自称“骄傲的丈夫和父亲”，眼下面临辞
职压力。

丑闻曝光丑闻曝光
密苏里州圣路易斯市一家电视台披露，格雷滕

斯2015年与一名美发师发生性关系。这名美发师的
前夫向电视台爆料，他偷偷录下一段与前妻的对话。

对话中，前妻承认奸情，称她受格雷滕斯欺骗、
被拍裸照，格雷滕斯要挟她不要公开两人的关系。

这家电视台没有公开格雷滕斯情人的身份。涉
事女子没有回应这一报道。

11日晚，格雷滕斯夫妇发表声明，证实格雷滕斯
曾经出轨，但否认拍摄情人裸照并威胁对方。

“这是非常严重的私生活错误，”声明说，“埃里克
承担责任，我们正私下里坦诚地共同应对这件事。”

圣路易斯检察官已经启动针对格雷滕斯的刑事
犯罪调查。

新星陨落新星陨落
格雷滕斯现年43岁，去年1月就任州长。他曾是

美国海军海豹突击队队员，是一家老兵慈善机构的创
始人。他几年前公开表达有朝一日竞选总统的意愿。

美联社报道，格雷滕斯与美发师的婚外情发生
在他宣布竞选州长之前。

婚外情曝光后，州议会共和党和民主党籍议员
联名向州司法部长乔希·霍利请愿，让后者主持对格
雷滕斯的调查。州司法部回复，依据密苏里州法律，
此事应交由地方检察官处理。

联名信说，州长婚外情“特别让人不安”，有必要
立即调查，以免影响今年的议会进程。

一些民主党籍州议员要求格雷滕斯辞职。共和
党一方则要求州长“坦率”、“对自己行为负责任”。

共和党顾问约翰·汉考克认为，格雷滕斯能否挺
过这一关，关键看他首次公开回应婚外情时表现如
何。“他必须说实话，必须无懈可击。”

““党派争斗党派争斗””
格雷滕斯的律师吉姆·加德纳说，州长从未威胁那

名女子，也没有如女子前夫所称扇她耳光，所有暴力指
认都是“一派胡言”。“这只是一桩持续3年的私事，无需
公开，也无需走法律渠道。事实会证明这一切。”

加德纳还说，格雷滕斯是两党争斗的“牺牲品”，
称州议会前民主党领袖罗伊·坦普尔在幕后唆使那
名前夫曝光格雷滕斯的婚外情。

坦普尔告诉美联社记者，他2016年9月与那名
前夫会面，当得知对方决定不公开这桩丑闻后，就再
也没有与对方联络。 新华社特稿

美国媒体报道，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
11日听国会参议员介绍有关移民政策的提案
时，对一些国家使用诽谤字眼，质疑美国为何
要接收那些国家的移民。

白宫当天拒绝了这项共和党籍和民主党
籍参议员联合发起的提案。

诽谤他国诽谤他国？？
民主党籍参议员迪克·德宾和共和党籍

参议员林赛·格雷厄姆当天在白宫总统办公
室向特朗普介绍上述提案，内容包括对海地、
萨尔瓦多和一些非洲国家的移民保留“临时
保护身份”项目。

了解这场“推介会”情况的人士告诉《华
盛顿邮报》等媒体，对“临时保护身份”项目涉
及的上述国家，特朗普说：“我们为什么接收
来自屎坑国家的人？”

他特别提到，提案不得涵盖海地移民。“我们
为什么需要更多海地人？……把他们弄出去。”

一些政府官员在场。对特朗普这番言
论，两名参议员“目瞪口呆”。

特朗普还说，美国应该多接收来自挪威

之类国家的人。本周早些时候，特朗普见了
挪威首相埃尔娜·索尔贝格。

“临时保护身份”项目目前适用于海地、
萨尔瓦多、尼加拉瓜、洪都拉斯、叙利亚、尼泊
尔、苏丹、南苏丹、索马里和也门移民。美国
政府认定这些国家因遭受自然灾害或战乱，
暂时不适合或没有充分能力处置公民回归。

去年，美国政府宣布终止向海地、尼加拉
瓜和苏丹移民提供“临时保护身份”，对3国移
民分别设定离境期限。本月8日，美国政府宣
布终止向萨尔瓦多移民提供“临时保护身份”。

白宫回应白宫回应
媒体报道特朗普上述言论后，不少民主

党人和一些共和党人提出批评。白宫发言人
拉杰·沙阿11日发表回应声明。

沙阿没有否认特朗普说过那些话。沙阿
说，“一些华盛顿政客选择捍卫其他国家，但
总统特朗普将始终捍卫美国民众”，“正如其
他国家择优接收移民，总统特朗普欢迎那些
能够为我们社会作贡献、推动我们经济增长、
融入我们伟大国家的人，以努力打造使我们

国家更强大的永久之策”。
“他（特朗普）将始终拒绝临时、无力、危险的

权宜之计，”沙阿说，“那些措施危害努力工作的美
国人，损害以合法途径寻求更好生活的移民。”

提案被拒提案被拒
特朗普听取介绍的提案由包括德宾和格

雷厄姆在内的3名民主党参议员和3名共和
党参议员11日形成共识，是两党妥协的结果。

这6名参议员当天声明，“我们正为这一
议案在国会争取支持”。

不过，一名共和党籍国会高级助理告诉
媒体记者，白宫方面听取介绍后说，“显然，这
（提案）没有成功的可能”。

《华盛顿邮报》以一名白宫官员为消息源
报道，德宾和格雷厄姆建议保留“临时保护身
份”项目的同时，提出将“多元化移民签证抽
签”、即“绿卡抽签”项目削减一半。

英国广播公司报道，提案内容还包括向
特朗普要求建设的美国与墨西哥边境墙项目
拨款15亿美元（约合97.2亿元人民币）。

新华社特稿

韩国检方11日说，针对前总统李明博涉
嫌私设秘密基金一案，专案组已于当天对涉
事公司和相关嫌疑人住所展开搜查。在这起
案件中，李明博被控犯有贪污、逃税、藏匿犯
罪所得以及玩忽职守罪。

涉事公司名为 DAS，总部设在韩国庆尚
北道庆州市，位于首尔东南方向约 371 公里
处。这家公司主要经营汽车零部件，最大股
东是李明博的长兄李相恩。

检方怀疑，这家公司假借他人名义，设立
总额达120亿韩元（约合7304万元人民币）的
秘密基金，以达到挪用公款和逃税目的。而
李明博被指是这家公司背后的真正老板。

检方曾于2008年调查过这起案件，但当
时认定李明博无罪。去年12月7日，一家民
间组织和一个律师协会重翻旧案，状告DAS

公司幕后真正老板以及当年负责调查此案的
特别委员会。

首尔中央地方检察厅专案组11日前往庆
州市，搜查了DAS公司总部、涉案人员办公室
和住所等10多处地点。这是专案组成立以来
首次进行搜查取证。按检方说法，调查人员
在这一过程中查获了证据。

除了“小金库”案外，检方还对李明博涉
嫌滥用职权帮助另一兄长李相得追回投资资
金一事展开调查。

去年10月，韩国一家投资公司的负责人
提起诉讼，指控李明博担任总统期间滥用职
权，帮助兄长李相得追回损失的投资资金140
亿韩元（8525万元人民币）。

这名张姓负责人称，他和李相得都曾向
韩裔美国人金景俊投资，金景俊被控入狱后，

追回的资金理应先赔付给自己的公司。但李
明博插手此事，最终这笔资金被李相得的公
司收入囊中。

值得一提的是，金景俊是李明博的前商
业伙伴，也是十多年前震惊韩国全国的大案

“BBK股价操纵案”的主犯。
金景俊2001年携巨款潜逃美国，2007年

被引渡回韩国后遭到起诉并被判入狱。检方
指控他2001年以散布虚假并购消息等手段操
纵BBK投资咨询公司股票价格，造成投资者
严重损失。当时，李明博被指是BBK投资咨
询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但检方调查后认定李
明博与此案无关。

韩国媒体认为，由于“要账门”与“BBK股
价操纵案”存在关联，检方很可能“重翻旧
账”，重查那起案件。 新华社特稿

特朗普取消下月访英计划特朗普取消下月访英计划

性丑闻恐断送共和党明星州长仕途性丑闻恐断送共和党明星州长仕途

韩检方开查李明博韩检方开查李明博““小金库小金库””案案

拒移民提案 特朗普白宫会议爆粗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