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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律师、学者等 662 人提交检举书

安倍被检举违反公选法
据新华社东京 5 月 21 日电（记者 姜俏
梅）日本律师、学者等 662 人 21 日以涉嫌违
反 《公职选举法》
（简称公选法）和《政治资金
规正法》为由，向东京地方检察院提交针对首
相安倍晋三及后援会干部等 3 人的检举书。
2018 年 4 月，安倍主办的“赏樱会”前
夜晚餐会在东京新大谷饭店举行，安倍支持
者等约 800 人参加，向每人收取餐费 5000
日元（1 元人民币约合 15.17 日元）。
检举书指出，据推断该饭店人均餐饮费
至少 1.1 万日元，但安倍与后援会干部合谋仅

向每人收取 5000 日元，人均约有 6000 日元
差额，这涉嫌违反公选法。此外，晚餐会收支
也没有写入后援会政治资金收支报告中，涉
嫌违反《政治资金规正法》。
检举书称，
后援会向选民提供餐饮费累计
480 万日元，
推测安倍此举意在让支持者在不
觉得有经济负担的情况下享受
“赏樱会”
和
“前
夜祭”
，
以巩固其民意支持基础。
律师团体当天发表声明指出，安倍未履
行解释责任，而是以人数优势阻挠查明真相
和追究责任，为打破这一局面，检方必须进

行彻底调查。
安倍此前在国会回答在野党有关餐费过
低问题时解释为餐费由酒店设定，他否认填
补差额。
日本政府自 1952 年起在东京新宿御苑举
办“赏樱会”
，邀请社会各界代表与首相一起
赏樱，费用由政府承担。安倍执政期间“赏
樱会”预算大幅增加，在野党去年底在临时
国会上指责安倍借“赏樱会”之机公款招待
支持者，涉嫌违反公选法。去年 11 月 13 日，
日本政府宣布 2020 年暂停举办“赏樱会”。

相关链接

疫情期间出门打麻将
东京高检检察长请辞
据新华社专特稿 日本法务大
臣森雅子 21 日证实，东京高等检
察厅检察长黑川弘务请辞，内阁将
于 22 日接受黑川辞呈。黑川被曝
5 月两次出门打麻将赌钱，当时东
京处于新冠疫情紧急状态。黑川与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政府关系密切，
今年 1 月获特批延迟退休，一度被
视为日本总检察长继任人选。

韩复课首日 2 名学生确诊 仁川多校暂停返校
据新华社专特稿 韩国全国大约 45 万名
高三学生 20 日返校上课，但仁川市两名高
三学生当天确诊感染新冠病毒，导致仁川
66 所高中暂停返校上课。韩国政府表示，
不知疫情何时结束，仅靠远程教学无法做好
升学就业指导，高三复课势在必行。
根据韩国教育部统一部署，高三学生
20 日返校上课，高二、初三、小学一二年
级、幼儿园 27 日线下复课，高一、初二、
小学三四年级 6 月 3 日复课，初一、小学五
六年级 8 日复课。
中 央 防 疫 对 策 本 部 20 日 统 计 数 据 显
示，当天新增 32 例新冠确诊病例，2 人为
仁川市高三学生。
上述 2 名学生当天凌晨确诊感染，导致
分布仁川市 5 个区的 66 所高中在复课首日
暂停返校。

联合国报告：

全球人类发展或出现

30 年来首次减缓

据新华社联合国 5 月 20 日电
（记者王建刚）联合国开发计划署
20 日发布报告说，受新冠疫情影
响，全球人类发展今年可能出现自
1990 年提出人类发展这一概念以
来的首次减缓。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当天公布
《新冠疫情与人类发展：评估危机
与展望复苏》 报告说，疫情发生
后，大多数国家，无论贫富，都感
受到了在人类发展基本领域中出现
的衰退。报告预计今年全球人均收
入将下降 4%。

教育部试点建设
未来技术学院

5 月 20 日，在韩国首尔一所学校，学生进入校园时接受体温检测。新华社发

东京奥运会明年无法举办将被取消？

据新华社北京 5 月 21 日电（记
者 胡 浩）记者 21 日从教育部了解
到，为推进新工科建设再深化、再
拓展、再突破、再出发，推动高校
加快体制机制创新，做好未来科技
创新领军人才的前瞻性和战略性培
养，抢占未来科技发展先机，教育
部决定在高等学校培育建设一批未
来技术学院。教育部高等教育司负
责人介绍，力争通过四年左右时
间，在专业学科综合、整体实力强
的部分高校建设一批未来技术学院。

东京奥组委首席执行官反驳该说法
新华社东京 5 月 21 日电（记者王子江）
东 京 奥 组 委 首 席 执 行 官 武 藤 敏 郎 21 日 表
示，关于明年奥运会无法举行就会取消的说
法，并非是东京奥组委和国际奥委会之间的
共识，他也不认为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会取
消奥运会。
巴赫前一天接受英国广播公司采访时
暗示，若延期一年举行的东京奥运会在

2021 年仍无法举办，那么可能被取消。其
实，东京奥组委主席森喜朗上个月接受日
本媒体采访时被问到同样问题，他曾明确
回答：“不会（再次延期），到那时会直接取
消。”
武藤敏郎当天在线上记者会上说，东京
奥组委已经注意到了巴赫的说法，但还需要
与他直接对话来证实他的看法。不过武藤敏

郎认为，巴赫和森喜朗的说法并非是两个组
织之间的“共识”。
他说：“森喜朗主席当时的意思是，我
们应该具有坚强的心态，那就是积极准备奥
运会，争取在 2021 年成功举办。巴赫主席
其实在很多场合都曾表示过，距奥运会开幕
还有一年多时间，我们应该有充足的时间准
备奥运会的如期举办。”

专题

“微信
”
为媒

南国情缘 520 线上相亲会，近 200 人“微”相亲热聊

你一言我一语 两颗心慢慢在靠近

5 月 20 日晚，一个名为“南国情缘，
520 线上相亲会”的微信群内，近 200 名
素未谋面的年轻人大方表达择偶需求，在
你一言、我一语的互动中寻觅良缘。这是
南国情缘首次尝试开展线上公益联谊活动。
为满足特殊时期单身男女的择偶需
求，南国情缘经过多日组织、策划、筹
备，适时推出了此次线上联谊活动。20 日
晚上八点，“红娘”准时出现在微信群：
“欢迎大家准时来到南国情缘线上联谊活
动，活动第一个环节请大家先做简短的自
我介绍。”
“我期待两情相悦、坦诚相待的恋情。”

记者站

报料热线

海口：
1888 999 5550
儋州：
1888 999 5557

“我从小就崇拜医生，群内有没有男士医
生？
“
”我是一名律师，
有房无车，想找个贴心
过日子的姑娘。
”
在网络平台的
“保护”
下，单
身男女一改线下相亲的拘谨和羞涩，主动大
胆加入到
“自我推销”
队伍中。
“经常加班都忙坏了，周末只想在家好
好休息，可今年快过了一半了，爸妈更是
拼命‘催婚’，没招了，唉……”,“这个
群聊天挺好使，什么话题都可以成功‘破
冰’”
，没过多久，群内的气氛逐渐热络起
来，大家围绕家庭、生活、婚姻、工作展
开了热烈讨论。
记者了解到，单身男女都需在“南国

情缘网”进行实名认证，如实填写个人资
料后才能报名参加此次活动。
今年 29 岁的群友慧慧（化名）是一名外
企高管，急于婚嫁的她却因为性格比较腼
腆，屡次在相亲中失败，
“这种相亲群倒是
不错，再也不用担心因为紧张而没法自然
地展现自我了，而且还能扩展自己的交际
圈。
”慧慧说，这种形式非常适合自己，通
过微信先作初步了解，可以避免线下见面
的陌生和尴尬。
“‘微信相亲群’不仅打破了相亲时
间和地域的限制，避免了一对一见面相亲
的尴尬，在尽情展现自我的同时，还给参

三亚：
1888 999 5551 琼海：
1888 999 5552 文昌：
1888 999 5553
东方：
1888 992 1115 屯昌：
1888 992 1116 万宁：
1888 999 1110

与者充分自由的“微相亲”时间，大大提
高了找对象的效率呢！”群友小云（化名）说
道。
此次活动是南国情缘推进线上线下深
度融合、创新互联互动婚恋模式的有效尝
试，南国情缘将不
断改进延续这种新
形式，为广大青年
单身男女提供真实
高效、温馨多样的
交友平台，帮助大
家实现事业爱情双
南国情缘网二维码
丰收。
（春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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