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引起人们不安，我对此感到
抱歉，” 潘基文11日在纽约约翰·
F·肯尼迪国际机场对媒体记者
说。随后，这位联合国前任秘书长
搭乘韩亚航空公司客机从美国返
回自己的祖国。

潘基文所说“引起人们不安”
是指弟弟潘基祥和侄子潘周贤被
控行贿。就在潘基文返回韩国前一
天，美国检察官指控现年69岁的潘
基祥和他的儿子、38岁的潘周贤涉
嫌参与一起行贿案，行贿金额为50
万美元（约合346万元人民币）。

“对于我家庭中关系亲近的
成员卷入这样的事， 我感到很困
惑和难堪。 目前的情况给很多人
添了麻烦，我感到很抱歉，”潘基
文说。他同时再次强调自己“毫不
知情”。

不久前， 潘基文本人也卷入
一起贿赂传闻。韩国《时事周刊》
去年12月以多名未公开身份的人
为消息源报道称， 潘基文在卢武
铉政府任外交通商部长官时收受
商人朴渊次大约20万美元贿赂。
2007年初就任联合国秘书长后，
他再次收受朴渊次送到联合国总
部所在地美国纽约市的3万美元。

潘基文多次否认受贿， 并要
求《时事周刊》道歉和撤稿。他还
向韩国媒体仲裁委员会提起仲裁
要求， 指认韩国媒体有关他“受
贿”的报道歪曲事实。 ■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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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朗普承认俄曾网络攻击美大选
胜选后首次记者会成“论战” 怒斥媒体“假新闻” 分析：改善美俄关系阻力很大

新春将至
“全能男神” 408 给你一路贴心呵护

随着春节的临近， 一年一度的返乡大潮
也即将开始，在每年都一票难求的情况下，越
来越多的人开始选择自己驾车回家， 这样既
可以享受私家车的舒适性， 又可以载满年货
回家探亲访友。 但随着气温开始逐渐下降，结
冰后湿滑的路面， 十分考验车辆的稳定性和
安全性。 因而在消费者的选择清单中， 拥有

“3D� safety�三维安全” 和越级大空间的”全
能男神” 408逐渐成为人们回家的最佳伴侣。

在春节习俗中， 置办年货也是春节不可
缺少的一项环节。 而一台宽敞、舒适的轿车，
不仅让我们出行更加方便， 也能装下更多物
品，让年货的置办更加简单。

东风标致 408 拥有宽敞的车内空间，超
过同级别标准的车身三围，同时，2730mm的
长轴距使得东风标致 408内部拥有充足的头
部空间和腿部空间， 为车内人员带来轻松的

驾乘体验。 455L大容积后备箱与可放倒后排
座椅搭配，让车辆使用更加灵活，即使再多年
货，也能轻松驾驭。

冬季是车祸事故多发季节， 低温导致的大
雾， 路面结冰等问题， 随时影响着车辆行驶安
全。东风标致 408从科技出发，通过全方位安全

配置，为驾乘者带来安全驾驶环境。
东风标致 408 全系搭载了 ESP�

9.0 车身稳定系统 ， 其中包括了
ABS、EBD、ASR/TCS 等多项基础
功能。 这一系统能够帮助驾驶员稳
定车身，让驾驶更加顺畅。 同时，东
风标致 408 拥有“3D� Safety 三维
安全”为车辆保驾护航：全 LED大灯
不仅照亮前行的路， 更是时刻警示
后方车辆。

为了让更多消费者能够在春节
前轻松拥有这款“全能男神”，东风标致 408
为广大消费者送上新春福利， 凡在 1 月 1 日
后购车且 1 月 27 日前提车的消费者，都可享
购置税减半政策、全额交强险补贴，以及 18
期 0 息 0 费金融专案， 报名参加活动并到店
试驾还可获得精美礼品一份。

13年的稳健用心
800万背后的
东风日产

2016年 12月 26日， 东风日产迎来了第 800
万辆整车下线，同时宣布了 NISSAN、启辰双品牌
完成 110万辆的年度销量。13年间，东风日产不仅
实现从 0到 800 万的产销， 从花都一工厂到广
州、襄阳、郑州和大连四地八厂，从单一产品成长
到全品类覆盖。

东风日产副总经理周先鹏表示，“稳健经营、
用心发展，是东风日产作为百万量级车企的发展
新思考，是在新常态的行业环境下，因势而谋的
行动指导。 稳健与增长并不冲突。 只有在体系稳
健运转的基础上，才能实现销量的新突破。 ”

2016 年， 东风日产更前瞻性的提出 “I3 计
划” ，从智能出行、智造品质、智享体验三大维度
布局未来，着力于全价值链的智能化升级，为东
风日产在产业和消费者需求升级中赢得先机。

在美国候任总统唐纳
德·特朗普11日的记者会
上，“俄罗斯” 成为答问的
一个关键词， 也是特朗普
与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等媒体记者“论战”
的焦点。

莫斯科大学外籍教
授、 中国政法大学欧洲研
究中心研究员王晓伟认
为，“俄罗斯” 成了美国政
治内斗的“靶子”，不过特
朗普对俄立场很明确，预
计美俄关系会触底反弹，
但也存在结构性矛盾。

不过也有分析人士指
出， 美国国内对改善美俄
关系阻力很大， 特朗普还
未上台就已经感受到巨大
压力， 他对俄罗斯的态度
近来似乎也在发生微妙变
化。而且，美俄之间在重大
问题上矛盾重重， 因此两
国修复关系的道路将艰难
而漫长。

王晓伟认为， 就美俄
关系， 特朗普的讲话传达
了三层意向：一、从竞选以
来至今， 特朗普一直延续
其对俄的政策倾向： 加强
对俄的沟通和联系。二、这
位候任总统试图淡化美俄
关系消极面。三、强化美俄
关系的合作面。

王晓伟说， 整体而言，
涉俄是特朗普记者会的一
个重点，他清晰地表达了改
善美俄关系的决心。“即便
一段时间来，奥巴马政府设
置了障碍，外界也没有看出
特朗普会改变思路。”

具体到美俄关系，预计
会在特朗普就任总统后出
现明显回暖， 但两国如何
解决历史性、 结构性矛盾，
仍是很大的挑战。

美国候任总统唐纳德·特
朗普11日在纽约特朗普大厦举
行大选获胜后首次记者会。美联
社消息说，记者会很快变成一场
“论战”。

【情报部门在“胡说”】

特朗普承认俄罗斯在去年
美国大选期间对美国民主党方
面实施网络攻击。 此前他一直
不愿接受美情报机构这一判
断。特朗普说，“在黑客攻击问题
上，我认为是俄罗斯（所为），但
我们一直遭到许多其他国家和
个人的黑客攻击。”

在被问及如果俄罗斯总统
普京有意帮助他胜选， 他是否
会接受，特朗普说：“如果普京喜
欢唐纳德·特朗普。 我会视之为
‘财产’，不会觉得是‘债务’……
我不欠俄罗斯”。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10日
爆料说，美情报部门几天前向特
朗普汇报俄罗斯涉嫌通过网络
攻击干预美国总统选举的情况
时，在一份机密报告背后附加了
两页纸的提要，提醒他防范俄罗
斯，因为对方据信掌握他私人生
活和财务状况的“黑料”。

特朗普在记者会上抨击这

份报告是在“胡说”，“不应该被
写出来，也不应该被公开”。他认
为，这些机密信息被泄露给媒体
是“非法的”、“可耻的”。

他严词批评美国有线电视
新闻网，称这则报道“全是假新闻
……从没发生过”，“公开它的人
是一群聚在一起的反对者，是有
病的人”。他在记者会上拒绝回答
这家媒体的任何提问。

《纽约时报》 也是特朗普的
老对手。特朗普胜选后与《纽约
时报》员工交流时坦言，自己要
是不看这份报纸，能多活20岁。

【迅速取代“奥巴马医改”】

特朗普说，“奥巴马医改”将
会尽快被撤销、被取代，“很有可
能在同一天或同一周完成”，特
朗普说，它是“民主党人的问题，
我们将帮他们把这个问题挪走，
我们会帮这个大忙。”

【批评“高价”F-35战机】

特朗普曾在网上发文指责
F-35战机造价高。 他在记者会
上再次指出，F-35造价比预算
高出数十亿美元，“我们将降低
成本，引入竞争机制”。

【打算改革医药行业】

特朗普呼吁对医药行业实
施新的招标程序。他说：“我们是世
界上最大的药品买家，却没有合适
地对药品进行招标”， 导致药价任
意浮动。 他说：“我们开始招标后，
意味着将会省下数十亿美元”。

【尽快提名最高法院大法官】

特朗普说， 他已列出20个
人选，目前已经开始审核并面谈
过大部分。他将在就任后两周内
作出决定。

【言辞温情说老兵】

特朗普已提名戴维·舒利金
为退伍军人事务部长。会上，特朗
普说：“为了老兵们，我们将对退伍
军人事务部进行整顿……我们已
经面试了100多人……我们的老
兵一直受到极度不公正的对待。”

【不打算公开纳税申报单】

“我不准备公开纳税申报
单，正如你们知道的，（国内税收
署）已经在忙活这事儿了。”

■据新华社

卷入贿赂传闻
潘基文下飞机
先澄清“受贿”

因涉嫌贿赂“亲信干政”事件
核心人物崔顺实， 三星电子副会
长、 三星集团实际控制人李在镕
12日一早前往韩国特别检察组办
公室接受问讯。

他在抵达时向韩国民众致
歉，称自己“没能在这起事件中展
现正面形象”。

分析

美俄关系
特朗普啥想法？

链接

三星“太子”被传唤

1月11日，美国候任总统特朗普在纽约举行的记者会上讲话。 新华社 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