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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与韩国围绕驻韩美军费用分
摊的新一轮谈判再次无果而终。

韩国外交部一名要求不公开姓名
的高级官员14日告诉路透社记者，双
方“几乎就所有要素达成一致”，但对
协议“总体规模”存在分歧，因而未能
达成最终协议。

韩美官员11日开始在韩国首都
首尔举行为期3天会议，韩方首席代
表是前驻斯里兰卡大使张元三，美方
首席代表是副助理国务卿蒂莫西·贝

茨。双方试图确定2019年起费用分
摊比例，以新协议取代2014年达成、
今年年底到期的协议。

截至14日，美韩双方没有发布
2019年驻韩美军费用总额。

美国1953年以来在韩国派驻军
队，现有驻军规模大约2.85万人，韩
方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分摊驻军费
用。美韩自1991年起先后签署9份
驻韩美军费用分摊协议；自今年3月
以来共举行10轮谈判，以确定第10

份费用分摊协议，均无果而终。
韩国媒体先前报道，谈判分歧主

要源于美方“狮子大开口”。韩国
2018年为驻韩美军分担费用总额为
9600亿韩元（约合8.5亿美元），美方
要求韩方大幅提高负担比例。

美国《华尔街日报》上周以消息人
士为来源报道，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
普要求韩国今后5年每年支付大约
12亿美元。

驻韩美军14日发表声明，说美方

寻求“尽快”就费用分摊达成一致，但
就美韩现有磋商看，“我们无法推测潜
在结果”。

按照韩国外交部那名官员的说
法，双方今年不会再次就费用分摊

“碰头”。路透社报道，这一说法触
发驻韩美军明年费用出现“缺口”的
担忧。

另外，驻韩美军方面上月警告，
如果美韩无法就费用分摊达成一
致，为美军提供服务的韩方人员明

年 4月中旬起可能将“无薪休假”。
大约 8700 名韩方员工现阶段向驻
韩美军提供行政、技术和其他方面
服务。

依据驻韩美军最新声明，美方将
确保韩方人员“有充足时间为可能出
现的休假作准备”。

韩国外交部那名官员说，韩方
将“努力把对员工的负面影响降到
最低”。

郑昊宁（新华社专特稿）

美韩驻军费用谈判又“谈崩”
俄总统新闻秘书说

俄美元首有必要见面
新华社莫斯科12月14日电 据俄罗斯《消息

报》14日报道，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说，俄罗
斯与美国两国总统有必要见面，俄方愿为举行双
边最高层对话付出努力，并有意举行其他层级对
话，解决当前涉及双方的迫切问题和全球战略安
全问题。

俄美两国首脑此前决定在阿根廷出席二十国
集团领导人峰会期间举行会晤，但11月末俄因刻
赤海峡事件扣留了乌克兰的船只和船员，美总统
特朗普因此取消了与俄总统普京原定的会晤。

俄向联合国大会提交
保留《中导条约》决议草案

新华社莫斯科12月15日电 俄罗斯常驻联
合国代表处发言人斯特日若夫斯基15日说，俄方
已向联合国大会就保留《中导条约》递交决议草案。

俄罗斯《消息报》援引斯特日若夫斯基的话报
道，美国擅自启动暂停履行《中导条约》进程，将该
条约未来置于威胁之中。俄方于14日向联合国
大会就保留《中导条约》递交决议草案，呼吁各方
履行条约职责并通过条约中所规定的机制解决现
有问题。

俄罗斯外交部12月14日发布声明说，俄外
长拉夫罗夫表示，俄公民布蒂娜与美国地方法院
达成认罪协议旨在争取尽快获释并回国。据悉，
布蒂娜今年7月在美国被捕，她被指控在旅美期
间按照俄政府高层人士指示与美方人士建立关
系，并渗透对美国政治有影响力的组织，为俄争
取利益。本月13日，布蒂娜与美方达成认罪协
议，承认与他人合谋充当外国政府代理人，并且
没有在美国进行相关登记。

这是美国警方2018年8月18日提供的布蒂
娜的资料照片。 新华社/路透

俄外交部：

俄公民布蒂娜认罪
旨在尽快获释回国

土检方下令抓捕
267名“涉恐”人员

土耳其检察部门14日下令抓捕267名军方
人员和军工企业人员，指认他们关联“恐怖组织”

“居伦运动”。
土耳其阿纳多卢通讯社报道，执法人员14日

凌晨在首都安卡拉和最大城市伊斯坦布尔分别开
始抓捕嫌疑人，暂时不清楚已经抓获多少人。

伊斯坦布尔检方寻求抓捕219名现役军人，
包括4名上校、5名中校和10名少校。阿纳多卢
通讯社报道，检方下令抓捕的依据是对“居伦运
动”成员所作调查；现有消息显示，他们借助投币
式公用电话相互联络。

在安卡拉，检方寻求抓捕48名国防军工企业
人员，指认他们支持土耳其宗教人士费特胡拉·居
伦，同样借助公用电话联络。

居伦现在美国居住。土耳其方面认定他领导
的“居伦运动”是2016年7月未遂军事政变主谋，
因而把“居伦运动”列为恐怖组织，在国内抓捕上
万名涉嫌参与未遂政变人员。

郑昊宁（新华社专特稿）

12月15日，在印度卡纳塔克邦，一名食物中
毒事件死者的妻子在丈夫的遗体旁哭泣。

印度南部卡纳塔克邦14日发生食物中毒事
件，截至目前已造成12人死亡，另有80人入院接
受治疗。据印度媒体报道，这起事件发生在卡纳
塔克邦首府班加罗尔以南165公里的萨尔瓦迪
村，一些村民在食用了免费提供的食物后相继出
现呕吐和恶心症状。 新华社/美联

印度南部发生食物中毒事件
12人死亡80人入院接受治疗

特朗普借助社交媒体“推特”宣布

马尔瓦尼将出任白宫办公厅代理主任
虽然是代主任，但马尔瓦尼可以“无限期”担任这一职务，因为特朗普没有为他“兼职”设时间限制

美国总统唐纳

德·特朗普14日借助

社交媒体“推特”宣

布，现任白宫行政管

理和预算局局长米

克·马尔瓦尼将出任

白宫办公厅代理主

任，接替年底离职的

约翰·凯利。

特朗普发推文，称赞马尔瓦尼在
自己政府“工作出色”，期待与他一起
共事。特朗普确认，凯利会充任白宫

“管家”至年底。
不愿公开姓名的白宫官员披露，

凯利对继任者“满意”，打算年底交接
后再离职。

美联社报道，与凯利不同，马尔
瓦尼在任命宣布前已得知总统所作
选择。特朗普14日在白宫面见马尔
瓦尼，当晚两人又通电话。凯利一度
出任国土安全部长，在特朗普经由社
交媒体发布人事任命后才得知调任
白宫办公厅主任。

白宫消息人士说，马尔瓦尼将继

续兼任白宫行政管理和预算局“一
把手”。

不清楚特朗普出于何种考虑给
马尔瓦尼以代主任的“名分”。一名
不愿公开姓名的白宫官员说，虽然是
代主任，马尔瓦尼可以“无限期”担任
这一职务，特朗普没有为他“兼职”设
时间限制。

美联社报道，特朗普选择马尔
瓦尼，一方面是因为两人相处融
洽，另一方面是看中后者的从政经
验。马尔瓦尼先前是联邦众议员，
熟悉国会运行，可以帮助白宫更好
应对明年年初开始由民主党掌控
的众议院。

“代理”无期限？ 并非最中意的人选

美国媒体先前在报道中援引
知情人士曝料，马尔瓦尼对白宫
办公厅主任职位不感兴趣，而是
更希望出任财政部长或贸易代
表。白宫官员 14 日否认这一传
言，称特朗普“不需要做他的思
想工作”。

马尔瓦尼现年 51 岁，来自南
卡罗来纳州，从政前涉足过法律
圈和房地产业，是共和党激进派
别“茶党”前成员。他 2010 年首
次当选联邦众议员；2017 年 2 月
出任白宫行政管理和预算局局长，
随后兼任美国消费者金融保护局
代理局长。

特朗普最中意的人选并非马
尔瓦尼。他原本希望副总统迈
克·彭斯的幕僚长尼克·艾尔斯
替他打理白宫上下，但艾尔斯以

“家庭原因”为理由婉拒。
美联社报道，总统及其身边顾

问“没有料到”艾尔斯会拒绝，特朗
普本月8日宣布凯利离职消息时曾
信心满满地说，将在“一两天后”公
布继任者。

艾尔斯14日发推文祝贺马尔瓦
尼，称“三胞胎父亲得到了这份工作，
他才是合适人选”。巧合的是，艾尔
斯和马尔瓦尼都有三胞胎孩子。

王宏彬（新华社专特稿）

入围人选纷纷“婉拒”

特朗普发布现任白宫办公厅主
任约翰·凯利今年年底离职的消息
后，美国媒体曝出多名潜在候选人，
包括财政部长史蒂文·姆努钦。

但姆努钦随即表露无意做白宫
“管家”。一名与他关系密切的人士
披露，姆努钦认为自己适合在财政
部助力总统，愿意留任现有职位。

在这以前，特朗普最中意的继
任人选、副总统迈克·彭斯的幕僚长
尼克·艾尔斯以“家庭原因”为理由
婉拒这一职位。此外,新泽西州前
州长克里斯·克里斯蒂13日在白宫
面见特朗普后，同样以“家庭原因”
为由请总统不必考虑他。

另一些消息人士提及代理司法
部长马修·惠特克、贸易代表罗伯

特·莱特希泽，甚至白宫通信联络办
公室主任比尔·夏因和白宫发言人
萨拉·桑德斯。

人选范围不断扩大，显示白宫
“管家”新人选的不确定性。

“烫手山芋”吃力不讨好

一些分析人士说，多名潜在候
选人无意加入“竞争”，显示白宫“管
家”难当，在特朗普手下工作面临一
系列挑战。

白宫事务专家、讲述白宫办公
厅主任幕后故事《守门人》一书的作
者克里斯·惠普尔认为，即使在“好
时候”，这一职位也是“烫手山芋”。
他说：“这是每周7天、每天24小时
的工作，吃力不讨好。”

现任白宫办公厅主任凯利是军
人出身，“讲规矩、守纪律”的办事风

格遏制了白宫西翼行政办公楼内的
不良风气，却得罪了总统幕僚以至
总统本人。

美联社报道，特朗普告诉一些
亲信，他准备找一个“谈得来的人”
出任自己任期内的第三任白宫办公
厅主任。他们可以一起聊“八卦”，
抱怨新闻媒体报道。

按这篇报道的说法，特朗普同
时告诉身边人，他“怀念”第一任
白宫办公厅主任赖因斯·普里伯
斯在任时随心所欲的氛围，不会
允许新任“管家”像凯利一样设置
条条框框。

女婿库什纳也不愿意接手

不愿公开姓名的消息人士告诉
美联社记者，白宫一些“外围”顾问
和政府官员向总统建议，选库什纳

充任白宫新“管家”，接替已经确定
年底离职的约翰·凯利。

消息人士说，这些人推荐库
什纳的理由是：他与总统关系亲
近，充任总统顾问期间“成绩单”
有目共睹。

法新社报道，库什纳在与墨西
哥和加拿大的贸易谈判、中东和平
计划以及美国刑事犯罪量刑改革立
法方面有一定的建树。

库什纳现年37岁，与沙特阿拉
伯王储穆罕默德·本·萨勒曼个人关
系不错。作为传统盟友，沙特在美
国中东战略中扮演重要角色。

一名消息人士披露，库什纳本
人对现状满意，“目前没有谋求（白
宫办公厅主任）这一职位的倾向”。

与岳父一样，库什纳进入白宫
前没有从政经历，是房地产开发商。

张旌 王宏彬（新华社专特稿）

特朗普为何难觅白宫新“管家”？
现任白宫办公厅主任约

翰·凯利被美国总统唐纳德·特
朗普宣布今年底将离职后，特
朗普一直正在物色白宫办公厅
主任继任人选。

期间，有北卡罗来纳州联
邦众议员马克·梅多斯、前选举
顾问戴维·博西和前新泽西州
州长克里斯·克里斯蒂等人“入
围”，还有“不少人”过去几天向
特朗普推荐他的女婿、白宫高
级顾问贾里德·库什纳接任白
宫办公厅主任。

但是据媒体报道，因为白
宫“管家”难当，多名潜在人均
选表示无意加入“竞争”。

在美国华盛顿，美总统
特朗普接受采访。

新华社/美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