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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符拉迪沃斯托克2月11日电
（记者吴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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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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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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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国国务卿迈克·蓬佩奥本周踏上中
欧之旅，访问匈牙利、斯洛伐克、波兰等国。

一些分析师认为，美国近年将外交重
点移向亚洲和中东地区，以致冷落中欧国
家，国务卿这次出访中欧意在“重刷存在
感”，与俄罗斯争夺对这一地区的影响力。

重刷存在感

蓬佩奥10日从美国启程，定于11日访
问匈牙利，12 日访问斯洛伐克，13 日访问
波兰并且出席为期两天的中东问题会议，
15日短暂停留比利时和冰岛后返回美国。

路透社报道，这是继前总统贝拉克·奥
巴马任内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2011年访
问匈牙利以后，美国时隔8年再度派国务
卿出访匈牙利。至于斯洛伐克，美国已有
20年没有安排国务卿级别的高层访问。

一名不愿公开姓名的美国政府高级官
员说，美国近年没有太顾得上匈牙利、斯洛
伐克等中欧国家，但是“如果没有存在感，
就势必要滚蛋”，在地区影响力方面输给俄
罗斯。

按照这名官员的说法，蓬佩奥这次访
问“相当有必要”。

美国智库机构大西洋理事会研究员丹
尼尔·弗里德曾经是美国驻波兰大使，持相
似观点。在他看来，“许多人觉得美国在中
欧地区已经完成了任务，事实并非如此”。

抢能源生意

美方官员披露，美国与匈牙利、斯洛伐
克分别商议双边防务合作，有望在蓬佩奥
访问期间正式敲定协议。这两个中欧国家
有意采购美制F-16型战斗机。

另外，蓬佩奥打算在访问期间劝说匈
牙利减少对俄罗斯的能源依赖，尤其避免
支持俄方力推的“土耳其溪”输气管道项
目。

“土耳其溪”是俄罗斯向土耳其供应天
然气并经由土耳其向欧洲南部输送天然气
的管道项目，海底部分2018年11月竣工，
陆地部分预定2019年开工建设。

匈牙利所需天然气主要从俄罗斯进
口，国内唯一核电站保克什核电站扩建项
目依赖俄方资金和技术支持。

匈牙利外交部长彼得·西亚尔托本月
早些时候说，美国企业埃克森美孚公司有
意在黑海地区开发一处天然气田，相关项
目迟滞已久，近期有望加速推进。美方希
望这一项目帮助匈牙利减少对俄方能源依
赖。

再对付伊朗

蓬佩奥赴波兰主要为参加 13 日至 14
日一场中东问题会议。除蓬佩奥外，美国
副总统迈克·彭斯以及总统唐纳德·特朗普
的女婿、白宫高级顾问贾里德·库什纳将一
同出席。

知情人士介绍，会议将重点讨论伊朗
问题。美国希望联合更多国家施压伊朗，
进一步制衡伊朗在中东地区的影响力。

伊朗与美国、英国、法国、俄罗斯、中国
和德国2015年7月达成伊朗核问题全面协
议。2018年5月，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退
出这一多边协议并恢复对伊制裁。

欧洲联盟以及多个协定签署国仍在尽
力挽救伊核协议。眼下不清楚欧盟国家将
派何种级别的代表团出席波兰会议。

伊朗方面多次批评这次会议并且召见
波兰驻伊朗临时代办表示抗议。

新华社特稿

美国明尼苏达州民主党籍联邦参议
员埃米·克洛布彻 10 日正式宣布参加
2020年总统选举。不断扩大的民主党竞
选阵营又添一员。

克洛布彻 58 岁，在去年国会中期选
举中轻松赢得第三届参议员任期。与其
他民主党籍竞选人相比，她立场偏中立温
和，多次促成民主、共和两党合作。

重新“入群”

克洛布彻10日下午冒雪在明尼苏达
州明尼阿波利斯市密西西比河畔一处公
园内宣布参选。她在参选演说中说，如今
在美国，“群体观念正在瓦解”，“大家都厌
倦了（政府）停摆和（两党）争斗，僵局和哗
众取宠”。

克洛布彻承诺，一旦当选总统，上任
“第一天”就会让美国重新加入应对气候
变化的《巴黎协定》。她同时承诺出台更
严格的控制枪支法律，完善医保制度，加
大对美国军队、外交和情报人员的支持。

按照美联社的说法，在明尼苏达州，
克洛布彻在现任总统唐纳德·特朗普2016
年选举中“拿下”的数十个县有广泛选民
基础。她本人有意将这一成功“复制”到
密歇根和威斯康星等其他中西部州。正
是这些民主党传统“票仓”的倒戈，帮助特
朗普2016年胜选。

跨党合作

法新社报道，克洛布彻的祖父是铁矿
工人，父母是记者和教师，她现任律师，先
前做过检察官，以维护工薪阶层、消费者

和女性的权益闻名。
在国会，克洛布彻秉持实用主义立

场，多次搁置党派纷争与共和党人合作，
因而促成多项法案通过。最近数月，克洛
布彻关注处方药价格和选举安全等以及
旨在对抗气候变化、在可再生能源领域创
造就业的一项“绿色新协议”。

不过，据美联社报道，克洛布彻的“高
产”立法纪录招致批评。一些共和党人
说，她总能成功是因为她只关注不太重要
的议题。一些偏自由立场的民主党人认
定，她缺乏能点燃选民热情的激情和创
意。

群雄逐鹿

据路透社梳理，截至10日，已有9名
民主党人以公开宣布或组建竞选研究委
员会的方式加入 2020 年总统选举角逐。
克洛布彻是第 5 名宣布参选的女性民主
党人，也是首个政治主张温和的竞选人。

按照美联社的说法，9人中，马萨诸塞
州的伊丽莎白·沃伦、加利福尼亚州的卡
玛拉·哈里斯、新泽西州的科里·布克和纽
约州的柯尔丝滕·吉利布兰德是知名度相
对较高的联邦参议员，争取竞选资金支持
的“吸金”能力较强。前副总统乔·拜登可
能加入民主党竞选阵营。

按照法新社的说法，不少民主党人声
称，若想代表这一政党参加总统竞选，最
重要的“本事”是能够击败特朗普，阻止这
名共和党籍总统连任。

新华社特稿

新华社加拉加斯2月10日电（记者徐
烨 王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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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委内瑞拉举行大规模军事演习
“金特会”在即

韩美防卫费谈判暂获妥协

蓬佩奥访中欧
与俄争夺影响力

美民主党总统竞选再添一人

埃米·克洛布彻（右）宣布参选后与支持者互动。新华社/路透

俄军完成新型防空导弹系统测试俄军完成新型防空导弹系统测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