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从成为韩国首位女总统袁到深陷野亲
信干政冶丑闻袁再到如今成为韩国首位被
弹劾罢免的国家元首袁持续 源年的野朴槿
惠时代冶究竟给韩国留下了什么钥

野民众本希望朴槿惠能继承其父前总
统朴正熙的领导力袁同时修正朴正熙执政
时期的缺陷袁冶 韩国政治问题专家全基元
说袁野但她完全辜负了民众的深切期望遥 冶

韩国民间团体野和平网络冶代表郑旭
植告诉记者袁以野萨德冶问题为代表的朴槿
惠政府外交政策急需扭转遥 他希望袁以朴

槿惠下台为契机袁下届大选产生的政府能
够撤回野萨德冶部署计划袁改善韩中关系遥
有舆论指出袁 如果说朴槿惠为韩国留

下了什么积极影响的话袁 那就是 野亲信干
政冶事件促使韩国更深刻反省官商勾结尧权
钱交易的顽疾遥 以调查野亲信干政冶事件为
契机袁 韩检察人员逮捕三星电子副会长李
在镕袁 矛头直指大企业与政府之间的幕后
交易遥同时袁多名潜在的下届韩总统竞选人
也提出了整治官商勾结风气的多项措施袁
这让韩国站在了深层社会变革的门口遥

宪法法院裁定弹劾成立袁意味着韩国
将在 远园天内举行总统选举袁 韩国将进入
选战时间遥有分析认为 缘月 怨日可能成为
选举日遥 宪法法院宣布弹劾案判决结果
后袁 朝野政党将正式启动党内竞选程序遥
包括执政党自由韩国党和最大在野党共
同民主党在内的国会四大政党定于本月
末或下月初确定各自的总统候选人遥

民调机构野真实计量器冶怨日发布的下
届总统选举潜在竞选人民意支持率调查结
果显示袁共同民主党前党首文在寅连续 员园

周领跑支持率榜单袁以 猿远援员豫的支持率领先
代行总统职权的国务总理黄教安遥 文在寅
的领先优势能否保持值得关注袁 而黄教安
会否决定作为保守势力的唯一代表出马也
存悬念遥 不过袁韩国媒体认为袁韩国执政党
等保守派力量正借助野萨德冶部署尧朝鲜发
射导弹以及金正男事件等炒热安保话题袁
力图以此转移大选焦点袁 扭转自身颓势遥
有专家认为袁不排除部分选民最终因安保
问题转向支持保守派候选人袁这将给大选
结果增添不确定因素遥

据新华社电 由于遭到弹劾袁朴
槿惠将失去几乎所有总统礼遇遥 根据
韩国叶前任总统礼遇法曳袁如果总统干
满 5年任期袁国家将在其卸任后提供
与任内相差无几的年金袁平均每月约
为 1200万韩元 渊约合 7.2 万元人民
币冤遥 此外袁卸任的总统还将获得纪念
项目资金支持尧警卫服务尧办公室尧高
干病房尧1名私人司机和 3名秘书等遥

上述礼遇中袁朴槿惠只能获得最长 10
年的警卫服务袁其他礼遇将一笔勾销遥
此外袁 她未来 5年内还不得担任任何
公职遥
朴槿惠遭弹劾后袁 将不得继续居

住在青瓦台遥 对于下一步打算袁朴槿
惠方面 10日表示袁 正讨论相关计划袁
定好后再发布消息遥 韩媒认为袁这番
话暗示朴槿惠尚未确定去向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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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总统弹劾案宣判 朴槿惠下台
司法豁免权被剥夺袁韩国须在 60天内举行大选

据新华社电 韩国宪
法法院 10日上午宣布赞
成弹劾总统朴槿惠袁 立即
解除其总统职务遥由此袁朴
槿惠成为韩国宪政史上首
位被弹劾罢免的总统遥 这
一宣判意味着韩国长达
92 天的领导层危机告一
段落袁 同时也意味着下届
总统选战一触即发遥 按照
规定袁 朴槿惠将被罢免总
统职位并剥夺司法豁免
权袁韩国须在 远园天内举行
大选遥

韩国宪法法院代院长李贞美首尔时间 11
时许开始宣读总统弹劾案判决书遥由于此案在
韩国广受关注袁判决全程通过电视直播遥 整个
宣判过程持续了不到 20分钟遥
李贞美在判决书中说袁在朴槿惠被指控的

多项罪名中袁 宪法法院只认定其中一项罪名袁
即允许其闺蜜崔顺实干预国家事务遥 她说院野总
统应根据宪法和法律行使职权袁并接受公众监
督遥朴槿惠不仅完全隐瞒崔顺实干预国政的事
实袁在有人对此提出质疑时袁她还予以否认甚
至谴责对方遥 冶不过袁针对朴槿惠滥用职权任命
政府官员尧管控新闻媒体的指控袁宪法法院则
认为证据不足遥针对朴槿惠在野岁月冶号沉船事
件中不作为的说法袁宪法法院认为这不属于弹
劾审判的范畴遥

李贞美同时说院野从朴槿惠的一系列言行
来看袁她完全没有维护宪法的意愿遥 总统违反
宪法和法律袁等同于背叛了民众信任遥 从维护
宪法的角度来看袁她的行为无法容忍遥 冶宣读判
决书概要后袁李贞美最终宣布判决结果院野朴槿
惠的行为严重损害了民主和法治精神袁朴槿惠
总统已被弹劾遥 冶
李贞美表示袁包括她本人在内的宪法法院 8

名法官一致赞成弹劾遥与 2004年时任总统卢武
铉弹劾案不同的是袁这次投票表决中袁法官们不
再匿名投票袁而是对外公布每名法官的意见遥根
据韩国相关法律袁 这一判决一般不得上诉或重
审遥按照规定袁朴槿惠将被罢免总统职位并剥夺
司法豁免权袁韩国须在 60天内举行大选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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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电 马来西亚警察总长
哈立德 员园日说袁警方已经确认上月在
吉隆坡国际机场遇袭身亡的朝鲜籍男
子为金正男遥 警方根据相关法律要求
完成对死者身份的验证袁 但是为了确
保证人安全袁 不会透露确认身份的方
式遥警方已将鉴定结果通知死者家属袁
死者遗体将被移交卫生部门袁 警方则
将继续其他方面的调查遥不过袁哈立德
拒绝透露相关调查细节遥 这是马警方
首次正式确认死者身份为金正男遥

马来西亚警方称

死亡朝鲜籍男子
确认就是金正男

开外挂抢红包？小心引狼入室！
近 60万用户用外挂软件 江苏破获全国首例开挂抢红包案 抓获嫌犯 10多人

2016年 9月份袁家住建湖
县的刘先生被朋友拉进了一
个微信红包群袁但总是错过红
包袁 而有些人却总能轻松抢
到袁 刘先生向别人打听缘由袁
野说是一款名叫野伊伊抢红包王冶
的软件袁于是我花了 800块钱
买了它遥 冶刘先生使用后发现袁
这款外挂软件最基本的功能
是野自动抢红包冶袁想要增加更
多功能袁需要再花钱购买遥 因
为尝到了甜头袁他又花了一千
多元购买了两个新功能要要要
野透视红包冶和野不抢最小包冶遥

可是外挂用了没几天袁刘
先生发现手机有点不对劲遥
野手机经常会卡袁 或者直接死
机袁我怀疑红包外挂软件有病
毒袁窃取了我手机里的信息遥 冶

刘先生最终向辖区建湖沿河
派出所报警求助遥 民警通过网
络查询了下载链接袁发现全国
有近 60万的用户下载了这款
野伊伊抢红包王冶 外挂软件遥 之
后袁民警将这一外挂软件和刘
先生的手机一起委托给北京
某司法鉴定中心进行鉴定遥

野这个软件未受腾讯公司授
权袁它可以实时拦截微信客户端
与服务器之间的传输数据袁对微
信客户端读取服务器回包数据
进行读取尧修改袁进而实现自动
抢红包尧透视红包等相关作弊功
能遥冶了解到这款软件的原理袁沿
河派出所副所长陈达俊非常震
惊袁野这类软件会窃取用户信息袁
甚至能将账户内的钱转走袁安全
隐患非常大遥 冶

2016年 10月袁建湖警方成
立专案队伍展开侦办工作遥 野我
们首先从刘先生汇款的微信账
户开始展开侦查袁众多线索均指
向同一犯罪团伙遥 冶民警调取了
刘先生微信账户的交易记录袁发
现了陈某和龚某的记录遥

专案组民警告诉记者袁他们
与腾讯公司专家通过对 野伊伊抢
红包王冶 外挂软件进行逆向分
析袁 提取到作者 ID袁 并查询发
现袁这个 ID号曾于 2015年 7月
至 2016年 2月间袁 在某论坛发
布了多条宣传野伊伊抢红包王冶软
件的帖子袁且注册人就是陈某袁
龚某则是负责销售的总代理遥

随后袁专案组分别在杭州和
重庆将龚某与陈某抓获遥 通过
对陈某与龚某的手机尧电脑等进

行数据恢复袁办案民警发现了一
个已经被解散了的微信代理群袁
并对群里的其他人进行分析研
判袁 最终分别在浙江尧 山西尧广
东尧福建尧江西抓获了 9名下线
代理袁涉案金额近 3000万元遥
为何全国近 60万用户争相

购买这款外挂软件钥 据介绍袁这个
软件最基本的功能是自动抢红
包袁安装后袁系统自动在后台帮你
抢遥 还有不抢最大或者最小包袁或
者只抢尾数袁 尾数也可以在上面
设定袁还可以抢野牛包冶袁即数字加
起来是 10的倍数袁这也是利用微
信红包赌博的一种方式遥
目前袁陈某尧龚某等人因涉嫌

提供专门用于入侵尧 非法控制计
算机信息系统的程序尧工具罪袁已
被检察机关批准逮捕遥

朴槿惠失去什么钥
总统礼遇几乎一笔勾销

遭弹
劾后

新闻
分析 “朴槿惠时代”给韩国留下什么

据新华社电 韩国宪法法院 员园日宣布赞成总统弹劾案袁朴槿惠由此
成为韩国宪政史上首位被弹劾罢免的总统遥 这标志着野朴槿惠时代冶的
终结袁韩国也自此进入野选战冶时间遥 韩国舆论和专家认为袁朴槿惠在政
治经济尤其是外交安保方面袁给韩国留下一系列未决难题遥 正是因为这
些难题的存在袁令提前举行的下届总统选举受到高度关注遥

负面遗产 亟待变革

选战启动 悬念犹在

据现代快报 每次微信群里有人发红包袁怎样才能第一时间抢到钥然而总有人快你一步遥难道他们 24小
时都盯着手机屏幕钥 原来袁还真有些人使用外挂软件抢红包浴 但是他们却不知道袁自己已经野引狼入室冶浴 记
者获悉袁日前江苏盐城建湖警方破获了一起制作并销售野抢红包外挂软件冶的案件袁全国有近 60万用户购买
下载了这款软件袁涉案金额近 3000万袁抓获嫌疑人 10多人遥据介绍袁这是全国首例微信程序红包外挂案件遥

能帮你抢红包，也能窃取你信息 近 60万用户购买下载外挂软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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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名法官一致赞成弹劾

当天袁反对弹劾朴槿惠的民众在韩国宪法
法院附近举行野挺朴冶集会遥 愿人在冲击警车开
路破障时受重伤袁 其中两人因失血过多死亡遥
截至下午 猿时 猿园分袁已有 猿源人在同警方的冲
突中受伤遥
代行总统职权的韩国总理黄教安 员园日发

表讲话袁呼吁全体国民尊重宪法法院对总统弹
劾案作出的判决袁强调举行集会加剧矛盾和对
立的做法不可取遥 黄教安在讲话中提到几个月
来两派民众举行的周末集会遥 他说袁虽然想法
和方式不同袁但是手举蜡烛渊反朴冤和太极旗
渊挺朴冤都是源自爱国心袁野我们应接受结果袁结
束矛盾和对立遥 冶他还呼吁国会同政府合作遥
我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 10日在回应韩国

总统朴槿惠被弹劾一案时说袁中方希望韩国保
持政局稳定遥 他同时再次敦促韩国停止部署
野萨德冶反导系统袁为两国关系重回健康发展轨
道扫清障碍遥

中方希望韩国保持政局稳定

2016年 11月 29日袁朴槿惠在首尔青瓦台总统府就
野亲信干政冶事件发表讲话时鞠躬道歉 渊资料照片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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