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巴西

溃坝事故遇难人数
升至165人

据新华社电 巴西米纳斯吉拉斯州民防
部门10日通报说，该州上月25日发生的溃坝
事故已造成165人死亡，仍有160人失踪。

消防部门发布公报说，当天共有 352名
消防人员参加搜寻行动，11架直升机在事故
区域上空搜寻，35台挖掘机械在泥浆干涸的
地区工作，同时还有19只搜救犬参与行动。

巴西国家矿业局、淡水河谷公司和一家
德国公司当天开始对淡水河谷公司在米纳
斯吉拉斯州的另一处矿坝进行技术检查，评
估其结构安全性。8日，这处矿坝曾发出溃
坝警报。淡水河谷公司 9日发布公报说，这
一新发警报的矿坝周围的 400多名居民被
要求撤离。

米纳斯吉拉斯州一个铁矿废料矿坑堤
坝 1月 25日发生溃坝事故，事发矿坝属于巴
西淡水河谷公司。溃坝后，泥浆顺流而下，摧
毁大量沿途建筑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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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歧巨大
驻韩美军防卫费主要用于

驻韩美军所在各个军事基地的
内部建设费用、军需后勤物资费
用、韩国劳务人员开支等。韩美
两国 1991年首次签订《防卫费
分担特别协定》，2014年签订的
第 9份协定于去年 12月 31日到
期。

为延续协定，韩美自去年 3
月开始举行了多轮续约谈判，但
因在分担金额等问题上分歧巨
大，始终未能谈拢。

依照上一份防卫费分担协
定，韩国每年承担大约 9602亿
韩元（约合8.6亿美元）驻韩美军
防卫费。但在去年，美方有意大
幅提高韩方承担金额，先是要求
韩方承担 10亿美元，之后又加
码至 12亿美元。而韩方则坚持
上限是 1万亿韩元（约合 8.9亿
美元），并称这一数字是韩国国
民心理所能承受的最大限额。

此外，双方在协定期限上也
意见相左。此前的防卫费分担协

定有效期通常为 3至 5年，但美
方此次突然要求将其压缩至 1
年，这意味着今年下半年韩美又
将围绕明年防卫费分担展开新
一轮磋商，美方可继续要求韩方
提高分摊金额。韩方则主张按以
往惯例，将协定期限定为多年。

韩国专家认为，明年美国将
迎来总统选举，美国总统特朗普
有意将大幅增加盟国的防卫费
分担金额作为看得见的外交成
果以争取连任。同时，这也是特
朗普主张的“美国优先”政策的
延续。特朗普早在 2016年参加
总统竞选期间就放话称韩国在
安保上一直“免费搭车”，还一度
表示韩国应承担 100%的驻韩美
军费用。实际上，不光对韩国，特
朗普政府也向北约盟国和日本
频频施压，要求它们增加军费开
支、提高防务费分担。

■暂时妥协
韩国分析人士认为，韩美去

年花了大半年时间都未能就防

卫费分摊问题达成妥协，但今年
却很快取得突破，这与当前半岛
局势的发展有直接关系。第二次
朝美领导人会晤将于本月底在
越南首都河内举行。在这一背景
下，韩美不愿让同盟关系因防卫
费问题未谈妥而出现动摇，因此
速战速决，果断为这一问题画上
句点，以求保持在半岛问题上的
紧密合作。

根据此次达成的协定，2019
年韩国承担驻韩美军防卫费
1.0389万亿韩元（约合 9.24亿美

元），协定有效期缩短至 1年。从
协定内容看，韩美双方都做了一
定让步。韩方承担的防卫费金额
最终还是超过了其此前坚持的
1万亿韩元的底线，在协定期限
上韩方也接受了美方要求。美方
则撤回了此前提出的新设“作战
支援”名目以及让韩方支付美在
韩部署战略武器费用的要求，在
一定程度上考虑了韩方诉求。

不过韩国媒体分析指出，韩
美在防卫费分担问题上只是“暂
时达成妥协”，这一问题并未得

到根本性解决。韩国《每日经济》
援引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
中心亚洲问题专家迈克尔·格林
的话说，在朝美领导人会晤前，
韩国从危机处理的角度同意支
付上述金额，但这并不保证特朗
普今后不再就驻韩美军防卫费
问题发表意见。

此外，韩国分析人士还指
出，由于韩国在半岛问题上需要
寻求美方支持，因此在韩美防卫
费谈判中讨价还价的余地相对
较小。 据新华社

委内瑞拉军队 10 日正式
开始举行大规模军事演习，以
显示抵御外部干预的决心。

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当
天观看了在米兰达州一个
军事要塞举行的防空演习，
演习中使用了俄罗斯制造
的武器。他说，政府将保证
足够投资，以确保国家防空
系统所需的一切。委防空和
防导系统将配备世界上最
先进的导弹。

马杜罗表示，委内瑞拉有
和平的权利，委人民是和平的
人民，委内瑞拉不接受任何人
的威胁或干涉。他要求军民联
合起来，共同抵御美国政府可
能对委发起的侵略。“成千上
万的人将被武装起来进行防
空和反导弹防御，使我们的城
市和村庄成为坚不可摧的地
方！”

此次军事演习将持续至2
月15日。

委内瑞拉议会主席瓜伊多1月23日在一场反对党集会活动中自我宣布为委“临时总
统”，要求重新举行大选，美国及部分拉美和欧盟国家对瓜伊多表示支持。为逼迫马杜罗下
台，美国近日不断加码对委经济、金融和石油业的制裁。美总统特朗普日前还公开表示不排
除对委进行军事干预。

委内瑞拉当前的局势牵动着各方神经。

非洲联盟第32届首脑会议10日在位于
埃塞俄比亚首都亚的斯亚贝巴的非盟总部
开幕，会议将重点讨论难民等问题。非盟委
员会主席法基说，非洲大陆被迫流离失所问
题依然十分严峻，非洲国家在解决产生这一
问题根源的同时，也需进一步发挥人道主义
机构的作用。 新华社 发

非洲联盟
首脑会议举行

英国白金汉宫日前说，英国
女王伊丽莎白二世的丈夫菲利
普亲王自愿交出机动车驾驶证。
诺福克警方同一天证实，已经收
到驾照。

菲利普亲王现年 97岁，1月
17日下午驾驶运动型多功能车
在位于英格兰东部的女王乡间

庄园桑德灵厄姆附近与一辆小
客车相撞。菲利普亲王没有受
伤，对方车辆内两人受轻伤。他
稍后就对方受伤致歉。

撞车两天后，菲利普亲王驾
驶全新运动型多功能车，开往桑
德灵厄姆庄园，被人发现没有系
安全带，遭到英国警方警告。

白金汉宫在 9日在一份声
明中说：“经过慎重考虑，爱丁堡
公爵（菲利普亲王）决定自愿交
出驾照。”

诺福克警方当天证实，收到
菲利普亲王交出的驾照。诺福克
警局将把驾照交还英国驾照管
理部门。

英国法律没有规定驾车
年龄上限。70岁以上群体要想
保留驾驶资格，必须每 3 年向
机动车管理部门报告基本健
康状况，确保没有心脏病、癫
痫、糖尿病且视力能确保安全
驾驶。

菲利普亲王 1921年在希腊

出生，1947年与伊丽莎白二世结
婚，2017年 8月起不再承担出席
公众活动的王室职责，偶尔陪同
女王出现在公众场合。

过去十多年，菲利普亲王在
多个场合开车，乘客不乏外国政
要和各界名流。

新华网

俄罗斯

新型防空导弹
系统测试完成

据新华社电 俄罗斯海军总司令科罗廖
夫11日说，俄海军目前完成了一款新型舰载
防空导弹系统的国家测试，这一系统将于
2019年上半年入列俄军。

俄国防部机关报《红星报》援引科罗廖
夫的话报道说，这款新型防空导弹系统是原
有“鲁道特”防空导弹系统和新型雷达系统
的结合，采用垂直发射方式，主要用于执行
军舰的区域防空任务，将于2019年上半年列
装部队，用于装备22350型护卫舰。

“鲁道特”防空导弹系统是基于俄罗斯
S-400陆基防空导弹系统所衍生出的海基舰
对空导弹系统，其最大特点是将短、中、远程
导弹整合在一套系统之内。

22350 型护卫舰是俄罗斯的新型护卫
舰，排水量4500吨。

土耳其

69名非法移民在
爱琴海海域被救起

据新华社电 土耳其海岸警卫队11日在
土爱琴海海域救起 69名企图偷渡到希腊的
非法移民，其中包括36名儿童。

据土耳其海岸警卫队公布的最新数据，
今年以来共有 1601人企图经由土耳其偷渡
到希腊岛屿，比去年同期减少590人。

爱琴海是非法移民经由土耳其偷渡到
欧洲大陆的重要通道。2016年3月，土耳其与
欧盟就难民问题达成协议。随后，土方加强
管控，经爱琴海偷渡人数明显减少。

德国

数起针对青少年的
种族暴力案件发生

据新华社电 据德国柏林警方10日发布
的消息，上周末 3天里，当地发生了 3起针对
青少年的种族主义暴力案件。

据警方介绍，一名德国国籍、移民背景
不详的12岁少年9日被3名青年质疑是否是
外国人后被殴打。8日，两名 15岁和 16岁叙
利亚少女被一名陌生人多次击打面部，后送
医急救；同日还有一名 12岁少女被扯下头
巾、撕扯头发，同时遭受排外言语侮辱。

据了解，这 3起案件并非一定有组织计
划。根据德国反极右翼咨询处联合会的一项
报告，七分之一的极端种族主义受害者均为
儿童和青少年。柏林在2017年有22名儿童和
青少年遭遇过这类袭击或威胁。

韩美防卫费谈判暂时达成妥协
分析人士认为“金特会”在即，此举有利于维护韩美同盟

经过长达11个月的“马拉松”式谈判，韩国和美国代表10日在首

尔草签第10份《防卫费分担特别协定》，给两国间久拖不决的防卫费

谈判画上了“休止符”。

分析人士认为，美国总统特朗普和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第二

次会晤在即，韩美相互让步达成妥协，有利于维护韩美同盟，让双方

在应对半岛事务的关键时刻保持步调一致。不过，韩国舆论普遍担

心，达成协议并不意味着美国今后在提高“保护费”上就此作罢。

委内瑞拉中央大学政
法系教授、人权问题专家
安蒂利亚诺日前在接受新
华社记者专访时表示，委
内瑞拉政治问题应由委内
瑞拉人民自己解决，外部
势力干涉只会让局势更复
杂，加剧政治对立。

“我认为最理想的办
法应该是政府和反对派对
话协商，通过民主方式解
决问题，而外部势力干预
有可能给委内瑞拉带来长
时间的暴力冲突，从而让
这个国家一步步走向崩
溃。”安蒂利亚诺说。

8日，委议会主席、反
对派要员瓜伊多表示，在
必要情况下，不排除“授
权”美国或其他国家军事
干预，从而迫使现总统马
杜罗下台并缓解委内瑞拉
正在遭受的“人道主义危
机”。

对此，安蒂利亚诺认
为，美国或其他国家的军

事干预将会破坏委内瑞拉
甚至整个拉美地区的社会
秩序和稳定。

在安蒂利亚诺看来，
大多数拉美国家，不论是
支持还是反对委内瑞拉现
任政府，都会谴责美国军
事干预委内瑞拉。他说，一
方面，很多国家对美国用
各种手段干涉这一地区内
政的历史心有余悸，不能
接受美国“重新用霸权主
义控制拉美”；另一方面，
其他拉美国家也怕引火烧
身，“产生的大量难民就足
以让一些国家承受不了”。

当前，委内瑞拉局势
牵动各方神经，多国为
破解委政治僵局出谋划
策。委内瑞拉问题国际
联络小组会议 7 日在乌
拉圭首都蒙得维的亚召
开，拉美和欧盟 10 多个
国家代表参会。与会代
表呼吁以和平方式解决
委内瑞拉问题。

会议召开前一天，墨
西哥与乌拉圭共同提出蒙
得维的亚机制，旨在通过
立即对话、共同协商、达成
协议、执行方案等4个步骤
解决委内瑞拉问题。这一
主张以不干涉委国家内
政、基于国家法律平等、和
平解决分歧、尊重人权与
委内瑞拉人民意志的方式
解决委现有危机，得到了
大多数与会拉美国家支
持。

安蒂利亚诺认为，从
这场会议可以看出国际
社会积极为委内瑞拉政
府和反对派谈判协商搭
台，作用值得肯定。“委内
瑞拉局势未来的几种走
势中，协商谈判是最可取
的，”他说，“暴力手段违
背民主原则，不论委内瑞
拉政府还是反对派，不论
拉美还是国际社会，都不
能从中获益。”

外部势力干预无益于
委内瑞拉问题解决

专 题 背 景

委副总统要求瓜伊多停止不理智行为

相

关

新

闻

就反对派成员、议会主席
瓜伊多8日所表示的“在必要
情况下，不排除“授权”美国或
其他国家军事干预委内瑞拉
局势，从而迫使马杜罗下台并
缓解委内瑞拉人道主义危机”
的言论，委内瑞拉副总统罗德
里格斯9日发表讲话，要求其
停止不理智行为。

罗德里格斯当天在首都加
拉加斯市中心玻利瓦尔广场一
民众集会上说：“正如马杜罗总

统所说，请你想想你做的事，请
你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

罗德里格斯还表示，委内
瑞拉人民已经很清楚地表达希
望和平和稳定的意愿。她强调，
美国所谓的人道主义援助只不
过是“侵略委内瑞拉的借口”。

许多民众当天自发来到
活动现场，联名签署一封对美
国的公开信，反对美国干涉本
国内政，要求美国尊重委内瑞
拉主权并停止对委制裁。

委内瑞拉举行大规模军事演习

据新华社

97岁菲利普亲王自愿放弃驾照
今后不再开车

2月10日，韩国和美国代表在首尔草签第10份《防卫费分担特别协定》。 新华社 发

委内瑞拉人权问题专家表示——

1月23日，在委内瑞拉马拉开波，一名反对党支持者参加集会。当日，委内瑞拉总统
马杜罗宣布正式与美国断交。（资料图片） 新华社 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