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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秒钟的录音
就能气坏民众
截至目前，韩国民众已进
行五次大规模集会，呼吁朴槿
惠下台。有检察官透露，在调查
中查获的录音文件可能会令民
众更加气愤。
一名与此案相关的检察官
日前表示：
“ 只要公布10秒的录
音文件，就足以让人们将手上
的蜡烛换成火把，走上街头抗
议。”这位检察官拒绝透露更多
内情，但他暗示录音文件中的
对话极有可能激起众怒。
有报道称，
朴槿惠前附属秘
书郑虎成遭没收的智能手机中
存有近50个录音文件，
而郑虎成
近日遭到逮捕，
被控向崔顺实泄
漏总统机密文件。据悉，这些文
件包含总统与郑虎成之间的敏
感对话。报道指出，检方调查这
些文件后，
一直保持沉默的郑虎
成便承认了自己遭指控的罪行。
另一名检察官近日也提供
了关于录音文件的相关信息。
据韩国电视台报道，该检察官
表示，录音文件中包含朴槿惠
与崔顺实有关的口头指示。检
察官听了这些文件后，无法控
制对总统的失望和愤怒之感。
２７日，韩国检方还对“闺蜜
门”事件另一关键人物、朴槿惠
闺蜜崔顺实身边红人车恩泽提
起诉讼，罪名包括滥用职权、妨
碍行使权利、强迫交易和挪用
公款。
韩联社报道，
检方眼下已掌
握前青瓦台政策调整首席秘书
安钟范在朴槿惠指示下滥用职
权为崔顺实、车恩泽牟利的线
索，认定朴槿惠“很大程度上共
谋作案”，并将集中力量调查朴
槿惠在其中扮演的确切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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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目前，尚不清楚朴槿惠在第
三次道歉时会作出何种表态。
韩联社28 日报道，朴槿惠
的辩护律师称总统29日无法当
面接受调查，证实了此前朴槿
惠方面可能以检方调查缺乏公
正性为由拒绝接受调查的猜
测。此外，朴槿惠当天受理了法
务部长官金贤雄的辞呈，但却
保留了青瓦台负责民政事务的
首席秘书崔在卿的辞呈。
24日，韩国三大在野党的三位党鞭就总统弹劾流程等问题举行会晤。

“总统完全失去了
执掌国政的权力”

“蜡烛可能变火把”

国《民族日报》报道称，与会的
民众纷纷意识到，自己所处的
这个国家，仅仅追究崔顺实贪
腐干政远远不够，一个足以憧
憬的国家未来，需要在现有的
问题上不断进行改革。
“闺蜜门”
事件曝光后，
朴槿
惠曾分别于１
０月２
５日和１
１月４日
两次发表讲话，向民众表示歉

韩联社２８日报道，韩国三
大在野党共同民主党、国民之
党和正义党当天分别召开会
议，各自拟定针对朴槿惠的弹
劾决议草案初稿。这三大在野
党将于２９日协商拟定统一的弹
劾决议草案终稿。
若要在韩国国会通过弹劾
决议，所需法定人数为全部３００
个议席中的三分之二。据韩联
社估算，眼下共有１７２名在野党
和无党派议员对弹劾总统持赞
成态度，这意味着还需要２８名
执政党议员的赞成票才能推进
弹劾事宜。执政党新国家党内
的部分“非朴系”成员，已经与
在野党联合起来决定弹劾朴槿
惠。不过，即使弹劾案经国会审
议通过，最后还需要得到宪法
法院的裁决认可，才能正式生
效，而宪法法院的审理过程最
长可达１８０天。
针对弹劾一事，青瓦台发
言人郑然国２８日说，弹劾是国
会议题，总统府不便发表评论。
复旦大学韩国研究中心主
任郑继永表示，按照目前的形
势，
弹劾案在国会获得通过应该
没有什么问题，
但是由于弹劾案
提交之后需要经过约半年的韩
国宪法法院程序，
未来仍具有不
确定性。
“朴槿惠的任期还剩下1
年零1个月，
即便发起了弹劾，
如
果宪法法院拖延半年，
就算朴槿
惠被弹劾下台，
也只是提前几个
月任期而已。
所以只要朴槿惠能
撑到明年，
她就是赢了。
”
韩国最新公布的一项民调
结果显示，朴槿惠的支持率从
此前三周的５％跌至４％，执政
党新国家党的支持率也跌至
１２％，均创下历史新低。韩国龙
仁大学政治学教授崔昌烈（音
译）说：
“ 在支持率仅有４％的情
况下，任何一位总统都无法工
作。这一结果表明，总统已经完
全失去了执掌国政的权力，虽
然法律上她仍是总统。”
据新华社、澎湃等

三层反导体系，
以此来强化对周
边国家的威慑。
公开资料显示，日本首相
安倍晋三2012年底第二次上台
后，从2013 年开始，日本连续4
年增加防卫费。2016 年度的防
卫费更是首次超过5万亿日元，
创下历史新高。今年3月29日开
始实施的日本新安保法则规定
日本即使没有直接受到攻击，
也可以对他国行使武力，意味
着日本“专守防卫”的安保政策
发生重大变化，日本卷入战争
的可能性也在增加。
28 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
耿爽对此回应称，中方在部署
“萨德”问题上的立场是非常明

确的，没有改变，希望日方慎重
行事。
在当天的例行记者会上，
耿
爽表示，
中方在部署
“萨德”
问题
上的立场是非常明确的，
没有改
变。由于历史原因，日本在军事
安全领域有关动向受到亚洲邻
国和国际社会密切关注，
中方希
望日方慎重行事，
为促进本地区
和平稳定发挥建设性作用，
而不
是相反。他说，当前朝鲜半岛局
势复杂敏感，
有关各方应从地区
和平稳定大局出发，
致力于通过
政治外交途径解决有关问题，
而
不是以此为借口，
做不利他国安
全和地区稳定的事。
据新华社等

在野党今拟定弹劾决议草案终稿
朴槿惠本周内可能第三次道歉

韩国媒体２８日报道，青瓦台消息人士透露，韩国总统朴槿惠或在本周就“闺蜜门”事件发表第三次
“对国民讲话”，届时可能就此事再次道歉。自“闺蜜门”发酵以来，韩国民众已进行五次大规模集会，呼
吁朴槿惠下台，表达了改革国家政治的强烈愿望。
28日，韩国三大在野党各自拟定弹劾朴槿惠的决议草案初稿，并将于２９日协商拟定一份统一的弹
劾决议草案终稿。

从谴责朴槿惠
到期盼政治改革
韩国媒体２８日援引青瓦台
多名消息人士的话报道，随着
“闺蜜门”事件不断发酵，朴槿
惠可能准备第三次发表“对国
民讲话”，时间或定在本周。届
时，朴槿惠可能第三次向国民
致歉。
朴槿惠自“闺蜜门”事件曝
光以来一直保持低调。根据一
些韩国媒体的说法，在刚刚过
去的周末，韩国各地举行烛火
集会期间，朴槿惠在住所内没
有出门，听取助手们有关全国
抗议集会的报告。同时，总统府
秘书室室长韩光玉和其他高级
秘书还商讨了解决目前危机的

26日，在韩国首尔，民众举行大规模集会，要求总统朴槿惠下台。

办法，包括发表第三次讲话并
致歉。
28日消
据韩国《民族日报》
息，上周末的烛光集会已经不
单纯是为了敦促朴槿惠下台，
对她的谴责也慢慢加入了“憧
憬未来”的口号。报道指出，从
最初为“谴责崔顺实干政”而开
始 的 烛 光 集 会 ，到“ 朴 槿 惠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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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再到现在的“新型民主主
义”，民众通过集会表达了改革
国家政治的强烈愿望。
“崔顺实事件正是我们社
会依旧残留官商勾结的证据。
因此，比总统下台更重要的问
题是要连根拔起这种腐败旧
习。”一名参与上周末集会并发
言的22 岁金姓韩国人说道。韩

日本也要引入“萨德”？

我外交部：朝鲜半岛局势复杂，望慎重行事
本报讯 据日本共同社27
日报道，日本政府相关人士当
天透露，政府正在研究编制的
2016年度第三次补充预算案已
开始就计入导弹防御相关经费
展开协调。该经费包括为应对
朝鲜接连发射弹道导弹、用于
提高地对空拦截导弹“爱国者
-3 ”
（ P A C - 3 ）性 能 的 改 进 费
用。
报道称，防卫省在2017 年
度 政 府 预 算 申 请 中 ，写 入 了
PAC-3 的改进费以及改进版
PAC-3 的 取 得 费 等 共 计1056
亿日元（约合人民币65 亿元）。
改进后，PAC-3的射程将从目
前的十多公里提升至约两倍，

从而扩大防御范围。
就在11 月25 日，日本政府
相关人士透露称，防卫省基本
决定为加强弹道导弹防卫，将
于近期设立以副大臣若宫健嗣
为首的探讨委员会。鉴于朝鲜
核武器及导弹开发，该委员会
将讨论是否应该部署最尖端陆
基导弹拦截系统“萨德”，预计
最晚在明年夏天汇总结果。
《读卖新闻》此前报道，日
本当局的计划是，将“萨德”反
导弹系统纳入下个中期防卫计
划，定在2019年到2023年期间
完成部署。报道指出，朝鲜今年
以来发射导弹的次数增加，而
且技术有了显著进步，这是日

本当局决定加快强化其防御系
统的原因。
报道介绍，
目前日本使用的
两套导弹防御系统，
一是搭配在
海上自卫队宙斯盾舰上的海对
空拦截导弹系统；
另一种是地对
空的PAC-3。
美国定在韩国部署
“萨德”
反导系统，
日本若也加以
配合，
日美韩三方在抑制朝鲜导
弹上的实力将大大增强。
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
所外交研究室主任吕耀东认为，
防范朝鲜只是一个借口，
并不是
日本的主要目标。
从军事技术角
度来说，
日本考虑引入
“萨德”
系
统，
是为了弥补国内现有两层反
导体系的漏洞，
构建更为完善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