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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典开始调查诺贝尔奖贿赂指责  

（2008-12-19 9.15am）  

  （综合讯）一名瑞典检控官说，他正在开

始一项贿赂指称的调查，牵涉到诺贝尔科学奖

评奖委员会的数名成员。  

  ＢＢＣ中文网报道，反贪案件检控官尼尔

斯舒尔茨说，他希望弄清，这几名诺贝尔评奖

委员会成员由北京政府出资的多次中国之行，

是否有想要影响评奖结果的动机。  

  不过，舒尔茨拒绝透露这几个被调查者的

名字。  

  这一调查案件的起因是一则瑞典电台的报

道。  

  该报道说，诺贝尔医学、物理和化学评奖

委员会的三名低级别的成员在2006年和今年两
次前往中国，向中国解释诺贝尔奖的评选程

序，北京政府支付他们的飞机票和酒店以及吃

喝的费用。  

  如果调查结果发现有问题，这三人会被起

诉，还会被判处罚款或者高达两年的监禁。  

  报道也指，在一般的情况下，瑞典的检控方经常在调查后不提出起诉。  

《联合早报网》 
（编辑：黄爱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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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二，中国政府行贿的动机机是要求诺贝尓评审委员会不能给予中国人的林哲民. 为什么？请浏览<http://www.ycec.com/lzm/080508.mht> 这是林哲民在北京奥运前通过驻香港领事馆传给一百多个国家元首的一封公开信。 简而言之，lzm是投资于中国的香港人，但前国家主席江泽民在1999年下令非法地拍卖了他的工厂，尽管lzm在2003年5月15日发明了医治Sars，Bird flu and phthisis的医疗法及药物切实地为中国、香港、台湾及加拿大等国解脱了SARS危机，但独裁者不仅没有丝亳的感谢之意更不想改正错误的，因此下令隐瞒了这个医学发明！        那么，lzm 的成就又是什么？Please link www.ycec.net , lzm’s  医学发明对人类的贡献是有目共睹的，是不可代替的！ 简而言之, lzm 的成就为人类社会带来的实际受益超过了所有诺贝尓医学得奖人贡献的总和！        Public prosecutor, Nils-Erik Schultz还必须知道，有个实例来自前国家主席江泽民的儿子江锦恒的自我揭露，他自称他的公司以200万美金顾用了布殊的弟弟Mr. NeilBush以及每他当来到香港中国之时，都会在每天晚上将一名漂亮的小姐送进NeilBush的房间，此段新闻在Nov. 27, 2003刊登在新华网及香港的文汇报！ 可见中国独裁者行贿的手段不止是免费的飞机票、酒店及吃喝如此小数，还必然包括大量的美钞及漂亮的女人！ 这就是自燝江家荫毒的最佳写照，已引起布殊在离职的最后一场记者招待会上 告诉 奥巴马 他被最好的朋友(江泽民)出卖，因此，奥巴马在其就职的演讲中怒责中国政府！     以上的事实显示中国的独裁者正在利用新近得到的财富挑战人类社会应有的价值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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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瑞典检察官Nils-Erik Schultz在2008年12月19日面对传媒质疑为何中国政府自2006年3月起多次行贿多位诺贝尓评审委员影响评选结果的动机？ 这个重大的新闻已开始引起全球关注，很多传媒也在质疑及讨论，如果说中国政府行贿诺贝尓评审委员会，为何中国人在3年之内没有人获得诺贝尔奖？        其一, 事实上他绝非偶然的. 就在2006年3月份这相同的日子里，57年的诺贝尓物理学得奖人杨振宁受中国政府之命来到香港与会学术界，他说句：“中国目前是不须要诺贝尓奖的”狂妄话！ 为什么会如此语无伦次？ 这就清楚地最显示杨振宁在紧密配合中国政府行贿诺贝尓评审委员不让中国人获得诺贝尓奖的目的！ 但哪一个中国人最有望获得诺贝尓奖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