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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商界传奇，还是国家巨贪？在一场
浩浩荡荡的国家反腐浪潮中，安哥拉前总
统长女、素有“非洲女首富”之称的商界风
云人物伊莎贝尔·多斯桑托斯近日被推上
风口浪尖，面临国家法律与世界传媒的双
重拷问。经过长达数月的深入调查，国际
媒体联盟近日曝光70余万份资料，这份被
业界称作“罗安达（安哥拉首都）解密”的卷
宗披露了伊莎贝尔大量极其可疑的商业活
动，怀疑她与丈夫已造成逾10亿美元国有
资产流失，轰动非洲大陆。

据英国《卫报》20日报道，现年46岁的
伊莎贝尔是安哥拉前总统若泽·爱德华多·
多斯桑托斯的长女，早年曾就读于英国伦
敦国王学院，丈夫多科洛为刚果（金）富商
之子。在长达20年的商业生涯中，伊莎贝
尔的经营与投资遍布金融、零售、媒体、通
信、能源和钻石珠宝等多个行业，在安哥拉
与葡萄牙的商业活动尤为频繁。根据美国

《福布斯》杂志估值，伊莎贝尔的个人净资
产高达22亿美元，是整个非洲大陆首位“十

亿级”的女富豪，2015 年更荣登全球百位
最具影响力女性排行榜。不过，尽管她致
力于经营“自力更生”的“人设”，但媒
体舆论常年怀疑这位“长公主”的财富

“几乎全部来自家族权力与纽带”。
据英国广播公司 （BBC） 盘点，“罗

安达解密”主要披露伊莎贝尔在能源、珠
宝、通信和地产等行业的可疑操作。

报道称，2016年6月，时任总统多斯
桑托斯力排众议，任命女儿伊莎贝尔为安
哥拉国家石油公司首席执行官。伊莎贝尔
在任期内涉嫌非法转移大笔资金，就在临
卸任前还批准了一笔5800万美元的巨额开
销，收款方是迪拜的一家咨询公司。后经
查明，这家公司的经营者是她的一名商业
主管、公司所有人是她的一位朋友。她早
年曾在葡萄牙高浦能源公司认购股份，但
当时仅支付了15%的预付款项，其余的大
头全部由国家石油公司“垫资”——相当
于国企出钱、给她提供一笔极具优惠性的
长期低息贷款。现如今，她在高浦所持股

份的市值已高达8亿美元，是其名下最具
价值的一笔资产；而国家石油公司却在无
形中损失近千万美元利息。不仅如此，多
斯桑托斯的儿子何塞·菲洛梅诺当时已经
是安哥拉国家主权财富基金的负责人。
2017年多斯桑托斯一下台，伊莎贝尔很快
被新政府解雇。

报道称，类似的“空手套白狼”之举
还被她与丈夫运用在钻石珠宝行业，且

“吃相”更为难看：BBC称，2012年，多
科洛与安哥拉钻石销售公司 （Sodiam） 签
署合作协议，拟共同认购瑞士珠宝品牌
德·克里斯戈诺的股份。根据最初协议要
求，多科洛与Sodiam的出资比例本应是五
五开，但实际上前者只出了 400 万美元，
后者却出了7900万美元；Sodiam事后还支
付给多科洛500万欧元的报酬，“感谢”他促
成合作。Sodiam 新任首席执行官罗萨在接
受 BBC 采访时称，该公司不仅在这项“合
作”中一分钱没赚到，还倒贴2亿多美元。

南非非营利组织“腐败观察”负责人
范斯坦说：“每次伊莎贝尔光芒万丈地出
现在某些杂志封面时，每当她在法国南部
沉浸在声色犬马的高端聚会时，她都是在
践踏安哥拉人民的梦想与渴望。”

调查还发现，伊莎贝尔多年来与丈夫
多科洛通过多家金融机构、律师、会计、
政府官员及管理公司，组成一个不透明网
络，将资产转移至离岸户口，借此逃税。
美国《纽约时报》19日点名多家全球领先
的商务咨询公司——包括波士顿咨询公
司、麦肯锡和普华永道，指责其协助伊莎
贝尔隐藏侵吞的公款。

报道称，去年年底，安哥拉法院正式
下令冻结伊莎贝尔在国内银行的账户、没
收其国内公司股份，国家检方也以涉嫌贪
腐对她发起刑事调查。截至目前，夫妇二
人否认一切指控；据安哥拉总统办公室方
面称，一旦定罪，二人很可能面临漫长的
铁窗生涯。 本报综合消息

据日本杂志《周刊SPA！》网站20日报道，
该杂志近日对500名30岁至49岁的日本男性
进行问卷调查，评选出最受日本男性欢迎以及
讨厌的男性。在最受欢迎和最讨厌的政治家
两项调查中，位列榜首的都是同一个人——首
相安倍晋三。

报道称，对于喜欢的原因，主要包括“保持
着股价高涨”等对其经济政策的正面评价。对
于讨厌的原因，有“贫困的生活无法改善”的声
音，还有关于安倍邀请反社会势力参加“赏樱
会”一事未能得到妥善解决等批判。

在“喜欢的政治家”的调查中，紧随其后的
是日本前首相小泉纯一郎之子、环境大臣小泉
进次郎。原因多为“好像能为我们做点什么”

“好像能给我们带来改革”等，但是具体的内容
没有列举出来。此前，小泉的发言在网络上经
常引发争议，日本不少网友批评其“好像在说
些什么，却什么也没说，有点像‘念诗”。除了
安倍和小泉之外，日本自民党前干事长石破茂
也名列其中，位列第五。与“诗人”小泉形成对
比的是人们称赞石破茂“既有知识又有指导能
力”。石破茂继2018年和2019年连续上榜，已
经成为“喜欢的政治家”排行榜上的“常客”。
他在另一个“希望成为首相的男性”的排行榜
中也榜上有名，位列第四。

在“讨厌的政治家”当中，位居第一的是日
本首相安倍晋三，第二名是日本副首相兼财务
大臣麻生太郎。其后依次为影星出身的参议
员山本太郎、前首相鸠山由纪夫和日本自由党
党首小泽一郎。

此外，在“希望成为日本首相的男性”的调
查项目中，小泉进次郎位居榜首，其次是日本
著名男演员北野武，第三名是原大阪市长桥下
彻，第四名是石破茂。 本报综合消息

尊敬的业主，根据贵我双方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约定，我司已向您交付了合同约定的房产，根据协议约定，您有义务及时向我司提交相关资料以有利于您早
日取得该房屋的产权证书。我司自【2019】年【1】月【1】日起，已多次通过书面及电话等方式敦促您提供相关资料，但阁下至今未予反馈和履行相应义务。为此，我司再
次提醒您：请您在看到本公告后【7】日内拨打0971-7611769查询并向我司提交办不动产证所需的资料等，并配合办理该房屋产权登记各项手续。

另需提醒您的是，如您未按本公告通知时间提交相应资料或配合办理该房屋产权登记各项手续，不仅将损害您的个人利益，也违反《商品房买卖合同》及相关法律
法规的规定。届时，我司将不得不采取法律手段追究您的违约及赔偿责任，您还需自行承担无法取得该房屋产权证的不利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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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刚

哈承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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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少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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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思思

桑杰本

程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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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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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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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娇

郭国玉；郭国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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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军

刘军

孙斐；李怡璇

王紫丽

马国强

尚佳

宋积花

李存玉

宋长荣；张菁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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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01021977112504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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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010319810122001X;150203198108150641

63010319810122001X;150203198108150641

产权催办公告

非洲女首富被揭发家黑历史
日本男性

最欢迎和讨厌的都是安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