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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地时间12月2日，以色列总检察长曼德尔卜利
特正式向以色列议会议长尤利·埃德尔斯坦提交了针
对总理内塔尼亚胡的起诉书。自当日算起，内塔尼亚
胡有30天时间向议会内阁委员会寻求豁免权。

据悉，检方共罗列了多达333名证人的名单。对
此，内塔尼亚胡称这是因为检方难以保证“指控的有
效性”。而在西北大学中东研究所副教授，西北大学
叙利亚研究中心研究员王晋看来，庞大的“证人团”将
对内塔尼亚胡十分不利。

证人数目庞大证人数目庞大，，是装腔还是是装腔还是““实锤实锤”？”？

据《以色列时报》2日报道，曼德尔卜利特在起诉
书中列出了包含333位起诉证人的名单，其中包括内
塔尼亚胡的工作伙伴、亲属与知己，如以色列高级安
全官员、政治人物与记者等。值得注意的是，333人中
有许多人此前并不被认为与内塔尼亚胡贪腐案有关。

《以色列时报》指出，这些证人或在检方调查期间
接受了检方问讯，或被检方要求作出与案件有关的声
明。

对于自己遭到正式起诉，内塔尼亚胡在其推特账
户上回应称，在案件属实的情况下，检方根本用不上
333名证人来作证，而在案件不属实的情况下，就算检
方拉来了333名证人也毫无用处。

内塔尼亚胡之后又在其脸书账户上强调，检方需
要多达数百名的证人来起诉自己，表明检方难以保证
针对自己的三项指控的有效性。

内塔尼亚胡指责称，曼德尔卜利特正式起诉自
己，是为了削弱自己的政治地位。曼德尔卜利特此前
曾在内塔尼亚胡的内阁中任职，后由内塔尼亚胡任命
为总检察长。

“数目如此庞大的证人对内塔尼亚胡十分不利。”
王晋告诉记者，“其中有众多证人在去年与前年被负责
调查的以色列检方与警方作为污点证人保护起来了。”

王晋指出，内塔尼亚胡的此番表态符合其一贯的
立场，即始终坚称检方的调查毫无根据，否认指控属
实。

据以色列《国土报》2日报道，以色列检方对内塔
尼亚胡发起了三项指控：一是他被控收受一位富商送
出的价值26.4万美元的礼物，其中包括香槟与雪茄；
二是他被控在以色列报纸上以优惠待遇换取对自己
有利的新闻；另外，内塔尼亚胡还被怀疑向贝泽克控
股股东埃洛维奇（Shaul Elovitch）提供了高达5亿美元
的监管优惠。作为交换，埃洛维奇在他旗下的新闻网
站上对内塔尼亚胡进行了有利的报道。

法国24小时电视台此前分析称，一旦三项指控均
成立，那么内塔尼亚胡将面临较长时间的牢狱之灾。
而路透社则在之前的报道中指出，这是首次出现以色
列现任总理遭起诉的情况，反映了内塔尼亚胡政治生
涯中最严重的危机。

““豁免权豁免权””或成内塔尼亚胡手中的或成内塔尼亚胡手中的““牌牌””

《国土报》刊文指出，尽管曼德尔卜利特于11月21
日就对内塔尼亚胡发起指控，但内塔尼亚胡的辩护团
队提出21日内塔尼亚胡还未受到正式起诉，因而内塔
尼亚胡申请豁免权的期限应从正式起诉日，即12月2
日算起，曼德尔卜利特之后接受了这一请求。此外，
曼德尔卜利特表示，内塔尼亚胡的案件将由耶路撒冷
地区法院审理，因为根据法律，任何针对现任总理的
指控均须由该法院处理。

截至目前，内塔尼亚胡尚未提出豁免权申请。
据《以色列时报》消息，以色列议会最高法律顾问

埃亚尔·伊农2日裁定，尽管两次大选后议会各党派均
组阁失败，内阁委员会处于“空转”状态，但是议会无
法决定是否给予内塔尼亚胡豁免权，这一举措必须由
内阁委员会决定。

《国土报》在其报道中指出，豁免权授予的表决过
程较为漫长。一旦内阁委员会组建成功，那么在其表
决通过给予内塔尼亚胡豁免权后，该决定还需要由议
会全体再次表决，假使议会也表决通过，那么内塔尼
亚胡便可获得豁免权，两次表决均只需简单多数通过
即可。即便议会未能表决通过，那么内塔尼亚胡也将
在正式的贪腐诉讼前也将赢得几个月的喘息时间。

此外，《以色列时报》报道称，假使议会各党派到
了12月11日仍旧无法就组阁事宜达成一致，那么以
色列将在2020年3月再度大选，这将是以色列在一年
内的第三次大选。

“在贪腐起诉持续的情况下，内塔尼亚胡或将议
员获得司法豁免权作为明面上的竞选议题，来获取其
他党派在组阁时的支持。”王晋向澎湃新闻表示，“不
过，议员获得司法豁免权这一主张之前内塔尼亚胡已
经多次提出，各党派与民众对内塔尼亚胡上台后必定
通过这一法案心知肚明，因而其实贪腐案对第三次大
选影响不大。”

在此前接受澎湃新闻采访时，王晋就曾指出，假
使进行第三次大选，内塔尼亚胡可否连任将取决于多
重因素，包括贪腐案调查、周边安全风险等。

据《新闻晨报》

内塔尼亚胡涉贪腐遭正式起诉

1212月月22日日，，行人冒雪走在美国纽约时行人冒雪走在美国纽约时
报广场上报广场上。。当天当天，，纽约遭遇雨雪天气纽约遭遇雨雪天气，，给给
人们出行带来不便人们出行带来不便。。新华社记者新华社记者 王迎王迎 摄摄

据新华社电 伊拉克内阁
辞职后，各党派2日会商推选
新政府总理，不过这一过程
困难重重。

受伊拉克国内持续两个
月的抗议与暴力事件影响，
总理阿迪勒·阿卜杜勒—迈
赫迪执政刚刚超过一年，1日
正式提交辞呈。伊拉克议会
当天责成总统巴尔哈姆·萨
利赫提名新总理人选。

一名政界资深人士告诉
法新社记者：“各方正在会面
商讨。”按法新社说法，伊拉
克各派磋商往往耗费时日。
迈赫迪就是去年各派商讨妥
协提议的人选，而这次提名
更困难。

卡内基中东研究中心研
究员哈里斯·哈桑说，各派别
清楚，这个人选必须获得多
个“权力中心”广泛接受，什
叶派组织不反对，民众也接
受。另外，这一人选还需获
得伊拉克两大外部势力认
可，即美国与伊朗。

这种情况下，一些伊拉
克政坛重量级人物选择退出
谈判。按哈桑的说法，他们
意识到“门槛太高，要示威民
众接受太难”。同时，全新面
孔又不太可能为现有派别信
任和接受。

一名不愿公开姓名的政
府官员告诉法新社记者：“商讨
现在集中在从第二梯队或第三
梯队推举人选，不可能是新人，
必须是一个懂得政治运作、能
够推动政府前行的人选。”

法新社援引政府消息人
士的话报道，鉴于当前困境，
伊拉克各党派考虑组建“过
渡”内阁，在议会提前选举前
监督完成选举改革。“这一过
程将耗时半年。”

新华社平壤12月 3日电（记者江亚平
程大雨）据朝中社3日报道，朝鲜近年来大力
推进的现代化城市建设样板工程——两江道
三池渊郡邑地区建设工程 2 日举行竣工典
礼，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出席剪彩仪式。

报道说，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
务委员会第一副委员长、最高人民会议常任
委员会委员长崔龙海在致辞时表示，三池渊
郡邑地区建设成为现代化山区文化都市的典
型，是朝鲜人民在金正恩领导下发挥团结一
致的革命精神和自力更生英勇斗争的结果，
彰显了朝鲜无穷的自主发展潜力，证明了朝

鲜劳动党自力更生路线的正确性。
出席仪式的还有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

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党中央副委员长
朴凤柱，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委
员会委员、内阁总理金才龙等高级官员。

另据朝中社报道，三池渊郡邑地区建设
工程是宏伟的创造大战，需要新建和改建占
地数百公顷、能容纳 4000 多户的住宅楼及
380余栋公共及工业建筑。三池渊郡是朝鲜
已故领导人金正日的故乡。近年来，金正恩
多次视察三池渊郡并指导当地建设工作，要
求将该郡打造成现代化山区城市的典范。

新华社北京12月3日电 美方日前
将所谓“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签署成
法，打着“人权”、“民主”旗号，严重干涉
中国内政。多国专家认为，“人权”已沦为
美式霸凌的政治棍棒，美国以人权为幌
子干涉他国内政，这种行径严重违反国
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对世界和平、
稳定与发展构成威胁。

霸凌前科累累
专家指出，美国以所谓“人权问题”

为由对他国进行抹黑，并通过制裁、军事
威胁等手段干涉、打压、遏制他国的例子
数不胜数。

委内瑞拉中央大学教授、国际问题
专家弗拉基米尔·萨拉斯说，委内瑞拉深
受其害。美国公开支持委反对派，给他们
贴上所谓“人权民主卫士”标签，煽动暴
力示威游行，对委内瑞拉的政治、经济和
社会稳定造成极大伤害。

叙利亚政治专家胡萨姆·舒艾卜说，
叙危机爆发以来，美国以“民主”、“人权”
为幌子，煽动和支持叙利亚反政府力量，
向反对派武装甚至恐怖组织输送资金和
武器。美国这一赤裸裸干涉叙利亚内政
的行径，不仅使叙利亚陷入长期战乱冲
突，加剧了叙利亚人民的苦难，也让中东
地区更加混乱不安。

菲律宾智库综合发展研究院主席李
栋梁说，美国插手菲律宾内政由来已久，
近年来美国政府及部分政客更是以“菲

律宾政府开展的打击毒品犯罪行动侵犯
人权”为借口，频频干涉菲律宾内政。

古巴国际政治研究中心研究员何
塞·罗瓦伊纳说，美国长期诽谤古巴政府

“侵害人权”，企图挑起古巴民众对政府
不满，从而制造古巴社会动荡。

服务一己私利
专家们认为，美国对本国严重的人

权问题熟视无睹，却高谈阔论他国所谓
的“人权问题”，纯粹是出于政治目的，借
此攫取政治利益，为美国的战略服务。

罗瓦伊纳说，美国对本国存在的种
族歧视、移民政策等诸多人权问题视而
不见，却不断以人权为借口将自己的规
则强加于其他主权国家、干涉他国内部
事务。从美国对本国和部分盟国人权问
题的无视、默许乃至纵容态度来看，美国
有选择地在人权问题上使用双重标准，
以掩饰自己干涉他国内政、遏制他国发
展的真实目的。

舒艾卜说，美国的所作所为不仅没
有推动叙利亚的人权和进步，反倒加深
了叙利亚的苦难。面对饱受战争蹂躏的
叙利亚人民，美国还不断对叙施加经济
制裁，使叙利亚重建步履维艰，百姓生活
雪上加霜。可见，美国并非真正关心人
权，美国关心的只是自己的利益。

李栋梁说，当菲律宾执政者与美国
关系密切时，美国就不提菲律宾的内政，
而现任菲律宾政府奉行独立自主的外交

政策，美国干涉菲律宾内政的举动就越
来越明显。很明显，美国干涉菲律宾内政
的出发点是美国对于菲律宾政府的好
恶，背后真实动机是为了施压菲律宾政
府，以维护美国自身利益。

践踏国际准则
专家们认为，美国正在利用其经济

和军事霸权将世界推向危险境地，其霸
权思维早已不符合全球政治、经济发展
的潮流，终将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舒艾卜说，当前，无论在中东、拉美，
还是在中国香港，各地暴乱背后都有美
国的身影，一些分裂分子因为有美国撑
腰更加肆无忌惮。美国这种行为，最终只
会害人害己。

萨拉斯认为，美国在人权、民主问题
上的双重标准最终将导致国际秩序的混
乱和法治基础的崩塌，这反过来将反噬
美国，同时也危害其他国家。

缅甸资深媒体人貌蒂伦说，回顾历
史，美国对缅甸周边国家有过侵略和干
涉内政的行为，侵犯当地民众人权。时至
今日，美国仍以人权问题等借口在世界
各地干涉其他国家内政，这种行径实为
侵略主义，对世界和平、稳定与发展造成
阻碍。

埃及政治分析家阿卜杜勒-穆赫迪·
穆塔韦认为，美国在人权问题上的双重
标准将国际法置于危险境地，威胁世界
和平与正义，影响全球稳定与发展。

“人权”已沦为美式霸凌的政治工具

纽约遭遇雨雪天气 伊拉克新总理

人选难确定

金正恩出席三池渊郡邑地区建设工程竣工仪式金正恩出席三池渊郡邑地区建设工程竣工仪式

新华社吉隆坡12月3日电（记者林昊 郁
玮）马来西亚前总理纳吉布所涉“一个马来西
亚发展公司”（“一马公司”）前子公司SRC国
际的案件3日进入辩方辩护阶段，纳吉布当
天出庭自辩。

纳吉布的主要辩护律师沙菲·阿卜杜拉
在当天的庭审开始后表示，辩方团队将证明
纳吉布没有侵占SRC国际的资金，检方指控
中涉及的款项是在纳吉布不知情的情况下转
入他的账户的。

纳吉布为庭审准备了 243 页的证词。他
当天在庭审时解释了“一马公司”成立的缘
由。纳吉布表示，“一马公司”的前身是马来西

亚丁加奴州州政府设立的投资基金，由于这
一投资基金出现资金问题，联邦政府出面接
手并在此基础上成立“一马公司”。

纳吉布2009年担任总理后设立名为“一
马公司”的国家投资基金。检方指认纳吉布在
涉及“一马公司”前子公司SRC国际的交易中
牟利4200万林吉特（约合7100万元人民币），
对他提出3项背信、3项洗钱和1项滥用权力
的指控。今年11月，马来西亚吉隆坡高等法院
裁定，检方为SRC国际案件相关的7项指控
提供了有力证据，案件将进入辩方辩护阶段。

纳吉布去年7月首次受到指控，现阶段所
受指控已累计超过40项，但他均予以否认。

纳吉布就所涉贪腐指控出庭自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