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丑闻缠身！
乐天会长及家人将受审
首场听证会上，
该家族 5 人均否认检方指控
韩国司法界消息人士
19 日透露，首尔一家法院将
开始审理乐天集团会长辛东
彬及其家人所涉的一系列案
件，首场听证会定于 20 日举
行。此外，乐天集团免税店
业务负责人因牵涉前总统朴
槿惠“亲信干政”案，19 日被
首尔检方问询。

务覆盖房地产、游乐场、酒店
餐饮、
百货零售等领域。
2015 年 ，辛 东 主 和 辛
东彬为争夺继承权掀起内
讧，致使辛氏家族分裂为两
派，分别支持辛东主和辛东
彬执掌这一庞大的商业帝
国。乐天集团两兄弟的权斗
当时连日占据韩国媒体头
条，
引发民众反感。

被控多项罪名
根据消息人士的说法，
针对乐天集团家族成员的首
场听证会将于当地时间 20
日 14 时在首尔中央地方法
院举行。参加听证会的除了
乐天集团实际掌权人、会长
辛东彬，还将包括他的长兄
辛东主以及他们的父亲、乐
天集团创始人辛格浩。
检方认定，上述三人涉
嫌犯有挪用公款、逃税等罪
名。其中，辛东彬被控在乐
天集团子公司内部操纵一系
列“黑幕”，包括利用职权让
其家族成员成为乐天在日本
或韩国子公司的“挂名”董事
并向他们支付高额薪资。检
察官怀疑，经辛东彬之手运
作的非法资金总额或高达
1700 亿 韩 元（约 合 10 亿 元
人民币）。
辛格浩涉嫌逃避数以千
亿韩元计的赠与税，其长子
辛东主则被控从乐天集团领
取了 400 亿韩元（约合 2.4 亿
元人民币）的非法薪资。
此前，
辛格浩的第三任夫
人徐美敬和女儿辛英子已因
逃税等罪名被起诉。今年 1
月，
辛英子被判 3 年监禁。这
也是韩国司法部门首次对乐
天集团家族成员作出判决。
目前尚不清楚徐美敬是

全部否认检方指控
韩国乐天集团会长辛东
彬及其家族 4 人 20 日出席首
尔中央地方法院首场听证会，
他们否认检方指控。
除了辛东彬，当天受控出
席听证会的人还包括乐天集
团创始人辛格浩及其长子辛
东主、女儿辛英子和第三任夫
人徐美敬。这 5 人均否认检
方对自己的指控。
检方指认，经辛东彬之手
运作的非法资金总额或达
1700 亿韩元（1113 韩元约合
1 美元）；辛格浩涉嫌逃避数
以千亿韩元计的赠与税；辛东
主则被控从乐天集团领取
400 亿韩元非法薪资。
乐天免税店负责人张善
旭 19 日因牵涉前总统朴槿惠
“ 亲 信 干 政 ”事 件 被 检 方 问
询。检方怀疑，乐天集团向朴
槿惠好友崔序元（原名崔顺
实）控制的两家基金会捐款
45 亿韩元，以换取首尔市区
免税店经营权。张善旭对此
予以否认。
本月 10 日，韩国宪法法
院在对朴槿惠的罢免判决书
中指出，朴槿惠曾单独与辛东
彬会面，要求乐天向 K 体育财
团提供 70 亿韩元捐助。
据新华社 3 月 20 日电

20 日，乐天集团会长辛东彬（中）准备出席庭审。新华社照片

否会出席听证会。首尔中央
地方法院此前表示，如果徐
美敬拒绝出席，法院将对其
签发逮捕令。
牵涉权钱交易
首尔法院即将开审此案
之际，乐天集团一名高管因
牵涉前总统朴槿惠“亲信干
政”案 19 日被检方问询。
乐天免税店负责人张善
旭当天出现在首尔中央地方
检察院，就乐天集团涉嫌权
钱交易接受问询。检方怀
疑，乐天集团向朴槿惠的好

友崔序元（原名崔顺实）控制
的两家基金会捐款 45 亿韩
元（约合 2753 万元人民币），
以换取在首尔市区的免税店
经营权。
此前一天，SK 集团会长
崔泰源也因牵涉“亲信干政”
案被问询。
乐天集团最早由旅日韩
侨辛格浩在日本创立。1965
年韩日邦交正常化后，
辛格浩
于 1967 年在韩国成立乐天制
果公司，
逐渐壮大为今天的韩
国乐天集团。作为韩国排名
第五的大企业，
乐天集团的业

英国 29 日
启动“脱欧”程序

据新华社伦敦 3 月 20 日电 英国
政府发言人 20 日对媒体表示，首相特雷
莎·梅将于本月 29 日宣布启动《里斯本
条约》第 50 条、正式开启英国“脱欧”程
序。
发言人表示，特雷莎·梅将致信其
他 27 个欧盟成员国，告知他们英国正式
启动“脱欧”程序决定，并期待尽早开始
同欧盟谈判。发言人说，英国驻欧盟大
使已于当天早些时候将这一决定告知
欧洲理事会。
按照欧盟法律，一旦英国启动《里
斯本条约》第 50 条、正式开启“脱欧”程
序，英国应于 2019 年年初完成与欧盟其
他 27 个成员国的谈判；如需延长谈判，
必须得到所有成员国一致同意。去年 6
月，英国全民公投以近 52％的支持率选
择
“脱欧”
。
英国列格坦研究所高级研究员、
“脱欧”阵营官方拉票组织“为脱欧投
票”原首席执行官马修·艾略特告诉新
华社记者，英欧双方预计用半年时间来
确定如何谈判，真正谈判要等到今年法
德两国选举结束后才会开始，而选举结
果也会影响英欧谈判。

洛克菲勒家族族长
戴维去世 享年 101 岁

据英国媒体 20 日报道，101 岁高龄
的美国银行家、慈善家和总统顾问戴
维·洛克菲勒逝世。
洛克菲勒家族是美国最显赫的家
族之一。
戴维·洛克菲勒的爷爷约翰·洛克
菲勒 19 世纪下半叶创办美孚石油公司，
通过石油生意积累了巨额财富。
戴维·洛克菲勒此前一直是洛克菲
勒家族最年长者，自 2004 年 7 月以来担
任洛克菲勒家族族长。
尽管“腰缠万贯”，戴维·洛克菲勒
并不看重自己的财富。
他先前接受《福布斯》杂志采访时
说：
“我的人生非常精彩……我相信，物
质很大程度上可以让一个人过得快
乐。不过，如果你没有好友和重要的亲
人，生活会非常空虚和难过，那时物质
的东西也不重要了。”戴维·洛克菲勒
是洛克菲勒家族唯一出版自传的人，他
的自传 2002 年面世。 （据人民网）

加纳一瀑布景区大树倒塌
至少造成 16 人死亡

客机坠毁
据新华社 3 月 20 日电 一架小
型客机 20 日下午在南苏丹瓦乌机场
着陆时坠毁，燃起大火并伴有爆炸，
目前伤亡情况不明。
中国赴南苏丹（瓦乌）工兵和医
疗分队正在参与救援。

民间老酒 征集鉴宝

3 月 20 日，在南苏丹瓦乌机场，坠毁的客机冒出浓烟。新华社照片

2017 年 3 月 16 日一 3 月 26 日，中国藏
酒协会会员再次来到兰州饭店，开展“高价
征集老茅台”活动，年前此次活动在兰州引
起强烈反响，应广大市民的强烈要求，该协
会再次来到兰州，家有藏酒的市民抓紧行
动吧！只要是 1953-2013 年老茅台均可
现金收购，活动同期免费为市民鉴定评估
各种陈年老酒，以我们多年藏酒经验，眼观
鼻 闻 ，精 心 细 致 评 估 出 每 瓶 酒 的 最 高 价
值。所谓藏品，就是酒体要满，外商标要

新华社阿克拉 3 月 19 日电 加纳布
朗阿哈福省金坦波地区一个瀑布景区
19日发生大树倒塌事故，
造成至少16名
游客死亡，
另有多人受伤。
加纳媒体援引当地一名警官的消息
报道说，
当天下午有不少人在金坦波地
区一个瀑布下的池塘游泳，
后狂风暴雨
突至，
一棵大树被闪电击中倒塌，
砸落在
池塘中的游客身上，
造成至少16人当场
死亡。死者大部分是前来郊游的高中
生。
事故发生后，
当地救援人员赶到现
场，
多名伤者已被送往医院救治。

好。因没有专业的储存条件或当初生产工
艺欠缺，导致酒标褪色，
酒体挥发，
从而大大
降低了老酒的价值，
不如借机会交给专业藏家
打理，
更好地传承中国老酒文化。老酒我们
更专业！
（藏酒多的市民，
可免费专车接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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