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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簽新協定 有效期 1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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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總統特朗普一直批評駐各國
美軍開支過大，要求盟友負擔更多
軍費，更曾威脅會從日本、韓國等
盟國撤軍。美韓兩國經過長時間磋
商後，終就軍費負擔達成協議，雙
方談判代表昨日在首爾草簽兩國第
10 份軍費協定，韓國將於未來 1 年
負擔 1.04 萬億韓圜(約 72.6 億港元)
軍費，按年升 8.2%。

草簽儀式昨日在首爾外交部大樓舉
行，由韓國外交部談判代表張元三

及美國代表貝茨簽署。協定未來經韓國司
法部門審批及總統文在寅簽署後，將與美
方正式進行簽署，預計在4月提交國會審
議，一旦通過便正式生效。
韓聯社報道，兩國今次能達成協定，
是由於雙方各退一步，韓方同意將協定有
效期縮減至1年，美方則同意韓方分擔的
軍費不超過10億美元(約78.5億港元)。有
韓國官員表示，簽署協定有助美韓專注處
理即將舉行的第二次美朝峰會。
韓國外長康京和表示，雖然談判過程

漫長，但最終證明非常成功。韓方一名
官員稱，兩國達成協定，反映雙方均肯
定美國有需要在朝鮮半島駐軍，應對瞬
息萬變的局勢。
貝茨則指，華府明白韓國對維持美朝
關係及地區和平穩定作出許多貢獻，期
望協議有助深化兩國合作及同盟關係。

特朗普為明年大選添籌碼
特朗普去年 12 月宣佈，不會接受韓國
負擔低於 10 億美元軍費，並要求將協定
有效期由 5 年縮減至 1 年，不過韓方強調
承擔 1 萬億韓圜、即相當於 8.89 億美元

(約 69.8 億港元)軍費已是底線，亦主張協
定需有最少 3 年有效期，令談判陷入僵
局。
由於新協定有效期僅 1 年，韓國今年
仍需就新一份軍費協定與華府展開談
判。據悉美國以需綜合檢討駐各國美軍
的軍費分攤方式為由，堅持以一年一次
的形式談判。
分析認為，特朗普可能要求盟國承擔
更多軍費，以凸顯其外交成果，為明年
總統大選增添政治籌碼，因此相信韓國
未來的軍費談判將愈加艱難。
■美聯社/路透社/法新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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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瓦台擬「特金會」前安排「文特」通話

韓向美「跪低」承擔72億軍費
韓國青瓦台發言人金宜謙昨
日表示，總統文在寅將於第二
次「特金會」舉行前，與美國
總統特朗普通電話，在敲定具
體日期後再作公佈。特朗普與
朝鮮領導人金正恩將於 27 日
至 28 日在越南河內會面，磋
商朝鮮半島無核化，韓聯社報
道，青瓦台正為兩人通電話作
好相關準備。
金宜謙指出，外長康京和近
期將與美國國務卿蓬佩奧會
面，國家安保室室長鄭義溶亦
將會見白宮安全顧問博爾頓，
預料將商討美朝峰會議題。
他又指，美國與朝鮮談判代
表下周將在亞洲某國會面，繼
續籌備峰會，但未有透露會面
地點。
美國對朝政策特別代表比根
早前結束平壤訪問行程，金宜
謙稱，鄭義溶上周會見對方聽
取其訪朝成果後，認為美朝對
話勢頭向好。
他強調今次峰會並非讓美朝
彼此試探，研究如何交換籌
碼，而是給予雙方機會暢談各
自立場及訴求。
他又指，在磋商峰會過程
中，美韓再次確認兩國合作關
係牢不可破，並在實現朝鮮半
島無核化上保持共識。
■綜合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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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色情物品或列公共健康危機
美國亞利桑那州共和黨眾議員尤德爾提
出議案，將色情物品列為公共健康危機，
指色情物品如同煙草般滲入社會各層面。
議案上周四獲州議會衛生委員會通過，稍
後交由州議會全體討論，議案雖不具法律
約束力，但支持者期望可推動未來立法限
制色情物品。
目前美國已有最少11個州份通過類似議
案，內容大多參考「美國反性剝削中心」

撰寫的法案內容，指出色情物品製造「有
害環境」，損害社會各方面，包括削弱兒
童自尊心、造成飲食失衡、增加兒童及女
性遭受性剝削和性暴力的機會，以及影響
婚姻和家庭關係等。
支持者指色情物品令人成癮，導致極端
及暴力行為，或演變成孌童癖，但有研究
指出，未有證據表明色情物品會如煙酒般
令人上癮。

投反對票的民主黨眾議員巴特勒質疑，
未有科學證據顯示應提升至公共健康危機
的程度，建議應首先在學校內加強性教
育。
波士頓大學公共健康學院助理教授羅思
曼認為，不能將所有色情物品一刀切討
論，應考慮有關物品的類型、對象，以及
如何影響現存的社會問題。
■綜合報道

民主黨女將沃倫選總統 主張徵富人稅
美國民主黨總統提名戰迎來首名重量級
參選人，麻省參議員沃倫前日正式宣佈，
展開2020年總統選舉競選活動，她提出民
粹主張，揚言對抗國民收入不均問題，冀
爭取黨內自由派支持。不過，沃倫的原住
民血統爭議仍未平息，料將成為她在選戰
中的最大弱點，而同屬自由派的參議員桑
德斯一旦宣佈參選，勢分薄沃倫的票源。
沃倫前日在波士頓西北部工業城鎮勞倫
斯舉行參選集會，她批評美國現行制度只
有利富人和權貴，其他人欠缺向上流動機
會，導致中產階級逐漸消失，她將為美國
爭取全民醫療保障、增加富人稅率，並削
弱政治游說的影響力。沃倫未有正面批評
總統特朗普，稱對方只是美國的「病
徵」，並非問題根源，呼籲支持者選擇能
反映美國價值的政府。

69 歲的沃倫於 2008 年金融海嘯後，出
任國會監督小組主席，負責監督「問題資
產救助計劃」(TARP)，其後擔任消費者金
融保護局特別顧問，在全國取得知名度。
沃倫2012年角逐麻省參議員，成功擊敗共
和黨時任議員當選，去年成功連任。

多名民主黨重量級人物均有意參選，包
括桑德斯及前副總統拜登等，其中桑德斯
同屬自由派主將，加上沃倫在2016年民主
黨初選時，拒絕公開支持桑德斯，估計一
旦桑德斯參選，將成為她在黨內初選的最
大攔路虎。
■美聯社/路透社/法新社

原住民血統惹爭議
不過，沃倫被揭早年多次以原住民後裔
自居，遭特朗普質疑，她去年10月公開其
脫氧核糖核酸(DNA)測試報告，證實擁有
原住民血統，卻反證她與原住民血緣關係
薄弱，沃倫最終向原住民道歉。
特朗普前日再次以沃倫的血統問題大做
文章，形容她是印第安公主「寶嘉康
蒂」，嘲諷對方借助原住民身份爭取優
勢，行為形同詐騙。

■沃倫宣佈參選
沃倫宣佈參選。
。 美聯社

敘庫族東部開戰 誓滅「伊斯蘭國」殘餘勢力
獲美國支持的敘利亞庫爾德族武裝組織
「敘利亞民主力量」(SDF)，前日向極端
組織「伊斯蘭國」(ISIS)在敘國東部的殘餘
勢力發動攻勢，SDF 發言人巴利形容今次
是「終極一役」，期望數日內奪回所有曾
被ISIS佔據的領土。
SDF早前停火10日，讓敘利亞東部代爾
袓爾約 2 萬名居民撤離，前晚重新發動攻

勢，巴利指仍有約600名ISIS戰士盤踞，大
部分為外國人，戰況非常激烈，但預計可於
數日內結束戰事。目前相信仍有數百名平民
被困，SDF將盡力讓他們安全撤離。
ISIS自2014年佔據伊拉克和敘利亞大片
領土，但在以美國為首的聯軍空襲支援
下，SDF 等武裝組織陸續收復失地，聯軍
副指揮官吉卡指出，ISIS 已失去 99.5%領

土，目前在敘國只控制不足 5 平方公里土
地。然而即使 ISIS 在敘國東部的控制區失
守，仍控制西部部分地區。
美軍一名將領日前指出，ISIS 仍有許多
戰士及資源，一旦美軍撤走，ISIS 可能捲
土重來。至於 ISIS 領袖巴格達迪的下落，
美國國防部消息人士指出，相信巴格達迪
仍在生，正匿藏於伊拉克。
■路透社

日 JR 擬建新線
羽田機場 23 分鐘抵新宿
不少港人到日本東京旅遊時，都喜歡選
擇飛往離市中心較近的羽田機場，再過10
年後，從羽田前往市區可能會變得更快
捷。JR東日本據報正計劃興建連接羽田機
場與東京市中心的鐵路支線，並將於近期
展開環評，如果一切順利，新的「羽田機
場聯絡線」
最快有望於 2029 年投入服務，
屆時由羽田前往新宿所需時間可能由現時
48分鐘，減至只需23分鐘。

最快 2029 年建成
目前乘坐鐵路由羽田機場進入東京市
區，一般需要經品川站轉乘，新路線建
成後，旅客將可於 18 分鐘內由羽田直達

東京站。新線路的環評工作預計需時 3
年，施工則需 7年，換言之最快可在 2029
年建成，由於建築人手緊張，項目成本
估計將達 3,000 億日圓(約 215 億港元)，因
此 JR 東日本正向中央政府及東京都政府
尋求補貼，據報中央政府對此態度正
面。
具體線路方面，新路線將設有 3 條支
線，分別是通往東京站的「東山手
線」、通往新宿的「西山手線」，以及
連接現有臨海線通往台場等地的「臨海
部線」，初步估計 3 條線直通往目的地所
需時間，均會較現時大幅減少。
■綜合報道

納吉布明受審
大打親民牌圖
「洗底」
馬來西亞前總理納吉布涉及主權基金
一馬發展公司(1MDB)貪腐案，遭當局合
共起訴 42 項罪名，他明日將就其中 7 項
控罪出庭受審。他近期表現非常高調，
頻頻在社交網站發放影片，展示他積極
為勞工階層爭取權益，大打親民牌，並
將自己打造成「受害者」，遭現政府報
復及誹謗，期望在審訊前爭取公眾支
持。

涉非法轉移 8000 萬元
納吉布涉嫌非法挪用 1MDB 約 45 億美
元(約 353 億港元)資金，明日審訊的案件
指他涉嫌從 1MDB 旗下的 SRC 國際，轉
移 4,200 萬令吉(約 8,094 萬港元)到其個人
賬戶，被控 3 項洗黑錢、3 項刑事失信及
一項濫權罪，審訊料持續至下月底，納
吉布否認全部控罪。
總理馬哈蒂爾上台後，一直被批評處
理納吉布貪腐案進度緩慢。有反貪腐組
織負責人表示，法院正式審訊是重要時

刻，有助政府紓緩壓力。
納吉布近期一洗在任時富裕精英階層
的「離地」形象，頻頻在社交網站抨擊
政府政策，又上載訪問不同家庭及市集
的照片，展示其親民一面，他亦上載哼
唱 1970 年代美國流行曲《Kiss and Say
Goodbye》馬來語版本的短片，批評馬哈
蒂爾未有兌現競選承諾。
意大利約翰卡博特大學馬來西亞問題
專家韋爾什質疑，納吉布的新形象只屬
假象，與他在任時的表現相去甚遠，無
助他改善形象。
■法新社/路透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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