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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特会”
在即

韩美防卫费谈判暂获妥协
新华社首尔 2 月 11 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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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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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色列将扣减
向巴勒斯坦转交的
代征税款
2 月 10 日，韩国外交部韩美防卫费分担谈判代表张元三 （右） 和美方
谈判代表蒂莫西·贝茨在韩国首尔的外交部大楼签署协定。 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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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造船企业将为澳大利亚建造 12 艘攻击潜艇
新华社堪培拉 2 月 11 日电 澳
大利亚政府 11 日宣布，当天与法国
造船企业海军集团签订战略伙伴关
系协定，后者正式获得 500 亿澳元
（约合 350 亿美元） 合同，为澳大利
亚设计和建造 12 艘攻击潜艇。
澳大利亚总理莫里森、国防部
长派恩及国防工业部长乔博 11 日发

布联合声明说，根据签订的合同，
法国海军集团将为澳海军设计和建
造 12 艘具有“区域优势”的潜艇。
声明说，这批潜艇将在未来几
十年保护澳大利亚的安全和繁荣发
展，并能加深澳法两国在国防领域
的关系。其中，第一艘潜艇在 2030
年前后交付。

日开发出断开后可复原的高分子材料
新华社东京 2 月 11 日电 （记者
华义） 日本研究人员日前开发出一
种切断后可自动修复的高分子材
料，这一成果有望应用于各种需要
材料本身能自我修复的场景。
日本理化学研究所和日本九州
大学的研究团队使用一种稀土类金

属钪作为催化剂，成功地在常压下将
乙烯与苯甲酰丙烯合成了一种聚烯烃
高分子材料，这种新材料具有极强的
柔韧性和弹性，且像液体一样，即使
将其切断也会依靠分子间的相互作用
自动复原。
研究发现，这种材料不仅在空

声明还表示，这一批潜艇是澳
大利亚 900 亿澳元 （约合 638 亿美
元）“国家造船计划”的支柱。根
据该计划，澳大利亚未来将建造 54
艘海军舰艇，从而满足该国 2016 年
国防白皮书中阐述的战略需要，并
带给澳海军在“一个不确定的世
界”中所需要的优势。

气中具备自我修复和形状记忆能
力，在水中和酸中以及碱性水溶液
中也同样具备这种能力，且不需额
外施加任何作用力。
研究人员称，以往的自我修复性
材料的分子间相互作用容易受到水或
者酸的破坏，在多变的自然环境中难
以发挥功能，而且合成程序复杂。这
种新型高分子材料成本较低，可以大
量合成。这一研究成果给今后自我修
复性材料的设计研发提供了重要指导。

新华社耶路撒冷 2 月 10 日电
（记者陈文仙） 以色列总理内塔
尼亚胡 10 日表示，以色列将正
式开始扣减向巴勒斯坦转交的代
征税款。
内塔尼亚胡在当天举行的内
阁例行会议上说，实施“扣减
恐怖分子工资的法律”的相关
准备工作将于一周内完成，17
日，以色列安全内阁将开会并
通过扣减向巴方转交代征税款
的决定。
以色列警方 9 日表示，以安
全部门人员在约旦河西岸城市拉
姆安拉逮捕了一名 29 岁的巴勒
斯坦男子，他涉嫌于 7 日在耶路
撒冷附近杀害一名 19 岁的以色
列女子。以色列国家安全总局
（辛贝特） 10 日发表声明说，这
是一起“恐怖袭击”事件。
根据巴以双方 1994 年签订
的 《巴黎经济议定书》，以色列
负责对运往巴勒斯坦的物品征收
关税并对在以色列工作的巴勒斯
坦人征收个人所得税，定期将税
款移交给巴方。这笔每年 10 多
亿美元的款项约占巴勒斯坦政府
运营预算的三分之二。

土耳其在爱琴海海域
救起 69 名非法移民
新华社伊斯坦布尔 2 月 1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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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土耳其电视台报道，这些
非法移民乘坐的充气船行驶到
土西南部艾登省库沙达瑟市时
出现引擎故障，导致船只失
控。在充气船即将沉没时，土
耳其海岸警卫队人员赶到，救
起全部船上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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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