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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韩联社等媒体报道，当地时间4
日下午2点，韩国检察总长尹锡悦在首
尔检察厅大楼前宣布辞职。随后，韩国
总统文在寅同意其辞职。尹锡悦有韩
国“包青天”之称，曾亲手把朴槿惠和李
明博送进监狱，他为何突然宣布辞职
呢？

突然请辞
“无法再坐视正义与公知瓦解”

当地时间4日下午2点，尹锡悦在
首尔检察厅前向媒体宣布将请辞检察
总长一职的决定。他说：“我作为检方
的职责就到此为止。”

尹锡悦表示：“一直以来，支持着韩
国社会的宪法精神与法治体系正在崩
溃，造成的伤害将全由国民承受。我无
法再坐视韩国社会好不容易累积下来
的正义与公知瓦解，因此决定在今天请
辞。无论我今后处于什么位置，都会守
护自由民主主义，我会为保护国民而竭
尽全力。感谢一直以来支持我的人，还
有对我进行尖锐批评的人。”

尹锡悦本来将在今年 7 月即将结
束任期。尹锡悦表明辞意后，青瓦台在
一个小时后通过新闻发布会传达了文
在寅总统接受其辞职的消息。

不满执政党改革
若实施检察院不能再调查总统
3月3日，尹锡悦视察地方检察厅

时，对执政党推动成立重大犯罪侦查厅
的行为表示谴责，认为这种做法企图剥
夺检方侦查权，严重违反宪法精神，将
为贪腐打开方便之门。

执政党提出的检法改革要完全废
除检察机关调查权，尹锡悦公开表示反
对。执政党认为检察院的调查权应该
被分离出来，检察院保有公诉权，搜查
权交还给警方，同时法务部可以监督检
察院。根据执政党检法改革的想法，检
察院的权利将被大大缩小，检察院将无
法直接对政界高层进行搜查，而这项权
利将被交给独立的机构——重大犯罪
调查厅。

若检法改革顺利进行，曾将朴槿
惠、李明博两位前总统送进监狱的检察
总长尹锡悦便无法再利用调查权来调
查现任总统文在寅。

“法检内斗”两败俱伤
检察总长停职，法务部长请辞
尹锡悦为何突然辞职？报道称，这

跟韩国司法界的“内斗”有关。韩国法
务部长官秋美爱和检察总长尹锡悦为
了检法改革之事内斗，闹得声势浩大，
为此文在寅总统曾不得不出面道歉。

而这场严重的政治内斗，起因于总
统文在寅期盼改革集中搜查权与公诉
权的传统检察官制度。但文在寅之前
任命的法务部长曹国却因为孩子走后
门上学丑闻，上任不到 35 天就自请下
台。随后上任的法务部长秋美爱手段
强硬，上任就对尹锡悦的人马进行人事
调动。

据报道，秋美爱大动作撤换检方高
层，更与尹锡悦就侦查指挥权等问题隔
空交战。去年 10 月，两人爆发政治内
斗，针锋相对，火药味浓厚。去年 11
月，秋美爱提请给予尹锡悦停职2个月
的处分，获得总统文在寅批准，秋美爱
也同时请辞。这是韩国宪政史上首次
惩戒检察总长，文在寅也为此向国民致
歉。

尹锡悦被停职后，以秋美爱违反宪
法为由，申请中止执行停职命令。去年
12 月 1 日，首尔地方法院宣布暂停处

分，让尹锡悦暂时复职。对此，法务部
表示不满，提出实时抗告。

被称韩国“包青天”
亲手把朴槿惠李明博送进监狱
报道称，尹锡悦在朴槿惠执政时期

曾被降职，其后“卧薪尝胆”，终于在文
在寅执政后获提拔，出任检方核心要职
——首尔中央地方检察厅厅长。期间，
尹锡悦坐镇指挥调查朴槿惠“亲信干政
门”、李明博贪腐案等，在打击贪污腐败
方面立下汗马功劳。

因指挥调查朴槿惠案，尹锡悦被民
众称为韩国“包青天”。2016 年，尹锡
悦担任“亲信干政门”案特别检察组组
长，将朴槿惠、崔顺实和三星“太子”李
在镕等人一并拘捕。在调查韩国前总
统李明博贪腐案过程中，尹锡悦也坐镇
指挥，将李明博送入监狱。

2019 年 7 月，尹锡悦连升三级，被
总统文在寅任命出任检察总长。拜访
国会议长文喜相时，他获赠一幅书法，
上面用汉字写着“破邪显正”。青瓦台
表示，尹锡悦作为首尔中央地方检察厅
厅长，成功的引领了“亲信干政门”等案
件的相关调查，受到检察厅内部人士和
民众的信任。

本报综合消息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玛丽亚·扎哈罗娃4日说，如果德
国不能保证俄罗斯驻德媒体的正常运营，俄方将采取严厉
反制措施。

扎哈罗娃当天在例行记者会上说，德方不止一次企图
限制俄罗斯媒体。

据她介绍，德国商业银行2月26日书面通知今日俄罗斯
电视台驻德分支和俄罗斯全球视频新闻社，将于5月31日起
停止向它们提供所有金融服务。另有数十家德国银行、国
际银行拒绝今日俄罗斯驻德分支提出的合作请求。

“我们认为，这些关闭俄罗斯新闻机构银行账户的举措
是在向记者施加政治压力，而且明显违反德方确保言论和
媒体自由的义务，”扎哈罗娃说。

她说，俄方呼吁德方严肃权衡，保证俄驻德媒体的正常
运营，取消任何阻碍俄媒体工作的举措。否则，俄方将不得
不对德国驻俄媒体采取“严厉”反制措施。

扎哈罗娃警告德方：“不要制造事端。”
俄罗斯外交部副部长弗拉基米尔·季托夫同一天说，俄

方注意到德方相关举动，认为这类举动“不可接受”；俄方保
留对德国驻俄媒体采取反制措施的权利。新华社特稿

新华社平壤3月5日电（记者洪可润 江亚平）据朝中社
5日报道，朝鲜劳动党总书记金正恩4日在首次市郡党委责
任书记讲习会上，要求地方各级官员改进工作、提高领导能
力和作用。

金正恩说，要特别致力于干部队伍建设工程，严格坚持
干部工作的党性原则、革命性原则来精简干部队伍，为此提
出了创新改进干部工作体系的具体任务。

金正恩强调，市郡党委责任书记是负责有关地区政治、
经济、军事、文化等全盘工作的党负责干部，不仅要精通党
的政策和党务工作，而且要努力掌握与本市郡发展有关的
各领域先进技术和知识。他表示，大大增加农业生产是市
郡党委责任书记的首要经济任务。

朝鲜首次市郡党委责任书记讲习会 3 日在平壤召开。
朝中社报道说，朝鲜劳动党历史上第一次召开的市郡党委
责任书记讲习会，是增强市郡党组织职能和作用，加强全党
战斗力，发展地方经济、改善民生的一个重要契机。

新华社维也纳3月4日电（记者于
涛）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4日
表示，国际原子能机构将于4月初与伊
朗代表举行技术专家级会谈。

格罗西在当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
上说，经过密集磋商，伊朗方面接受了
他提出的建议，国际原子能机构将于4
月初与伊朗代表举行技术专家级会
谈。伊朗同意通过“有重点、有系统”的
程序，澄清有关伊朗核活动的一些不明
朗问题。

格罗西说，国际原子能机构理事会
对伊朗和国际原子能机构达成的谅解
表示欢迎。他希望这一努力能在将于

6 月举行的下一次理事会会议前取得
令人满意的结果。

由于美国在规定时间内没有采取
伊朗认可的解除制裁措施，伊朗政府2
月23日宣布，根据伊朗议会去年12月
通过的一项法案，即日起开始中止自愿
履行《不扩散核武器条约》附加议定书，
但表示仍会遵守《不扩散核武器条约》
及保障协定。

2015年7月，伊朗与美国、英国、法
国、俄罗斯、中国和德国达成伊朗核问
题全面协议。根据协议，伊朗承诺限制
其核计划，国际社会解除对伊制裁。作
为伊朗在伊核协议中所作承诺的一部

分，伊朗按《不扩散核武器条约》附加议
定书要求采取一些有关核活动的自愿
措施，给予国际原子能机构更广泛监督
伊朗核活动的权限。中止履行该议定
书意味着这些措施将暂停。

2018年5月，美国政府单方面退出
伊核协议，随后重启并新增一系列对伊
制裁措施。2019年5月以来，伊朗逐步
中止履行伊核协议部分条款，但承诺所
采取措施“可逆”。

今年 2 月 21 日，格罗西曾访问伊
朗，双方达成一项最长达三个月的临时
技术协议，在此期间，国际原子能机构
将继续其必要的核查和监督活动。

新华社安卡拉3月4日电（记者郑
思远 施洋）土耳其国防部 4 日说，一
架军用直升机当天在该国东部坠毁，
造成10名士兵死亡，另有3人受伤。

土耳其国防部在一份声明中说，
当地时间 4 日 13 时 55 分许，土耳其一
架“美洲狮”军用直升机从东部宾格尔
省起飞前往比特利斯省塔特万镇，于

14 时 25 分左右失去联系。军方随即
派无人机等参与搜寻，确认直升机因
意外坠毁，受伤士兵已被送往当地医
院救治。

另据土耳其媒体报道，直升机出事

时适逢雪、雾等恶劣天气，遇难者中包
括一名高级将领。塔特万镇是土耳其
军方对反政府的库尔德工人党武装实
施军事行动的地区。

新西兰东北方向海域5日早晨连续发生三次7级以上
强震，在多地触发海啸警报。5日下午，新西兰解除海啸预
警，允许疏散到地势较高处的民众回家。

新西兰国家紧急事务管理局说，海啸威胁已经过去，
“所有撤离的人现在可以回家了”。这一机构同时提醒民
众继续远离海岸。

设在美国夏威夷群岛的太平洋海啸预警中心早些时
候预测，新西兰附近发生的强烈地震可能引发海啸，“水
墙”最高可能达到3米。

新西兰北岛东北方向克马德克群岛一带5日早晨接连
发生3次强震。据新西兰地质与核科学研究所测定，震级
分别为7.1级、7.4级和8.0级；美国地质调查局地震信息网
发布的数据显示，震级分别为7.3级、7.4级和8.1级。

当天首次地震时，北岛大部分地区和南岛最大城市克
赖斯特彻奇均有较强震感，许多居民在睡梦中被晃醒。新
西兰在部分沿海地区发布海啸预警，随后解除。第三次地
震后，新西兰民防部门警告可能发生灾难性海啸，敦促部
分沿海地区数以千计民众疏散至附近地势较高地点。海
啸警报一度引发交通拥堵和小规模混乱。

北岛东海岸居民琳达·塔塔尔告诉路透社记者，她所
住社区约有50人，早上全部撤离。“所有人，带上宠物狗，爬
上了山，”她说，“我们安全了，能从山上看到我们的房子。”

地震暂时没有引发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
新西兰内阁分管应急事务的部长基里·艾伦说，她从

未连续经历过如此强烈的地震。“对许多新西兰人而言，这
是个不寻常的早晨。”

5日的第三次地震是新西兰有记录以来发生的最强烈
地震之一。美国地质调查局说，地震由印度洋板块和太平
洋板块交界处的地壳运动引发。

受地震影响，太平洋岛国瓦努阿图、法属新喀里多尼
亚、澳大利亚诺福克岛等多地同样发布海啸预警，大批民
众疏散。

新西兰位于环太平洋火山地震带，地震多发。2011年
2月22日，克赖斯特彻奇市发生6.3级地震，造成185人死
亡。克赖斯特彻奇今年2月22日举行地震十周年悼念仪
式，缅怀遇难者。新华社特稿

2019 年上映的灾难电影《巨鳄风
暴》或许让不少观众至今心有余悸。本
周早些时候，南非南部发生一起鳄鱼

“集体出逃”事件，恐怕同样会引发当地
人紧张：鳄鱼就在身边！

英国媒体4日报道，大量鳄鱼3日
逃离南非西开普省邦尼韦尔镇郊外一
家养殖场，游入附近的布里德河。目
前，27只鳄鱼已经被捕获，而“在逃”鳄

鱼的数量尚不得知。
这些鳄鱼最长大约1.5米，据信穿

过养殖场一处破损的围栏逃离。
当地环境部门发言人彼得罗·范吕

恩说，“显然，它们非常危险，即便被圈
养，它们仍是野生动物……在所有鳄鱼

被抓回之前，人们一定不要接近它们，
且应远离河水。”

警方同样呼吁民众不要自行追捕，
一旦发现鳄鱼要报警。警方已经设立追
捕鳄鱼特别行动小组，并在布里德河河
岸安设放有诱饵的笼子。新华社特稿

南非一养殖场鳄鱼“集体出逃”

土耳其一军用直升机坠毁致10人死亡

韩国“包青天”突然宣布辞职

新西兰解除海啸预警

允许民众返家允许民众返家

金正恩敦促地方各级官员

提高领导能力提高领导能力

德国限制俄媒体

俄警告俄警告““勿生事端勿生事端””

国际原子能机构国际原子能机构44月与伊朗举行会谈月与伊朗举行会谈

（（资料图片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