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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方开始调查李明博
“小金库”
案

杜绝
“地沟油”
回流餐桌

韩国又一个前总统摊上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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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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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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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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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突尼斯因物价
上涨爆发示威
新华社突尼斯 1 月 11 日
电 突尼斯多地抗议示威活动
11 日仍在持续，并引发暴力骚
乱。突尼斯内政部说，冲突已
导致 1 名示威者死亡、60 多名
安全人员受伤、50 多辆警车被
毁，目前已有至少 600 人被捕。
此次抗议示威活动 8 日从
首都突尼斯市开始，很快蔓延
至全国十多个省份。
随后，多地示威活动引发
的暴力骚乱不断升级。据了
解，这些示威活动主要指向民
生问题，直接原因是突尼斯生
活成本居高不下，而政府颁布
的 2018 年财政法导致物价继
续上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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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韩国前总统李明博资料照片。
首尔中央地方检察厅专案
组 11 日 前 往 庆 州 市 ，搜 查 了
查。在这起案件中，李明博被控 DAS 公司总部、涉案人员办公
犯有贪污、逃税、藏匿犯罪所得以 室和住所等 10 多处地点。这
及玩忽职守罪。
是专案组成立以来首次进行搜
查取证。按检方说法，调查人
李明博原来是老板？
员在这一过程中查获了证据。
涉事公司名为 DAS，总部设
前总统另涉“要账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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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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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社专特稿）

阿桑奇重获人生自由有望？
厄瓜多尔说已授予他厄瓜多尔公民身份

甘肃推广餐厨垃圾再生利用
新华社兰州 1 月 12 日电 甘
肃省今年将积极推广兰州市餐厨
废弃物资源化综合利用经验，以
餐厨垃圾变废为宝等方式，杜绝
“地沟油”
回流到餐桌。
甘肃省人民政府办公厅日前
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地沟油”
治理工作的实施意见》，选择餐厨
废弃物产生量多、环境危害大、易
产生
“地沟油”
问题的地方率先开
展，到 2025 年形成覆盖全省各县
市区的餐厨废弃物和
“地沟油”
收
运网络和无害化处理、资源化综
合利用体系。
记者了解到，兰州市近年来
探索企业运营餐厨垃圾资源化处

理项目，把餐厨垃圾进行组合式
工艺处理，
转变成生物燃气剂、有
机肥等资源化产品，避免了大量
“地沟油”
流向百姓餐桌。
甘肃省要求各市州建设“地
沟油”
收运系统，
并将所辖县市区
纳入收运、处置范围，对收运的
“地沟油”
在市州存储中转站进行
预处理后，
再送往有资质的
“地沟
油”资源综合利用企业进行统一
处置和深加工。
同时，甘肃省提出有条件的
餐饮服务单位安装油水分离器、
隔油池和油烟净化器，探索在餐
饮企业厨房、
“地沟油”
产生点、屠
宰车间等关键环节安装监控设
备，在收运车辆安装 GPS 定位系
统，试点在居民家庭厨房开展厨
余垃圾粉碎处理，从源头杜绝
“地
沟油”
回流到餐桌。

吉林将对企业开展环境信用评价

被亮“红牌”企业将寸步难行
新华社长春 1 月 12 日电 记 识；累计记 12 分以上的企业为环
者 11 日从吉林省环境保护厅获 境信用不良，
以红牌标识。
悉，由该部门和吉林省发展改革
有关机构和行政机关通过在
委员会联合印发的《吉林省企业 “信用吉林”
网站查询和使用企业
环境信用评价办法（试行）》将于 环境信用评价信息，
在日常监督、
3 月 1 日起施行。被评价为环保 项目审批、
信贷融资、
减免退税、
资
不良的企业将被亮“红牌”，并将 质评定、招标采购、资金扶持等工
在项目审批、信贷融资等领域
“寸 作中，
实施各类有针对性的奖惩。
步难行”。
对“红牌”企业，环保部门将
按照试行办法，
吉林省将对企 暂停新建项目调剂使用排放总量
业采取等级评价、挂牌公示，
累计 指标，
暂停安排环保专项资金，
并
记分、
改正核销、
信息共享、
联合奖 处以国家或地方规定的其他惩戒
惩的机制。企业环境信用按照良 性措施。
“ 在绿色信贷方面，环境
好、
一般、
警示、
不良四个等级进行 信用不良的企业将受到重大影
评价：
无记分记录的企业为环境信 响。
”
吉林省环保厅法规处处长孟
用良好，以绿牌标识；累计记 1 分 庆军说。
至 6 分的企业为环境信用一般，
以
对“绿牌”企业，在同等法定
蓝牌标识；累计记 7 分至 11 分的 条件下，环保部门可以给予政策
企业为环境信用警示，以黄牌标 支持或倾斜。

广东省委原常委、珠海市委原书记

李嘉受贿案一审宣判

肥胖真是天生的
有关基因变异被找到
新华社伦敦 1 月 11 日电
食欲旺盛和肥胖可能缘于基
因，英国一项新研究确认了一
个与肥胖有关的基因变异。这
一发现有助于开发针对特定基
因的药物疗法，应对全球日益
高发的肥胖问题。
英国帝国理工学院研究人
员在新一期英国《自然·遗传
学》杂志上报告说，他们选择巴
基斯坦的肥胖儿童作为研究对
象。这是因为与肥胖有关的基
因属于隐性基因，而巴基斯坦
人口中近亲结婚率较高，当父
母双方血缘相近时，孩子有可
能从双方继承相同的基因变
异，这种情况下隐性基因的特
征更可能被表达出来。
研究人员对这些肥胖儿童
进行基因组测序发现，当体内
一个名为 ADCY3 的基因发生
变异，它负责编码的蛋白质就
会发生功能异常，导致食欲控
制异常、嗅觉异常以及糖尿病
等一系列问题。
研 究 人 员 认 为 ，ADCY3
基因能影响与下丘脑功能有关
的系统，而下丘脑合成的激素
能影响食欲等多个生理功能。
另一项由丹麦科学家对生
活在格陵兰岛的因纽特人开展
的独立研究也得出 ADCY3 基
因变异与肥胖有关的结论，并
与帝国理工学院的研究一起发
表在《自然·遗传学》杂志上。
“肥胖并不总是像通常认
为的那样由暴饮暴食导致。
”
参
与研究的帝国理工学院教授菲
利普·弗罗盖尔说。

国际·中国

新华社基多 1 月 11 日电
厄瓜多尔外交部长玛丽亚·费
尔南达·埃斯皮诺萨 11 日举行
记者招待会，说厄瓜多尔政府
已在去年 12 月 12 日授予“维
基揭秘”
网站创始人朱利安·阿
桑奇厄瓜多尔公民身份。
埃斯皮诺萨表示，阿桑奇
是去年 9 月向厄瓜多尔外交部
提出入籍申请的。厄瓜多尔政
府基于国际法和厄国内法的规
定，决定授予阿桑奇厄瓜多尔
公民身份。她强调，厄瓜多尔
有权向受保护的人士授予国
籍，
这将有利于解决问题。
埃斯皮诺萨证实，厄外交
部去年 12 月曾向英国外交部

递交申请，希望授予阿桑奇外
交 人 员 身 份 ，但 遭 到 英 国 拒
绝。考虑到同英国的良好关
系，厄政府决定放弃这一方案，
转而寻求在国际法的框架下，
通过第三方调解的方式“公平
合理、一劳永逸地”
解决阿桑奇
的问题。
阿桑奇现年 46 岁，澳大利
亚人，2006 年创建“维基揭秘”
网站。2010 年，这家网站公布
了大量美国政府有关阿富汗战
争和伊拉克战争的秘密文件，
让美国的外交形象遭到巨大打
击，引起轰动和争议。同年 11
月，阿桑奇因涉嫌强奸受到瑞
典检方调查，当时身处英国的

阿桑奇随后遭英方逮捕。阿桑
奇否认所有涉嫌罪名。2012
年 5 月，英国最高法院裁定，可
以引渡阿桑奇至瑞典。同年 6
月，阿桑奇在保释期间进入厄
瓜多尔驻英使馆寻求庇护。
2017 年 5 月，瑞典检方宣
布终止对阿桑奇强奸罪指控的
调查。不过，伦敦警方说，
由于
阿桑奇躲进使馆寻求庇护的行
为违反了保释规定，如果他离
开使馆，英国警方将依然有权
逮捕他。
上图：1 月 11 日，在基多，
厄瓜多尔外交部长玛丽亚·费
尔南达·埃斯皮诺萨在记者招
待会上讲话。
新华社发

新 华 社 福 州 1 月 12 日 电
福建省漳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12
日公开宣判广东省委原常委、珠
海市委原书记李嘉受贿案，对被
告人李嘉以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
十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二百万
元；对李嘉受贿所得财物及其孳
息予以追缴，
上缴国库。
经 审 理 查 明 ：2001 年 至
2016 年，被告人李嘉利用担任中
共梅州市委副书记、梅州市人民
政府副市长、市长、中共梅州市委
书记、中共珠海市委书记、中共广
东省委常委等职务上的便利，为
相关单位和个人在工程承揽、项
目选址、职务调整等事项上提供

帮助，直接或者通过其侄子李林
等人，非法收受上述单位和个人
给予的财物共计折合人民币
2058.846303 万元。
漳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
被告人李嘉身为国家工作人员，
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谋取
利益，
非法收受他人财物，
数额特
别巨大，其行为构成受贿罪。鉴
于李嘉到案后，如实供述自己的
罪行，主动交代办案机关尚未掌
握的绝大部分受贿犯罪事实；认
罪悔罪，
积极退赃，
赃款赃物已全
部追缴，
具有法定、酌定从轻处罚
情节，依法可以从轻处罚。法庭
遂作出上述判决。

老挝移交 104 名电信诈骗疑犯

要想治你 总能找到办法
美国财长：
将在伊核协议之外对伊朗实施更多制裁
新华社华盛顿 1 月 11 日
电 美国财政部长姆努钦 11 日
表示，美国将在伊核协议之外
对伊朗实施更多制裁。
姆努钦在当天的白宫记者
会上表示，美国已对伊朗实施
过一批制裁，
未来将以
“侵犯人
权”等名义出台更多对伊制裁
措施。
他说，美国在伊核问题上
的立场非常明确，那就是伊核
问题全面协议不足以限制伊朗
的弹道导弹活动，因此需要修

改这一协议的内容。
一同出席记者会的白宫发
言人桑德斯也表示，美国认为
伊核问题全面协议的缺陷之一
是伊朗可以在此协议下“自由
公开地发展核项目并迅速获得
核武器研制能力”
，白宫将和国
会以及美国盟友开展合作以弥
补该协议的
“缺陷”。
特朗普去年 10 月 13 日宣
布，拒绝向国会证实伊朗遵守
伊核协议。根据相关规定，美
国行政部门每隔 90 天需要向

国会提交报告，评估伊朗是否
履行伊核协议承诺。
据报道，特朗普将于本月
12 日就伊核协议再次发表讲
话。外界普遍关注美国将就伊
核协议作出何种表态。
自去年 1 月特朗普就任美
国总统以来，美国政府以伊朗
发展弹道导弹技术为由对伊朗
不断施压。
伊朗方面则表示，发展导
弹技术是伊朗不可剥夺的权
利。

图为 1 月 12 日在老挝万象瓦
岱国际机场拍摄的电信网络诈骗
犯罪嫌疑人移交现场。
中国和老挝两国警方 12 日

在老挝万象瓦岱国际机场举行移
交仪式，老方将 104 名电信网络
诈骗犯罪嫌疑人移交中方押解回
国。
新华社发

坟墓迁移公告
因中山大学珠海校区排洪渠改造
工程、校园市政工程（翰林路改造）施工
项目建设的需要，需迁移该项目用地红
线范围内的坟墓三座。现将有关事宜
公告如下：
一、迁坟位置：中山大学内体育馆
以东，新建翰林路以北位置。
二、迁坟规定：按照《广东省殡葬管
理条例》相关规定执行。

三、迁坟期限：自即日起至 2018 年
1 月 22 日止。
请上述范围内坟墓坟主的亲属
在公告日期内到中山大学基建处办
理 迁 坟 手 续 ，逾 期 未 迁 的 ，将 视 为 无
主坟处理。
特此公告
中山大学
2017 年 12 月 16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