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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5月17日电 俄罗
斯联邦航天署１６日证实，搭载一
枚墨西哥通讯卫星的俄罗斯“质
子－Ｍ”运载火箭当天上午发射
失败。俄媒报道，这枚火箭可能坠
毁在西伯利亚。祸不单行，１６日早
些时候，与国际空间站对接的一
架俄罗斯货运飞船未能按计划完
成轨道修正任务。

塔斯社报道，火箭从位于哈
萨克斯坦的拜科努尔发射场升空
约５００秒后出现“紧急情况”，问题
由火箭第三级发动机紧急停机引
起，当时墨西哥卫星尚未脱离火
箭。俄联邦航天署一名消息人士
证实，墨西哥卫星已经丢失。

俄媒报道，“质子－Ｍ”运载
火箭第三级可能坠毁在西伯利亚
赤塔地区。由于第三级火箭中携
带有毒燃料，可能会在坠毁地点
引发爆炸，当地相关部门正在寻
找火箭残骸。但据俄航天界业内
人士猜测，这些燃料可能在大气
层中燃尽。

这是１６日俄罗斯航天部门遇
到的第二次紧急状况。当天凌晨，
国际空间站上的俄罗斯随航电脑
在执行修正轨道任务时，突然收
到与空间站对接的“进步Ｍ－
２６Ｍ”货运飞船传来的信号，显示
飞船上负责推进调整空间站飞行
的一台发动机未做好工作准备，
轨道修正任务只得暂停。俄联邦
航天署证实，他们正在调查原因，
国际空间站上宇航员不会因此有
生命危险。

俄罗斯航天署

一天两遇挫折

据新华社5月17日电 柬埔
寨政府１７日把俄罗斯前地产大
亨波隆斯基遣返回国。他将因涉
嫌巨额诈骗面临审理。俄内政部
１７日说，波隆斯基由内政部人员
押解返回俄罗斯，将按照俄罗斯
法律受到起诉。

波隆斯基现年４２岁，俄内政
部２０１３年指控他在全球金融危
机期间诈骗，在莫斯科一个高档
住宅项目中侵吞超过８０名投资
者共计５７亿卢布（约合１.１亿美
元）。波隆斯基２０１２年逃出俄罗
斯，受到俄方全球通缉。

２０１３年初，波隆斯基因以暴
力手段对待柬埔寨船员被柬方
逮捕，３个月后获得保释。同年１１
月，应俄方要求，柬方再次逮捕
波隆斯基。２０１４年１月，柬方拒绝
了俄方的引渡要求，波隆斯基获
释。同年４月，俄方再次提出引渡
要求，被柬方拒绝，理由是两国
没有引渡协议。今年３月，俄罗斯
外长拉夫罗夫会晤到访的柬埔
寨外交大臣贺南洪后宣布，两国
几近达成引渡条约，从而为引渡
波隆斯基扫清法律障碍。

波隆斯基曾是俄罗斯最富
有的大亨之一。２００３年，他执掌
的米拉克斯集团在莫斯科兴建

“联邦大厦”，其中一座建筑设计
高度达３７４米，为欧洲第一高楼。
不过，由于全球金融危机爆发，
工程于２００８年暂停，２０１１年才恢
复，预计今年完工。他曾声称，

“联邦大厦”经得住美国“９·１１”
恐怖袭击中那样的飞机撞击。

２００８年１０月，波隆斯基公开
宣布，如果旗下房产不能在１８个
月内升值超过２５％，他就把自己
的领带吃掉。他的预言没有实
现。不过他遵守承诺，在电视节
目中吃下一小片领带。２０１１年，
波隆斯基在一档政治讨论节目
中与俄罗斯媒体大亨列别杰夫
爆发口水战，最终遭对方打倒在
地。时任俄总理普京批评两人的
举动是“流氓行为”。

欧洲第一高楼前老板

被遣返俄罗斯受审

大米收购项目是英拉上台
之初实施的一项政策。从去年
起，这一以高于市场价收购大
米的政策被批评导致国家财政
亏空，滋生大量腐败。该项目无
疑存在“失算”成分，政府严重
高估了自己打通销售渠道的能
力，直接导致国家财政损失。至
于该项目是否构成刑事犯罪，
则是各方争论的焦点。

英拉１５日确认将于１９日出
庭。她在自己的“脸谱”社交账
户上否认犯罪，否认在项目中
腐败或纵容腐败。她说，长期以
来，泰国米农生活在社会最底
层，生产生活受大财团操控和
压榨，完全无法影响大米市场
价。为给所有人一个平等的机
会，政府才出台大米收购项目。

她辩解说，大米收购项目
的出台符合法律程序，经过论
证和表决，即便有不尽如人意
之处，也绝非“个人犯罪”。“这是
泰国历史上第一次发生政府经

济政策被告上法庭的情形。这
一案件不仅牵连经济和政治，
更会影响未来政府在为国人福
祉制定政策时的心态。”泰国一
些法律界人士也认为，政府经
济政策被诟病并不罕见，但成
为指控政府领导人的依据有些
牵强，因为没有法律规定政府
经济政策必须“旱涝保收”。

一些泰国媒体则搬出曼谷
素万那普国际机场为例，认为
政府政策导致国家财政亏损的
案例不在少数。从１９５９年讨论建
设曼谷新机场，到２００６年机场落
成，这座机场耗费４７年，经历了
十多届政府，方案修改数十次，
预算膨胀上百倍，历届政府中
都有人被怀疑在机场项目中

“贪了银子”。与此相比，大米收
购项目或许“不算事儿”，但如
今的泰国，政治生态独特，社会
分裂严重，使得这条政府经济
政策，成为可能把英拉送入监
狱的囚车。

英拉及其兄长他信，代表
的是他信集团，其背后是泰国
北部和东北部大批社会底层支
持者，有民间组织“红衫军”力
挺。他信集团走草根路线，搞民
粹主义，被称为泰国现代民主
革新派。而与他信集团对立的
是民主党，以前总理阿披实为
代表，他们受泰国精英阶层及

财阀支持，走精英路线，坚持固
有的国家体制，被称为保守派。

由于草根选民远多于中产
阶层和社会精英，自２００１年以
来，他信集团赢得了每一次选
举。“拢草根者赢天下”这一格
局成为泰国政坛这些年打不破
的魔咒，也激怒了一些“政坛外
的政治势力”。泰国军方于２００６

年和２０１４年发动政变，分别推
翻了他信和英拉政府。他信集
团的另外三位总理沙马、颂猜
和尼瓦塔隆则先后被法院体系
用司法判决的方式逐出政界。
政府、军队、法院三足鼎立的态
势日趋明显。这一次，法院再次
扮演角色，审理英拉所涉“大米
案”，政治味道浓重。

不少人问，英拉会被判刑
吗？今年１月，泰国军政府指派
的议会通过表决，正式弹劾了
英拉的总理职位，并下令她5年
内不得参政。这一决定，实际上
已经中止了英拉的政治生涯。
但即便如此，英拉和他信一样，
其政治影响力还在，仍拥有大
批支持者，特别是正翘首观望
的“红衫军”。

从案件本身看，如果法院
认定英拉在大米收购项目中渎
职，认定她存在纵容腐败的行
为，顶着上限判个１０年并非不
可能。但如果回顾泰国近２０年

的政治史和司法判例，虽然有
不少政客被判各种罪名和不同
年限的监禁，但几乎没有人真
正入狱服刑。这主要缘于泰国
的司法制度和特赦机制。

就政治相关案件，通常而
言，法院会在宣判时考虑“法院
的仁慈”这一条款，只要罪犯不
是“惯犯”，法院通常会附加缓
期执行的决定。在缓刑期，罪犯
并不必真正入狱，只需定期向
司法机关报到即可。而且大多
数案件并不明确缓期多长时间
执行，只要法院不再明显下令
执行监禁，罪犯可一直处于缓

刑状态。
另外，由于泰国是佛教国

家，除刑事重案外，被告可在法
院审理期间或被判缓刑期间选
择出家修行。几年前，一位“黄
衫军”领导人就曾在被判监禁
的缓刑期间选择出家，刑期最
终也就没了下文。

还有一种可能，就是出逃。
他信２００８年曾返回泰国出庭受
审，法庭判处他2年监禁后，他
利用保释名义逃离泰国，至今
未归。一些泰国媒体分析，如果
英拉被判监禁，她也有可能以
相同方式离开泰国。

一件“不是事儿”的案件

英英拉拉过过堂堂
结结果果难难定定
因“大米案”19日出庭受审

本月２２日是泰国军事政变一周年。周年前三天，泰
国大理院（最高法院）从政人员刑事法庭将开审前总理
英拉所涉“大米案”，英拉已确认出庭。如果英拉所涉渎
职罪成立，可能被判最高１０年监禁。“大米案”究竟有何
背景？英拉会被判入狱10年吗？判决究竟意图何在？读
懂英拉案，也就读懂了泰国这些年的政治生态。

法院是政坛外的政治势力

被判监禁不等于入狱服刑

分析人士认为，在泰国，这
些年来司法案件往往是绝好的
政治把柄，判决不是目的，悬而

不决恐怕才是最有力的杠杆。
泰国朱拉隆功大学政治学

专家提提南判断，就英拉一案，
军方不求速判。与其把她投入
监狱，不如让案件拖延一段时
间，借此稳住“红衫军”的情绪，
牵制他信集团的动向。自去年
政变以来，“红衫军”偃旗息鼓，
未曾闹出大动静，似乎正在养
精蓄锐伺机出动，此时如果判
处英拉入狱，显然会刺激“红衫
军”，激化社会矛盾。提提南认
为，过去一年，他信集团的低调
表现让军方满意，军方不太可

能打破目前的局面，因此大米
案一天不结案，就可以继续成
为套在他信集团头上的金箍，
念咒是迟早的事，但现在不是
时候。

清迈东南亚事务研究所研
究员钱伯斯也判断，现在立即
判英拉入狱不符合军方的利
益。虽然这一判决可把英拉永
远隔离在政治之外，但“把这样
一位以友善姿态示人的女总理
关入监狱，只会更让人觉得她
是政治的牺牲者”，只会为她获
得更多的同情分。

对军方和军方支持的现政
府而言，当前的第一要务是如
何让军人在明年选举后继续延

续他们的政治声音。军方本周
开始讨论是否有必要搞一次全
民公决，决定是否应当推动新
一版宪法。新宪法的核心，是修
改政党法和选举法，避免他信
集团卷土重来。

军人刻骨铭心的是，２００６
年政变后，军人上台废除１９９７
版宪法，推出了２００７版宪法。在
一系列费尽心思的“安排”之
后，他信集团还是在２００８年的
政变后第一次民选中高票胜
出，把军人政变的成果化作乌
有。如果军人决定全民公决修
宪，原先承诺的２０１６年初还政
于民的安排势必要推迟。

据新华社

英拉入狱不符合军方利益

简单说来，大米收购项目
就是政府以高于市场的固定
价收购农民的大米，每吨白米
的政府收购价为１.５万泰铢

（约合2781元人民币），每吨香
米的收购价为２万泰铢（约合
3708元人民币）。这一价格远
高于过去的政府收购价，甚至
高于市场价。以白米为例，泰
国白米的出口离岸价这些年
一直稳定在１.３万泰铢左右

（约合2410元人民币），这意味
着即便不考虑中间环节成本，
政府从收购到出口每吨白米
亏损２０００泰铢（约合370元人
民币）。

那泰国政府到底收购了
多少大米呢？２０１２年收购项目
高峰期时，泰国库存米达１４００
万吨，远远高于泰国每年的出
口量。虽然泰国政府高价收
米，虽然泰国曾是全球最大大
米出口国，但泰国却无法左右
国际米价，泰国东西两侧的越
南和印度借机加大出口，导致
泰国在２０１２年沦为第三大大
米出口国，全年出口６５０万吨，
而印度和越南分别达到９７５万
吨和７００万吨。

政府高价收米，国际渠道
不通，直接导致泰国库存米面
临变质风险。２０１２年至２０１３
年，泰国全境米仓爆满，政府
不得不租用私人仓库储备政
府收购米，无形中又产生一大
笔费用，加重了国家财政负
担，导致数十亿美元损失。据
泰国上议院估算，这一项目在
２０１２年导致的公共财政债务
已达当年泰国ＧＤＰ的４％，
是名副其实的“赔钱买卖”。

据新华社

拖累GDP的

泰国大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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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国前总理英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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