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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韩联社、《中央日报》等媒体报道，为抑制房价飙
涨，韩国政府在首都圈兴建新都市，不料韩国20名官员
却以职务之便，在政策颁布前提前购入农地，然后高价
获得政府赔偿。韩国国土交通部长12日引咎辞职，涉
案高层官员先后轻生，甚至连总统文在寅的大舅子也
被爆贷款炒地皮赚差价。

民众爆料
借职务之便掌握赔偿手段
14名官员贷款买农地炒地皮

韩国公民团体近日召开记者会，称根据先前接获
民众的爆料消息，在2018年4月至2020年6月，14名韩
国土地住宅公社的官员先后向金融机构贷款 58 亿韩
元，再利用其配偶与家人名义，以100亿韩元购入京畿
道光明市、始兴市交界处的7000平方米土地。今年2
月，韩国政府颁布都更政策，将该地区划入公共住宅用
地。

报道称，14人所购入的土地在指定为新都市（新市
镇）前是一片农地，未来若着手进入开发阶段，其土地
持有人将获得现金或土地赔偿。该公民团体分析，这
14人可能早已得知这片农地会被政府划入新市镇重划
区，借职务之便全盘掌握赔偿手段。

该公民团体还表示，经调查，发现其中12人为韩国
土地住宅公社现任职员，另2人已离职，其大部分负责
首尔与京畿道地区住宅土地赔偿业务。

根据韩国国土交通部资料，韩国政府2月24日公
布将位于京畿道光明市、始兴市交界处的1271万平方
米土地划为新市镇，预计将建设并供给7万套住宅。官
员炒地皮被爆出后引发众怒。3月3日，韩国总统文在
寅下令严查。眼见炒地皮事件愈演愈烈，隶属于中央
政府部门的国土交通部、京畿道光明市厅、韩国土地住
宅公社被指皆有公务人员涉案。对此，韩国国务总理
丁世均8日亲自指示成立政府联合特别搜查本部。

3月9日，韩国派遣67名检察官前往位于庆尚南道
晋州市的韩国土地住宅公社总部大楼进行扣押搜查，
同时还前往涉案的13名职员的住处进行搜查，并下令
禁止出境。

政府调查
20名公职人员疑似违规炒地
多名国会议员和家人牵涉其中

3月11日，韩国国务总理丁世均公布调查结果，有
20名土地住宅公社的公职人员疑似违规投机。有1人
购买8块地皮，也有与熟人合伙购买地皮等情况。此
外，有144名官员在第三期新城开发地附近持有房产，
其中国土交通部25人、土地住宅公社119人。

报道称，公务员高层借职务之便，在政府宣布公共
住宅开发项目前，就购入该区大量土地，再借此申请国
家赔偿。随着购买人的身份陆续被挖出，更发现有多
名国会议员及其家人牵涉其中。

调查发现，民主党议员徐暎锡于2015年8月与朋
友合资买了265平方米的土地和旁边约106平方米的
生活设施建筑，收购价格为2.42亿韩元，但根据去年实
际成交价进行财产申报的价格为 3.7 亿韩元，赚了近
1.3亿韩元。去年7月，韩国土地住宅公社一名6级公
务员A某涉嫌以4.3亿韩元的价格，以自己与3名家属
共4人的名义共同购买793平方米的林地。

据韩国《朝鲜日报》报道，不仅国会议员涉案，就连
文在寅的大舅子金某也被爆出曾借贷30亿韩元，以11
亿韩元价格买下限制开发区的土地，待禁令解除后，便
获得韩国土地住宅公社58亿韩元的赔偿金，赚取47亿
韩元差价。

高层自杀
国土交通部长请辞
涉案高官留遗书自杀谢罪

3月12日，韩国国土交通部长卞彰钦就韩国土地
住宅公社员工涉违规投机地产一事向总统文在寅申请
引咎辞职,他曾出任韩国土地住宅公社社长。

报道称，政府公布调查结果后，涉炒地皮案的韩国
公务员高层已有两人因此轻生。当地时间12日上午，
韩国土地住宅公社56岁的部长A某在京畿道城南市盆
唐一处公寓大楼跳楼轻生。他在遗书中坦承，在任内
做出不名誉的事情，向全体国民致歉。

当地时间13日上午，韩国土地住宅公社坡州事业
本部 58 岁高层 B 某自缢身亡，而陈尸之处正位于他
2019年所购买的土地之上。

根据韩国法律，承建公共住宅项目的单位及国土
部、中央行政机关有关部门、地方政府有关部门等及劳
务单位的工作人员，若将工作过程中接触到的信息提
供或透露给他人，将被处以5年以下有期徒刑或5000
万韩元以下罚款。

据《朝鲜日报》报道，2月11日，据全球国家与城市
比较网站Numbio称，以当日为基准，首尔市中心公寓
价格为每平方米2万美元（约合每平方米13万元人民
币），房价为全球第二高。 本报综合消息

新华社利马3月13日电（记者张
国英）拉巴斯消息：玻利维亚内政部13
日证实，该国前临时总统阿涅斯当天
凌晨在东北部贝尼省首府特立尼达市
被捕。阿涅斯表示，她将向相关国际
机构提起诉讼。

玻利维亚内政部长爱德华多·德
尔卡斯蒂略当天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了
这一消息，并表示阿涅斯目前在警方

手中。
据报道，内政部随后将阿涅斯送

往玻利维亚行政首都拉巴斯并移交给
检方。阿涅斯将在拉巴斯检察院接受
讯问。

阿涅斯在移送过程中向当地媒体
表示，对她的逮捕是“虐待”和“暴
行”。她的“前总统身份”没有得到尊
重，她将向相关国际机构提起诉讼。

玻利维亚检方12日发出对阿涅斯
和5名前临时政府部长的逮捕令，指控
他们在 2019 年国家政治危机中涉嫌

“煽动叛乱和恐怖主义”。前能源部长
罗德里戈·古斯曼和前司法部长爱德
华·多科因布拉已于当天被捕。

2019年11月，时任玻利维亚总统
莫拉莱斯因陷入选举舞弊风波提交辞
呈，并离开玻利维亚。随后，时任参议
院第二副议长阿涅斯在立法会议上宣
布就任临时总统，并表示将尽快举行
新的大选。阿涅斯宣誓后，玻利维亚
宪法法院发表公报，承认其就任临时
总统符合玻利维亚 2009 年颁布的宪
法。

去年10月18日，玻利维亚举行总
统选举，“争取社会主义运动”候选人、
前经济部长路易斯·阿尔塞当选总
统。同年12月，执政的“争取社会主义
运动”前议员利迪娅·帕蒂对属于反对
派民主联盟党的阿涅斯和前临时政府
多名部长等人提出指控，认为他们参
与 2019 年 11 月反对莫拉莱斯的“政
变”，犯有“煽动叛乱和恐怖主义”罪。

新华社索非亚3月13日电（记者孙
毅飞）保加利亚、奥地利、捷克、斯洛文尼
亚、拉脱维亚、克罗地亚等欧洲六国总理
13 日联合致信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
恩和欧洲理事会主席米歇尔，敦促欧盟
尽快就新冠疫苗公平分配问题进行讨
论。

据保通社报道，六国总理在信中强

调欧洲团结的重要性，认为这保证了所
有欧盟成员国都将平等获得有限的资
源，如新冠疫苗。他们提及欧盟27国领
导人1月21日视频会议的成果，即要按
照人口比例向欧盟各成员国同时提供疫
苗，并表示，如果不遵守这些原则，就可
能在国家间产生巨大差异，一些国家很
快就能实现群体免疫，其他国家却远远

落在后面。
12日，奥地利总理库尔茨批评欧盟

新冠疫苗分配不公正，违背了欧盟领导
人达成的按人口公平分配的协议。他
说，目前的疫苗分配不符合“欧盟精神”，
也违背了欧盟领导人已达成的协议，继
续下去将导致欧盟疫苗接种工作的严重
失衡。

英国首都伦敦一名警察日前被控谋
杀一名女子，引发全英国震惊。这名警
察13日首次出庭。当晚，逾千名伦敦民
众在一处公园集会，守夜悼念遇害女
子。警方驱散人群时与之发生冲突，执
法方式引起争议，英国政府承诺彻查此
事。

杀人嫌犯系警察
遇害女子萨拉·埃弗拉德生前是一

名市场营销主管，33岁，
住在伦敦。她本月3日
22 时 30 分左右从朋友
家步行回家途中失踪，
人们最后一次看到她是在伦敦西南部的
克拉珀姆公共绿地附近。警方 10 日在
伦敦东南 80 公里处一个装施工废弃物
的袋子内发现一具尸体，经比对牙医记
录确认死者为埃弗拉德。

令英国民众震惊的是，被控绑架并
杀害埃弗拉德的人是一名警察，名为韦
恩·卡曾斯，48 岁。卡曾斯 2018 年加入
伦敦警察局，被捕前职责是议会和大使
馆外的安保。

卡曾斯 13 日首次出庭。第二次庭
审将于16日举行。

执法方式惹争议
英国多地民众先前申请为埃弗拉德

守夜。一名法官以新冠疫情期间不能大

规模聚集为由，拒绝了这些申请。
然而，13日晚，逾千民众依然聚集到

克拉珀姆公共绿地一处亭子外，为埃弗
拉德守夜，其中大部分为女性。

警方驱散集会人群，强行拖拽数名
女性，并给她们戴上手铐。这一处置方
式受到质疑。

伦敦市长萨迪克汗在社交媒体推特
上说：“警方有责任执行疫情期间规定，

但是从我获得的现场图片来看，他们的
处理方式在许多时候不合适并且过火
了。”萨迪克汗说，已要求伦敦警察局尽
快向他做出解释。

伦敦警方说，4人因违反公共秩序和
卫生保护条例被捕，警方在执法时已尽
量克制。

英国内政大臣普丽蒂·帕特尔在推
特上说，她已要求警方就执法过程提交
一份全面报告。

据路透社报道，英格兰地区监督警
察部门的机构已开始调查伦敦警方这次
执法行动。

英国首相做承诺
13日晚，民众在克拉珀姆公共绿地

那处亭子周围摆放花束、点燃蜡烛，手举
标语，呼喊口号，呼吁全社会创造更安全
的生活环境。

标语写道：“我们不会沉默”，“她只
是走路回家”，“姐妹们团结起来，我们不
会被击败”。

据美联社报道，英国凯特王妃当晚
也出现在人群中，在花束前短暂停留。
王室发表声明说，凯特回忆起她嫁给威

廉王子前，“在伦敦独自
走夜路时的那种感觉”。

埃弗拉德遇害案发
生后，大量英国女性在

社交媒体上分享自己在外行走时遭遇的
威胁或攻击等经历。

参加守夜的克拉珀姆地区居民梅
尔·克拉克说，她起初对违反防疫规定参
加守夜感到矛盾，但最终觉得“自己应该
来”。“我很高兴有很多男士出现在这里，
希望男同胞们借此理解，身为女性的我
们作何感受，我们有多么容易受到伤
害。希望社会为萨拉伸张正义。”

13日早些时候，英国首相鲍里斯·约
翰逊说，他和未婚妻卡丽·西蒙兹将点燃
一根蜡烛，为埃弗拉德祈福。他说：“我
将尽我所能，确保街道是安全的，确保女
士和女孩们不再遭遇骚扰或伤害。”

新华社特稿

玻利维亚前临时总统阿涅斯被捕

韩多名公职人员涉地产丑闻

多名消息人士披露，出于新冠防疫
需要，日本政府打算限制出席东京奥林
匹克运动会和残奥会的外国领导人或高
级官员的随行人员数量。

日本共同社 14 日援引消息人士的
话报道，日方打算把外国国家元首或政
府首脑的随行人数上限设定为11人、部
长级官员的随行人数设定为最多4人。

另外，日方打算要求外国政要出发

前 72 小时内和抵达日本时做新冠病毒
检测并提交阴性结果证明。

外国政要与运动员的交流和接触将
受到严格限制；原则上只能乘坐指定车
辆、不能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外国国家
元首或政府首脑在日停留期间，日本政
府人员将全程陪同。

日本政府和东京奥运会组织委员会
正通过外交渠道和体育机构向其他国家

传达这些设想，将依据国内外疫情和各
国反馈敲定最终方案。

受新冠疫情影响，原本定于2020年
夏天举行的东京奥运会和残奥会推迟一
年。共同社 9 日报道，日本政府基本决
定奥运期间不接纳海外普通观众，但最
终结果将在日本政府、东京奥组委和国
际奥林匹克委员会等相关方磋商后予以
确认。 新华社特稿

日本拟限制出席奥运会外国政要随从人数

英国警察执法方式惹争议

3 月 13
日，玻利维亚
前 临 时 总 统
阿 涅 斯 在 拉
巴 斯 被 警 察
押 送 。 新 华
社/法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