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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首尔 3 月 22 日电(记者耿学鹏 陆
睿)韩国首尔中央地方法院 22 日晚对前总统李
明博签发逮捕令。李明博将成为韩国第 4 位因
涉嫌贪腐而被捕的前总统。

首尔中央地方法院法官在审议检方和李明
博团队提供的文件后做出批捕决定。法官认为，
李明博所涉嫌的犯罪行为有一定事实依据且案
情严重，同时存在李明博破坏证据的可能。李明
博预计将被关押在首尔东部看守所。

李明博当天通过社交网络发布一份手写声
明，称自己有“内疚感”。声明称，他不怨恨任何
人，觉得一切都是自己的错。他还说，自己在过
去的调查过程中经历了难以忍受的痛苦，希望
他的被捕可以减轻身边人和家人的痛苦。

检方指称李明博涉嫌 12 项罪名，其中包括

收受贿赂、非法挪用资金、逃税、滥用职权、非
法藏匿文件以及违反选举法等。媒体分析认
为，如果全部罪名成立，李明博将面临至多
45 年监禁。

检方怀疑，李明博受贿约 110 亿韩元(约
合 1035 万美元)，涉及案情包括涉嫌接受贿
赂后为获罪大企业负责人提供总统赦免、为
个人提供重要职务，以及通过助手收取国家
情报院贿赂、收取企业回扣等。李明博还涉嫌
通过其实际控制的汽车零部件制造企业
DAS 公司，非法挪用大约 350 亿韩元(约合
3293 万美元)资金，用于政治活动和个人用
途。另外，检方在之前调查中搜查了李明博的
一处房产，发现了若干被非法匿藏的总统府
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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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社交媒体平台脸书公司首席
执行官扎克伯格 21 日承认，该公司在
保护用户数据方面犯了错误。

这是他首次回应近期曝光的
5000 万脸书用户数据泄露事件，这些
数据在 2016 年美国总统选举中被用
于为特朗普助选。

分析人士指出，美国特别检察官
米勒主持的“通俄门”调查暂未找到俄
罗斯助特朗普竞选的“实锤”，而此次
脸书“泄露门”或为“通俄门”调查提供
突破口。

“泄露门”或成突破口

美国和英国多家媒体日前报道
称，名为“剑桥分析公司”的数据分析
公司 2016 年 6 月起受雇于特朗普的
总统竞选团队。这家公司获取了 5000
万脸书用户的数据，随后分析数据、建
立模型，试图利用大数据技术影响美
国总统选举结果。

近日，英国一家电视台播出了记
者暗访剑桥分析公司首席执行官尼克
斯的视频片段。在该片段中，尼克斯
称，特朗普竞选团队的所有数码竞选
活动全部由剑桥分析公司完成，特朗
普竞选获胜，该公司功不可没。

节目播出后，剑桥分析公司暂停
了尼克斯的职务，并表示他所说内容
不代表该公司的价值观和实际运作。
该公司还辩称，向特朗普竞选团队提
供的服务并没有使用脸书用户数据。
特朗普竞选团队也称，其使用的选民
数据主要来自共和党全国委员会。

据美国媒体报道，特别检察官米
勒的团队目前已要求剑桥分析公司上
交有关文件，配合“通俄门”调查。

米勒今年 2 月以涉嫌干扰美国大
选为由，起诉 13 名俄罗斯公民和 3 个
俄罗斯实体，指控他们在 2016 年美国
总统选举期间利用脸书等社交媒体平
台向美国用户散布旨在制造政治和社
会分歧的内容。

分析人士指出，“泄露门”与“通俄门”之间的关系或成
为米勒下一阶段调查的重点。

米勒调查越挖越深

“泄露门”曝光正值特朗普首次直接将矛头指向米勒之
际，外界十分关注他是否会解职米勒并叫停“通俄门”调查。

自去年 5 月被任命为特别检察官后，米勒主持的调查
工作一直有条不紊地展开并逐渐涉及特朗普竞选团队的
核心圈。据美国媒体报道，米勒已要求特朗普集团上交与
俄罗斯相关的一些文件。这是外界首次获悉米勒调查直接
触及特朗普的家族企业。特朗普曾警告米勒，家族财务属
于“红线”，调查不要超过对俄关系的范围。

尽管特朗普多次在社交媒体上批评“通俄门”调查，但
此前从未直接“点名”米勒。但近日，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
宣称“米勒调查就不应该开始，”并抨击米勒团队成员有
“反特朗普”政治倾向。特朗普的律师约翰·多德近日更呼
吁司法部副部长罗森斯坦终止米勒的调查。白宫发言人桑
德斯否认特朗普正考虑解职米勒，但同时称白宫确实对这
一调查过程感到“沮丧”，希望调查能尽快结束。

分析人士指出，特朗普对米勒团队的敌意加深主要是
因为米勒调查正逐渐涉及特朗普竞选团队核心圈。如果“泄
露门”为“通俄门”调查提供突破口，让米勒团队找到更多不
利于特朗普的证据，可以预见，白宫对米勒团队的敌对情绪
将进一步升级。

麦凯布或助力米勒

分析人士指出，近日被开除的前联邦调查局副局长麦凯
布向米勒提供的他与特朗普交流的备忘录也可能成为下一阶
段调查的突破口。

美国司法部长塞申斯 16 日晚宣布，基于内部监察和纪
律部门的建议，立即开除麦凯布。他指责麦凯布授权联邦调
查局官员向《华尔街日报》记者透露该部门对前国务卿希拉
里·克林顿“邮件门”和对克林顿基金会调查的机密信息，并
误导调查人员。

麦凯布随后发表声明说，自己有权通过公关办公室与
媒体分享信息，并否认误导调查人员。麦凯布认为自己被开
除的原因是，他佐证了特朗普曾试图施压前联邦调查局局
长科米结束“通俄门”调查的说法以及他在科米被解职后的
角色和言行。

特朗普去年 5 月突然解除科米职务。科米当时正在主
持联邦调查局关于俄罗斯涉嫌干预美国总统选举的调查。
随后，科米出席国会听证会，指责特朗普政府撒谎，称特朗
普私下要求他效忠并就“通俄门”调查对他施压。

科米被解职后，麦凯布曾在出席国会听证会时力挺科
米，并强调“通俄门”调查在联邦调查局工作中的重要性。这
让白宫大为光火，特朗普也因此多次在社交媒体上抨击麦
凯布存在政治偏见，并质疑他的调查工作，呼吁将他解职。

多家美国媒体近日报道说，麦凯布保留着与特朗普交
流的备忘录，并已将备忘录交给了米勒团队。麦凯布近日还
发表声明，表示将不再“默不作声”。有分析指出，麦凯布的
备忘录或有助于米勒了解特朗普如何与联邦调查局高层打
交道，以及他是否曾试图干预“通俄门”调查。

(记者孙丁 刘阳)新华社华盛顿 3 月 21 日电

就脸书用户数据泄露丑闻

扎克伯格认错并承诺整改

新华社旧金山 3 月 21 日电(记者吴晓凌)美国社交媒
体平台脸书公司首席执行官马克·扎克伯格 21 日对脸书用
户个人数据泄露风波作出回应，承认公司在保护用户数据
方面犯了错误，并承诺将采取措施应对。

扎克伯格当天在脸书个人主页上发表声明说，英国剑桥
大学一名研究人员利用应用程序获取脸书用户及好友信息，
并提供给一家名为“剑桥分析”的数据分析公司。声明说，“我
们有责任保护你们的数据，如果我们不能，就不配为你们服
务。我一直在努力了解到底发生了什么，以及如何确保不再发
生”。脸书“犯了错误，但还有更多事情要做，需要加速去做”。

美国国会众议员罗·康纳认为，虽然扎克伯格的声明
态度积极，但应该由立法者而不是科技公司来规范相关行
为。他建议美国向欧盟学习，实行更严格的隐私和数据保
护规则，让脸书等公司获取和传播个人信息更加困难。

因涉嫌贪腐等 12 项罪名

李明博被批捕
新华社巴黎 3 月 21 日电据法国多家媒

体报道，法国前总统萨科齐 21 日晚被司法部
门以“被动腐败”“大选竞选收取不正当资助”
“隐匿利比亚公共资金”等多种违法行为主谋
的名义起诉，并受到司法监控，出行自由受到
限制。

据法国 BFMTV 电视台 21 日晚报道，
萨科齐否认了司法部门的指控。

萨科齐于 20 日早晨因涉嫌在 2007 年总
统大选期间收取利比亚前领导人卡扎菲的政
治资助，而被巴黎西郊上塞纳省省会楠泰尔
的反腐败及金融税务部门传讯和拘留。法国
媒体披露，萨科齐 20 日晚曾被允许回家，然
后再次被拘留，拘留时间累计达 25 个小时。

法国时事新闻网站 Franceinfo 认为，萨

科齐受到起诉意味着法国司法部门自 2013
年以来就萨科齐接受卡扎菲资助开展的调查
显著加速。

2012 年萨科齐竞选连任总统失利后，法
国媒体曝出一份利比亚情报部门秘密文件，
称“萨科齐曾收受来自利比亚的巨额欧元政
治献金，用于其 2007 年法国总统选举竞选活
动”。

法国检方因此怀疑卡扎菲及其子赛义夫
向萨科齐提供了政治献金，帮助萨科齐竞选。

2011 年 3 月，赛义夫在接受欧洲新闻电
视台采访时披露，利比亚曾为萨科齐的竞选
活动提供资金。法国于 2011 年 3 月参与对卡
扎菲政权的军事打击，卡扎菲当年 10 月死
亡。

因腐败等多种违法行为

萨科齐被起诉

特朗普签署备忘录

美将对中国商品大规模征收关税
中国商务部表示，中方必将采取所有必要措施，坚决捍卫自身合法权益

新华社华盛顿 3 月 22 日电(记者金旼旼
高攀 江宇娟)美国总统特朗普 22 日签署

总统备忘录，依据“ 301 调查”结果，将对
从中国进口的商品大规模征收关税，并限制
中国企业对美投资并购。特朗普在白宫签字
前对媒体说，涉及征税的中国商品规模可达
600 亿美元。中国商务部此前表示，中方绝不
会坐视合法权益受到损害，必将采取所有必

要措施，坚决捍卫自身合法权益。
根据当天签署的备忘录，美国贸易代

表办公室将在 15 天内制定对中国商品征收
关税的具体方案。同时，美国贸易代表办
公室还将就相关问题向世界贸易组织起诉
中国。此外，美国财政部将在 60 天内出台
方案，限制中国企业投资并购美国企业。
当天早些时候，白宫官员在吹风会上说，

涉及征税的中国商品价值大约 500 亿美
元。

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去年 8 月宣布对中
国发起“ 301 调查”。所谓“ 301 调查”源
自美国《 1974 年贸易法》第 301 条。该条
款授权美国贸易代表可对他国的“不合理或
不公正贸易做法”发起调查，并可在调查结
束后建议美国总统实施单边制裁，包括撤销

贸易优惠、征收报复性关税等。这一调查由
美国自身发起、调查、裁决、执行，具有强
烈的单边主义色彩。

美国信息技术创新基金会日前发布的一
份研究报告显示，如果特朗普政府对从中国
进口的信息和通信技术产品征收 25% 的关
税，这将导致美国经济未来 10 年损失约
3320 亿美元。

美国“霸凌”经贸政策

吃 不 开 ，也 行 不 通
■新华国际时评

美国总统特朗普 22 日签署总统备忘录，依
据“301 调查”结果，将对从中国进口的商品大
规模征收关税，并限制中国企业对美投资并购。

特朗普政府基于错误前提，动用过时的保护主
义手段，这种蛮横的做法在国际上既吃不开，也
行不通。

首先，美国近期采用的保护主义政策带着
明显的旧时代印记，与新世界格格不入，有西方
人士直斥其为“霸凌”政策。“301 调查”是诞生
于冷战时代的单边主义法律工具，它让美国同
时身兼“警察”“检察官”“陪审团”“法官”“执法
官”多重角色，其实质是利用优势贸易地位，强
迫贸易伙伴作出利益牺牲。

在 1995 年世界贸易组织成立后，“301 调
查”这类单边主义贸易工具已基本退出历史舞
台。特朗普政府为削减贸易逆差，强行复活“僵
尸”贸易工具，推行“霸凌”政策，无异于将国际
贸易“丛林化”。这既是对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
多边贸易体制的公然蔑视与挑衅，也是对全球
经济复苏的严重威胁，遭到包括美国传统盟友
在内的主要经济体普遍反对。

其次，不能静态、孤立、割裂地看待对华贸
易逆差乃至中美经贸关系。须知，在经济全球化
日益加深的今天，中美双边贸易存在于各方依
存、密切联动的全球多边贸易体系之中。比如，
一部售价 1000 美元的苹果 iPhoneX ，从全球进
口零部件到中国，组装后再出口到美国。不能因
为中国挣了几十美元的组装费，就要中国对这
1000 美元的美中贸易逆差负责。

特朗普政府应该看到，中国对下游消费者
美国的贸易顺差，对应的是中国从供应链上游

国家的进口项目，其中就包括来自美国企业的
进口商品和服务。正如美国商界人士近日指出
的那样，对中国输美商品加征关税会伤害那些
向中国出售零部件的美国企业。无怪乎诺贝尔
经济学奖得主、国际贸易理论专家保罗·克鲁
格曼将美中贸易逆差称为“视错觉”。

再次，试图通过“霸凌”经贸政策、单边措
施消解美国积年贸易逆差的手段也不会真正
起到效果。经济学家们反复指出，美国贸易逆
差的根源在于美国消费过度、储蓄率不足等
内在结构性问题。

上世纪 80 年代以来，美国贸易逆差持续
扩大，自里根政府以来美国所采取的各种贸
易保护举措从未能逆转这一势头。事实上，特
朗普政府上台一年多，美国贸易逆差反创下
9 年来新高。自己得病，却要让别人吃药，这
种方法显然没有道理，也行不通。

鉴于美中分列全球头号和二号经济体，
两国经贸高度依存，且互有所求，美国不可能
在对华挥舞贸易保护主义大棒之后，自身毫
发无损。

强迫不成买卖。近 40 年来，中美两国贸易
规模增长了 232 倍，达到 5800 亿美元，双向投
资累计超过 2300 亿美元。解决中美经贸关系中
的问题，关键在于多做加法，通过扩大彼此市场
准入等开放举措，在平等中探讨新路径，在合作
中改善不平衡，在共赢中实现和谐共处。

中国从不刻意追求顺差，也对最坏的情
况有充分准备。正如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所
说，中方不想跟任何人打贸易战，“但如果有
人非逼迫我们打，我们一不会怕，二不会躲”。

(记者金旼旼 高攀 江宇娟)
新华社华盛顿 3 月 22 日电

新华社柏林 3 月 21 日电(记者任珂 郑扬)
德国总理默克尔 21 日说，若有必要，将对美国
加征钢铝关税的政策采取“明确的反制措施”。

默克尔 21 日在联邦议院发表德国新政府
成立后的第一个政府声明，阐述新政府的内外
政策。在谈到近日美国政府决定对进口钢铝产
品征收高关税时，默克尔表示美国的做法是
“非法”的，孤立主义最终将伤害所有人。

默克尔说，德国和欧洲将继续寻求与美国
对话，但是若有必要，将采取明确的反制措施。
她还呼吁欧盟国家进行更密切的合作，她说，只
有团结起来，欧盟才能在处理与美国和其他国
家的关系时有更多的共同立场。

新华社柏林 3 月 20 日电(记者乔继红)代
表德国企业界的德国工商大会主席埃里克·施
魏策尔(中文名史伟哲)20 日发表声明说，德
国企业界支持“公平的世界贸易”，美国单方
面征收惩罚性关税是“错误且危险”的。

美国政府决定自本月 23 日起对进口钢铝
征收高关税。德国新上任的经济能源部长彼

得·阿尔特迈尔正在访问美国，就申请获得
钢铝关税豁免一事与美方磋商。

史伟哲说，德国企业界高度希望德美双
方能在钢铝关税问题上“破冰”。他认为，
阿尔特迈尔访美是一个积极信号，希望美国
同样采取具体措施缓解双边贸易紧张关系。

阿尔特迈尔 19 日与美国商务部长威尔
伯·罗斯会晤后说，“会谈富有建设性”，
并对获得关税豁免表示乐观。 20 日，他还
将与美国贸易代表罗伯特·莱特希泽就相关
事宜进行磋商。

德国钢铁协会当天也发表声明说，美国
钢铝关税将同时损害美国和欧洲的经济，要
求欧盟就此向世界贸易组织提起诉讼，同时
继续与美国保持沟通。

 3 月 21 日，德国总理默克尔在联邦议
院发表声明表示，若有必要，将对美国加征钢
铝关税的政策采取“明确的反制措施”。

新华社记者单宇琦摄

默克尔：必要时将对美采取“明确的反制措施”
德国工商大会主席：美国钢铝关税“错误且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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