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迪拜航展开幕
11 月 12 日，在阿联酋迪拜阿勒马克图姆机场，人们在迪
拜航展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展区参观。
第 15 届迪拜国际航空展 12 日在迪拜阿勒马克图姆机场
拉开帷幕，全球 1200 余家航空航天业企业和机构齐聚于此，
展示当前行业科技研发、
技术创新和商业交易的最新动态。

德国组阁谈判遭遇三大难题
德国组阁谈判进入关键一周。德国联盟党
（由基民盟和基社盟组成）、自由民主党和绿党
计划在本月 16 日完成试探性谈判，从而转入
正式谈判。
截至目前，各方在欧洲政策、能源与环境
政策、难民和移民政策等 3 个关键议题上仍存
在较大分歧。如果谈判破裂导致组阁失败，德
国不得不重新选举。为此，联盟党领导人、德国
总理默克尔 12 日在参加谈判前呼吁各方“寻
求妥协”。

部分领域达成共识
组阁谈判 10 月 20 日开始，共围绕 12 个议题展
开。目前，谈判已进行了三周半，各方在一些领域达
成了一定原则性共识。
谈判开始后不久，各方在财政问题上取得一定
进展。由于德国政府财政盈余达到历史高位，各方
一致认可，今后不再增加新的税负，并将逐步取消
支援经济较落后地区发展的“团结税”，以及施行更
为平衡的财政政策。
在此后的谈判中，各方在加大教育和科研投
入、促进就业与社会保障、加强国内安保力量等议
题上的磋商也取得进展。

关键议题分歧严重
然而，各方在欧洲政策、能源与环境政策以及
移民和难民政策等关键议题上，一直存在分歧，分
歧之大甚至一度影响谈判气氛。
针对欧洲政策，各方分歧主要集中在欧元区预
算、欧洲银行业联盟、欧洲稳定机制（ESM）救助项目
上。自民党强烈反对设立欧元区统一预算，认为这
将导致德国不断
“补贴”
其他欧元区国家。
针对移民和难民政策议题，各党派交锋多次。
组阁谈判开始前，联盟党内部两派达成一致，宣布
为今后一年内德国接纳的移民和难民人数设置 20
万人的上限。这一立场有望得到立场同样偏右的自
民党的支持，但遭到立场偏左的绿党反对。绿党主
张，不仅不应该设置人数上限，而且应接纳移民和
难民的亲属来德国团聚。
针对环境问题，绿党此前主张在 2030 年前全面
取消内燃发动机的生产，但这招致联盟党和自民党
的强烈反对，担心这一做法会给德国汽车制造业带
来过重负担。11 月 7 日，绿党做出妥协，放弃为取消
内燃发动机设定日期，而是通过促进公共交通、推
动交通工具和交通网络现代化等多种手段减轻环
境污染。绿党谈判代表日前表示，这一党派已做出
较大让步，希望其他党派能做出回应。
德新社报道，各党负责人 11 月 9 日列出了一份
包括 125 个具体问题的列表，涵盖所有 12 个主要议
题。这些具体问题是各党派仍未达成一致的关键细
节，各方计划在此后的谈判中逐一解决。

“黑料”越曝越多
民众求发“禁足令”

李明博坐不住了
随着韩国检方对前总统朴槿惠政府相关黑幕的调查扩
大，另一前总统李明博执政时期的可疑案件也进入公众视
野。李明博被指曾干涉 2012 年总统选举、秘密制定“文化界黑
名单”
等行为，
检方已对其中一些指控展开调查。
李明博于 2008 年至 2013 年担任韩国总统。最近一段时
间，韩国检方加大对李明博执政时期多名高级官员的调查力
度，怀疑他们以非法手段干预韩国政局，包括干涉 2012 年总
统选举。
李明博本人也遭到指控，
成为多起案件的被告。
今年 9 月，首尔市长朴元淳状告李明博、前国家情报院院
长元世勋以及另外 8 人，怀疑他们犯下诽谤、非法干预政局、
滥用职权等罪行，
要求检方展开调查。
此后仅数日，包括老牌影星文成根、喜剧演员金美花在
内的 5 名影视明星递交起诉书，就“文化界黑名单”一事，要求
对李明博、元世勋、朴槿惠及其政府情报高官金琪春等 8 人展
开调查。
此外，针对李明博涉嫌滥用职权帮助哥哥追回投资资金
一事，检方上月决定启动调查。由于此事牵涉到十多年前震
惊全国的大案“BBK 股价操纵案”，韩国媒体认为检方可能
“重翻旧账”
，
重查该案。
这一系列调查进展受到韩国国民高度关注。面对外界猜
测和指责，李明博 12 日公开发声，称上述罪名是政治对手对
他展开的
“报复行动”
。

李明博当天正准备前往巴林，应当地政府邀请以韩国经
济发展为主题发表演讲。出发前，他面对媒体记者发表讲话，
针对连日来一系列
“黑料”
作出回应。
按李明博的说法，他原本对新政府抱有一丝希望，但
新政府却打着革除社会积弊的旗号进行政治报复。他同时
警告说，针对军方和情报机构的调查将对国防造成不利影
响。
就在李明博启程的前一天，李明博执政时期的国防部长
官金宽镇因涉嫌参与组建网络“水军”被捕。调查显示，2012
年 1 月 1 日至 12 月 19 日期间，国家情报院心理战小组组成网
络“水军”，有组织地散布关于 2012 年总统选举和国会议员选
举的舆论，抹黑文在寅等在野党候选人，称颂执政的新国家
党及其总统候选人、后来获胜的朴槿惠。
金宽镇被捕后，不少民众认为李明博直接或间接参与了
此事，要求限制其离境并展开调查。截至 12 日上午，已有约 7
万人在网络上请愿，
要求政府对李明博下达
“禁足令”
。

1500 万美元
从美国
“买回
买回”
”居伦
居伦？
？
土耳其否认美媒报道

最后关头有望妥协
按照默克尔此前表态，各方将在 16 日完成试探
性谈判。对此，德国舆论普遍表示，鉴于各方仍有重
大分歧，这一预期
“时间紧，任务重”
。
德国权威机构日前民调显示，进入 11 月以来，
仅有 45％的受访民众认为联盟党同自民党和绿党
的组合“非常好”或“好”，这一数字较 10 月下降了
12％。与此同时，52％的受访民众认为这一组合“一
般”
或
“差”。
民调还显示，如当前组阁谈判失败，75％的受
访者支持重新选举。
德国媒体披露，多位高层人士对当前的组阁谈
判提出批评。绿党内部高层左翼人士批评默克尔等
谈判对手没有诚意，绿党的重要主张无一被采纳。
军方高层人士批评各党派缺乏对国防政策的重视，
将其当做讨价还价的手段。
德国舆论认为，
虽然各方存在一定分歧，
但随着
谈判期限临近，
有望达成妥协。
各方会尽力避免谈判
破裂，
因为如果重新选举，
除了极右翼民粹主义政党
德国选择党外，
各党的地位都将下降。
默克尔 12 日也
对谈判前景表示乐观，
认为寻求妥协是一项艰巨的工
作，
但
“怀着良好意愿，
我们能够解决问题”
。

土耳其驻美国使馆发表声明称，美国媒体有关土耳其欲
以 1500 万美元的价码从美国“买回”宗教人士费特胡拉·居伦
的报道是虚假、无根据的。土方希望美国引渡居伦，让居伦在
土耳其接受司法审判。
去年 7 月，土耳其发生未遂政变，造成近 250 人丧生。
土耳
其政府指责政变系居住在美国的土耳其宗教人士居伦主谋，
一再要求美方将其引渡，并将其领导的“居伦运动”列为恐怖
组织。
居伦则坚决否认与未遂政变有关联。
土耳其未遂政变前，土耳其政府就多次指责“居伦运动”
企图推翻土耳其政权。居伦早年是土耳其总统雷杰普·塔伊
普·埃尔多安的亲密盟友，在土耳其媒体、警察和司法系统影
响广泛，后与埃尔多安逐渐产生嫌隙，两人最终分道扬镳。
1999 年，居伦移居美国，此后深居简出，很少出现在公众视
野。
美国《华尔街日报》近日爆料，主持“通俄门”调查的美国
司法部特别检察官罗伯特·米勒正在调查
“通俄门”
涉案人、美
国前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迈克尔·弗林涉及的另一嫌疑，即
后者被指在总统唐纳德·特朗普上台前，曾与土方接触并愿意

与他的儿子一起，收下 1500 万美元替土方“办事”，让居伦被
从美国境内“带走”。不过，该计划进行到何种程度并不清楚，
也没有收付资金的迹象。
美国全国广播公司也报道称，在 2016 年 12 月的会谈中，
弗林与土方官员谈到过
“交换条件”
。
就美国媒体近日爆料，弗林律师予以否认。
另一当事方土
耳其 11 日也在推特上发表声明称，绝对没有谈过“幕后交
易”。
土耳其驻美使馆声明写道：
“土耳其当局与民众期望美国
立即向土耳其引渡居伦，让他接受审判……那些所谓土耳其
企图使用法外手段带回他（居伦）的报道是完全失实、荒唐和
没有根据的。”
这是土方首次正式回应美国媒体
“花钱买人”
的
报道。
此前，美国媒体曾报道，土方希望借弗林牵线搭桥，促成
居伦被带回土耳其。对此，土耳其总理比纳利·耶尔德勒姆上
周接受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采访时表示，引渡居伦是两国司
法部之间的正式程序，
“我们不是在和迈克尔·弗林打交道，而
是在和美国政府打交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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