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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首尔2月10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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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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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天，韩国外交部韩美防卫费分
担谈判代表张元三和美方谈判代表

蒂莫西·贝茨在韩国外交部大楼签署
协定。协定需获韩国国会批准后正
式生效。

根据韩国外交部发布的消息，韩
美双方通过10次正式会议和多个外
交渠道进行紧密磋商，最终就协定达
成一致。协定有效期为1年，在就下

一份协定未达成一致时，韩美双方可
协商决定是否将现有协定延期。

韩国外交部表示，美方要求韩方
根据韩国地位和经济能力大幅增加防
卫费分担金额。但韩国政府综合考虑
驻韩美军对半岛防卫贡献、韩方财政
负担能力及半岛安保状况，最终将今

年韩方防卫费分担预算增长率确定为
8.2%。韩国外交部强调，美方明确表
示不考虑在驻韩美军规模上作出任何
改变。

韩美两国自去年3月起就第10
份《防卫费分担特别协定》展开谈判，
但因在分担金额等方面存在分歧，一

直未能达成一致。美方要求韩方每年
承担至少10亿美元费用，并将协定有
效期从此前的5年缩短至1年。

目前，驻韩美军有将近 2.9 万
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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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份协定已于去年12月31日到期。

韩美草签第10份驻韩美军防卫费分担协定

全球首富自曝受到“敲诈”
全球首富、美国电子商务巨头亚马逊公司首席

执行官杰夫·贝索斯7日公开遭美国传媒公司“敲诈
勒索”情况。

美国传媒公司旗下报纸《国民问询》上月披露贝
索斯的婚外情，触发贝索斯调查。按贝索斯的说法，
这家企业6日以曝光他与婚外情对象不雅照片相要
挟，要求他叫停这项调查。

贝索斯与美国传媒公司的纠
葛始于1月。小报《国民问询》周
刊在贝索斯宣布与妻子离婚消息
不久披露他与一名前电视节目主
持人有婚外情。贝索斯随即让他
的安全顾问加文·德贝克尔调查这
一事件。

贝索斯7日在美国“媒介”网
站留言，指认美国传媒公司法律顾
问6日联系德贝克尔的律师，要求
贝索斯叫停德贝克尔的调查，否则
将曝光贝索斯与情人的数张不雅
照片。

贝索斯在留言中喊话美国传
媒公司老板戴维·佩克：“不，谢谢

你，佩克先生。”
贝索斯写道，尽管不想让私人

照片公开，他不会向敲诈勒索低
头。他公开美国传媒公司代表发
送的“勒索”电子邮件，内容包括：
如果满足美国传媒公司的条件，将

“不发表、传播、共享或者对外描
述”贝索斯与情人的短信息和不雅
照片。

美国传媒公司方面暂时没有
回应贝索斯的指认。

贝索斯去年拥有的财富达到
1120亿美元。他写道：“如果像我
这样的人都经不起勒索，又有多少
人能经受得住？”

按贝索斯的说法，美国传媒公
司除希望结束德贝克尔调查，还要
求德贝克尔公开确认《国民问询》
上月的报道“没有政治动机”。

德贝克尔近期接受美国野兽
日报网站采访时说，“有力线索”显
示《国民问询》公开贝索斯婚外情

“出于政治动机”。
多家国际媒体7日解读，所谓

“政治动机”，指贝索斯可能遭报
复，与个人政治主张相关。

按这些媒体的说法，美国传媒
公司与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关系密
切，而白宫主人素来与美国主流媒
体不和，时而指认主流媒体炮制假
新闻，主流媒体则时常在报道中给

白宫主人“挑错”。特朗普点名批
评的媒体包括贝索斯名下《华盛顿
邮报》。

贝索斯7日说：“我不愿参与
他们那种给予政治好处、施加政治
迫害和腐败的伎俩。我宁愿起身，
滚动原木，看看木头底下能爬出些
什么。”

贝索斯7日自曝受到“敲诈”
一事得到一些媒体从业者声援。

“嗡嗡喂”新闻网站主编本·史密斯
说：“这是对勒索多么有效的反
击。”“再编码”新闻网站联合创始
人卡拉·斯威舍说：“我不喜欢贝索
斯的全部，但我喜欢他做的这件
事。” 杜鹃（新华社专特稿）

全球首富、美国电子商务巨头亚
马逊公司首席执行官杰夫·贝索斯7
日公开自己遭美国传媒公司“敲诈勒
索”。美联社8日援引知情人士的话
报道，美国联邦检察官已经着手审视
美国传媒公司是否违反就另一案件
与检方达成的不起诉协议。

上述协议牵涉两名声称与总统
唐纳德·特朗普有染女子所获“封口
费”。“封口费”案件令特朗普前私人
律师迈克尔·科亨获刑，牵涉其中的
美国传媒公司依据与检方协议免于
指控。

科亨供认，他违反联邦竞选资
金相关法律，2016年美国总统选举
日前夕按特朗普指示，安排向两名
声称与特朗普有染的女子支付封
口费，以“影响选举结果”。两笔

“封口费”中，美国传媒公司牵涉
《花花公子》杂志模特卡伦·麦克杜
格尔所获资金。

依据美国传媒公司与检方达成
的“合作就不起诉”协议，美国传媒公
司承认协助特朗普团队，让麦克杜格
尔收到15万美元后“封口”；检方同
意不起诉，但美国传媒公司须在一切
与“封口费”相关调查中合作，且不得
有违法行为。

然而，贝索斯7日自曝遭美国传
媒公司“敲诈勒索”，引起联邦检察官
注意。

分析人士认为，如果贝索斯所
言获证属实，美国传媒公司及其高
级主管可能受到勒索和胁迫罪名指
控。另外，美国传媒公司一旦被认
定违反与检方协议，可能面临刑事

指控，司法程序或许牵出“封口费”
更多细节。

贝索斯与美国传媒公司纠葛始
于1月。美国传媒公司旗下小报《国
民问询》周刊在贝索斯宣布与妻子离
婚消息不久后披露他与一名前电视
节目主持人有婚外情。贝索斯随即
让他的安全顾问加文·德贝克尔调查
这一事件。

按贝索斯的说法，美国传媒公司
6日以曝光他与婚外情对象不雅照
片相要挟，要求他叫停调查并公开承
认《国民问询》上月对他的报道“没有
政治动机”。

就贝索斯最新爆料，美国传媒公
司7日说，董事会已经要求彻查，将
采取“一切必要的适当行动”。

陈立希（新华社专特稿）

先“下手为强”？

遇“政治报复”？

“新视野”号新发现：

“天涯海角”呈扁平形而非球形

新华社曼谷2月10日电 据中国驻泰国宋卡
总领馆10日通报，一艘载有11名中国游客的快
艇9日下午在普吉海域与一艘停泊油轮相撞，导
致11名中国游客和2名船员受伤，无人死亡。

据了解，事发时快艇正由皮皮岛返回普吉
岛。伤者被送往普吉两所医院接受救治，无生命
危险。截至目前已有6人出院或无需住院治疗，
其余5人住院观察，个别需要继续治疗。

得知消息后，中国驻宋卡总领馆高度重视，立
即启动应急机制，驻普吉领办负责人第一时间赶
赴两所医院看望伤者，要求院方全力救治，同时敦
促警方、海事等部门尽快调查事故原因，相关方面
妥善处理后续事宜。

当日，泰方普吉府副府尹、旅游警察、移民局
和游客服务中心的负责人均赴医院慰问伤者，并
提供协助。

10日上午，中国驻宋卡总领馆驻普吉领办负
责人再次赴医院看望伤员，所有游客均情绪稳定。

11名中国游客来自浙江省杭州市的两个家
庭，以自由行方式到普吉旅游。

第七届世界政府峰会
聚焦全球治理等议题

新华社迪拜2月10日电（记者苏小坡）第七
届世界政府峰会10日在阿联酋迪拜开幕。来自
140多个国家和地区以及国际组织的4000多名
代表与会，就创新和改善全球治理、应对气候变化
挑战、人工智能应用和科技如何改变人类未来等
议题展开交流和讨论。

阿联酋副总统兼总理、迪拜酋长穆罕默德在
峰会开幕前表示，世界政府峰会的主要目标是预
见人类社会不同领域的未来发展方向并着力进行
有针对性的相关改善，“峰会将汇集各种努力和想
法以增进人民的幸福”。

世界经济论坛创始人兼执行主席克劳斯·
施瓦布在开幕致辞中指出，第四次工业革命带
来急速而复杂的变化和不确定性，与此同时全
球治理也正处在十字路口。他呼吁以更可持续
的发展和包容性的“全球化4.0”来应对未来的
风险和挑战。

本届世界政府峰会为期3天。其间，将举行
16个论坛和200多场专题研讨会，600名演讲者
受邀发表意见。

泰国普吉海域
发生快艇撞船事故
致11名中国游客受伤

土耳其居民楼倒塌事故
死亡人数升至21人

新华社伊斯坦布尔2月9日电 土耳其内政
部长苏莱曼·索伊卢9日晚说，伊斯坦布尔市6日
发生的居民楼倒塌事故已造成21人死亡、14人
受伤。

伊斯坦布尔市卡尔塔尔区一栋8层居民楼6
日突然倒塌，共有43人住在这栋居民楼内。一些
居民说，他们在楼房倒塌前听到了爆炸声。

印度假酒事件致死近90人
新华社新德里2月10日电 据《今日印度》周

刊9日报道，印度北方邦和北阿坎德邦近日发生
的假酒事件造成的死亡人数已近90人。

据悉，假酒事件发生后，印度当局加大了对制
售假酒的打击力度，截至目前已抓捕至少30名涉
案人员，查获超过400升的假酒，几十名地方政府
官员和警员被停职调查。

2 月 8 日，在巴西里约热内卢，警察封锁
街道。

巴西警方8日通报说，警方当天在里约热内
卢市中心两个平民社区展开缉毒行动，打死13名
毒贩。 新华社/美联

巴西警方打死13名毒贩

新华社洛杉矶2月9日电（记
者谭晶晶）美国“新视野”号探测器
日前传回的最新照片，颠覆了任务
团队此前对太阳系边缘小天体“天
涯海角”形状的判断。根据新照片
分析，由两个部分连接而成的“天涯
海角”呈扁平形，而非球体，较大部
分形状像煎饼，较小部分像凹陷的
核桃。

新年第一天，“新视野”号以约
5万公里的时速从距“天涯海角”仅
3500公里处飞过，完成人类探测史
上最遥远的一次星际“邂逅”。此前
公布图像显示，“天涯海角”表面呈
淡红色，由两个球体连接构成，外形
酷似“雪人”，总长度为31公里。

任务团队8日公布的14张新
照片拍摄于“新视野”号飞离“天涯
海角”时，由“新视野”号上的远程侦
察成像仪拍摄于飞越后约10分钟，
与此前公布的探测器接近“天涯海
角”时拍摄的照片角度不同。

研究人员将这14张图片制成
短片，显示“天涯海角”的两个组成
部分并非球体，而是呈扁平状。取
名“天涯”的较大部分像一个巨大的

煎饼，而取名“海角”的较小部分像
一个凹陷的核桃。这是“新视野”号
飞越“天涯海角”最重大发现之一。

“新视野”号项目首席科学家艾
伦·斯特恩说：“这些新图像提出了

‘天涯海角’如何形成的科学谜题，
人类此前从未探测到类似绕太阳运
转的天体。”

“新视野”号项目科学家哈尔·韦
弗表示，“新视野”号邂逅“天涯海角”
时速度太快，某种程度上限制了对

“天涯海角”真实形状的准确判断。
新结果表明“天涯”和“海角”都比预
想的更扁平，这无疑将激发太阳系
早期小行星形成的新理论研究。

“天涯海角”位于太阳系边缘柯
伊伯带，距太阳大约65亿公里，比
冥王星还远约16亿公里。柯伊伯
带被认为隐藏着大量冰冻岩石小天
体，它们可能还完好保存着太阳系
刚刚形成时的信息。

“新视野”号探测器于2006年
1月发射升空，旨在实现人类首次
对冥王星等柯伊伯带天体的探测任
务，寻找有关太阳系起源和演化的
线索。

贝索斯“受要挟”牵动美国检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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杰夫·贝索斯（资料照片）。 新华社发

这是2月9日在泰国普吉岛附近海域拍摄的
相撞受损的快艇（左）。 新华社发

“新视野”号（资料照片）。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