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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中情局成立特别中心：
专门应对朝鲜核威胁

美国中央情报局（CIA）5月10日
发表声明称，该机构已设立一个“特别
中心”，专门应对朝鲜“核武器的威
胁”，这是美国中情局首次成立仅针对
一个国家的任务中心。

美国中情局发表的声明称，设立
“特别中心”旨在利用中央情报局所有
资源、能力和权限，以解决朝鲜核与导
弹威胁问题。声明表示，特别中心将与
美国情报界和所有国家安全部门紧密
合作，收集和分析有关朝鲜核与导弹
技术的情报。

美国中情局发言人乔纳森说，美国
面对的威胁在不断变化，中情局也必须
与时俱进，来应对这些威胁。中情局局
长迈克·蓬佩奥表示，设立特别中心更
利于集中整合和派遣中情局的力量，以
应对来自朝鲜对美国及其盟友的严重
威胁。4月13日，蓬佩奥在华盛顿发表
了上任以来首次公开讲话，在谈到朝鲜
核、导问题时，他表示，朝鲜比历史上任
何时期都更有能力对美国本土发动核
打击。4月底至5月初，蓬佩奥还前往韩
国并访问了延坪岛。 （央视新闻）

10日上午8时9分，韩国中央选举委员会
委员长敲锤定音，确定韩国第19届总统文在
寅的任期正式开始。

由于先前总统缺位，文在寅可谓“火速上
马”，除了宣誓就职、接受贺电祝贺外，文在寅
上任第一天就开始密集处理公务，同时完成
一系列原本应在候任总统时期完成的任务。

第一个电话 打给了军方领导人

文在寅的总统任期于选举委员会委员长
敲槌定音的10日上午8时9分正式开始，文在
寅作为总统还同时接收韩军统帅权。8 时 10
分，第一个电话，对象：军方领导人。文在寅上
任后的第一个电话打给了参谋长联席会议主
席李淳镇。韩国联合参谋本部称，新总统听取
了朝鲜军方动向、韩国军方应对态势等涉朝
汇报，嘱咐军方继续保持高度警戒态势。

10时左右，第一次外出，地点：国立显忠院。
位于首尔的国立显忠院是韩国国家公墓。文在寅
一行全部穿黑西装、白衬衫，系黑领带，戴白手
套，前往这里祭拜。国立显忠院的前身是 1955
年建立的韩国军人墓地，1965 年升级为国家
公墓，是安葬去世的国家元首、爱国志士、殉
国烈士的地方。祭拜国立显忠院可以说是当

选总统宣誓就职前的“规定动作”。

第一次会见 对象：在野党领袖

11时左右，第一次会见，对象：在野党领
袖。文在寅首先前往位于首尔汝矣岛的自由
韩国党办公楼，会见这一前执政党的国会代
表郑宇泽，随后又在国会会见了国民之党党
首朴智元，呼吁两党对新政府给予支持与合
作，并承诺将随时会见在野党骨干进行沟通。
此后，文在寅还会见了较小的在野保守党正
党和左翼在野党正义党领袖。

12时左右，宣誓就职。文在寅承诺，将力
争做“全民总统”，称一切准备就绪后将离开
青瓦台，在光化门政府大楼办公，随时同国民
沟通。他还表示，要抽时间在光化门广场办大
讨论会，最大限度地分散“帝王式总统权”。

文在寅表示，为了朝鲜半岛和平，他愿意
在条件允许时访问朝鲜。

第一项任命 职务：青瓦台秘书室长

凤凰旗是青瓦台的象征，在3月10日宪法
法院裁决罢免朴槿惠的同时降下，韩国宪政史
上首次出现总统缺位的情况。5月10日午后，文

在寅乘车进入青瓦台，凤凰旗时隔60天后再次
归位。

14时30分左右，宣布第一项提名。文在寅
在青瓦台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提名全罗南
道知事（相当于省长）李洛渊为候任国务总
理。文在寅表示，正值亟需理顺政局、平稳过

渡的非常时期，要迅速组建干练的整合型内
阁，由广泛了解政府、国会、媒体和舆论的稳
重人士来领导内阁。

14时30分左右，宣布第一项任命。在新闻
发布会上，文在寅任命前国会议员任钟晳为
青瓦台秘书室室长、即总统府幕僚长。

第一次外交通话 对象：美国总统特朗普

22时30分左右，第一次外交通话，对象：
美国总统特朗普。文在寅与特朗普的电话打
了30多分钟。文在寅表示，希望尽快访问华盛
顿与特朗普举行会谈，坦率交换意见，为此将
尽早派特使团访美“铺路”。特朗普则邀请文
在寅于近期访美。

11日上午，开始青瓦台办公。虽然新总统
表态要搬到光化门办公，但文在寅的一名发
言人表示，文在寅11日仍暂时留在青瓦台。

韩国内政部政府建筑管理办公室主任宋
尚洛解释说，光化门政府办公楼需要进行安
保升级，例如加装防弹玻璃。另外，这座19层
的办公楼目前使用的是普通的刷卡入内系
统，还达不到青瓦台复杂的安保体系标准。

宋尚洛表示，文在寅有望于2019年搬到
光化门政府办公楼办公。 （新华国际）

日本政府着手天皇退位
拟在2018年公布新年号

据中国之声《央广新闻》报道，当
地时间5月10号，日本众参两院围绕
实现天皇退位的特例法案，在该国众
院议长公邸召开了正副议长及各党派
代表出席的全体会议。日本天皇退位
特例法案获众院肯定，力争在今年 6
月通过。据悉，有关伴随新天皇即位适
用的新年号，日本政府有意在退位之
前的明年年中宣布。

据悉，该法案名称为《有关天皇退
位等皇室典范特例法》。其中称天皇对
于今后很难继续从事公务等活动“深
感挂心”，写明“国民对天皇的心情予
以理解、抱有同感”。

关于特例法的依据规定，特例法附
则中将写明“在《皇室典范》的附则中新
设关于特例法与典范成一体的规定”。
通过对日本《皇室典范》做出部分修改
的方式实现。退位后天皇的称号为“上
皇”，皇后为“上皇后”，敬称为“陛下”。

虽然特例法的内容是仅限当今一
代天皇允许退位，但日本民进党认为
为了明确成为今后天皇退位之际先
例，应遵循国会见解采用“天皇”。最终
执政党方面让步而达成了妥协。

当天的会议上，日本政府方面由
官房长官菅义伟等人出席，出示了法
案纲要。菅义伟表明了本月19号在内
阁会议上决定法案的方针。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在 10 号中午
的政府与执政党联络会议上称：“会竭
尽全力使法案在（6月18号闭幕的）本
届国会获得通过。”

日本众院议长大岛理森在全体会
议后召开记者会，认为纲要内容符合
3月的国会见解，予以“肯定”。（央广）

特朗普见俄外长
白宫连照片都不给美媒？

9日，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突然
解除联邦调查局局长詹姆斯·科米职务。
次日，特朗普现身白宫，高规格接见俄罗
斯外交部长谢尔盖·拉夫罗夫。拉夫罗夫
是特朗普上任后到访美国的最高级别俄
罗斯官员。特朗普一并接见的还有联邦
调查局“通俄”调查的重点关注对象、俄
罗斯驻美大使谢尔盖·基斯利亚克。

特朗普 10 日在白宫会见拉夫罗
夫，却把美国媒体一律挡在门外，事后
连官方现场照都不提供。然而，会面刚
结束，俄罗斯官方机构就公布了双方
握手照，让美国媒体深感“丢份儿”。

特朗普上台后，其执政团队与美
国主流媒体的关系一直很不对付，发
生过不少口角。但白宫记者团想不到，
这么重要的一次会见，白宫把本国媒
体全挡在门外就算了，竟然事后连官
方现场照都不给“自己人”提供，却让
俄方抢先发布。

当天会面结束后，俄外交部在社交
网站“推特”的账号就发布了特朗普与
拉夫罗夫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里的握
手照；紧接着，俄罗斯驻美大使馆的“推
特”账号又放出特朗普微笑着与俄罗斯
大使谢尔盖·基斯利亚克握手的照片。

拉夫罗夫此次访问因其发生的敏
感时机而引人关注：特朗普及其执政团
队正陷于“与俄方勾结以左右去年美国
大选”的指责，联邦调查局与国会正就
此展开调查。基斯利亚克正是“通俄门”
事件中的关键角色，事先白宫并未对外
说明基斯利亚克会参加此次会见。

白宫事先表明这场会面不对美国媒
体开放，仅允许白宫官方摄影师和一名俄
官方通讯社塔斯社摄影记者在场。会面结
束后，美方记者才获准进入椭圆形办公
室，但现场只剩特朗普和前国务卿亨利·
基辛格，并无俄方人员。 （新华社）

记者暗访
“枪手”替考托福 90分最低要花8000元

替考中介究竟是如何找到“枪手”，并操作复杂的
替考流程呢？为了找出答案，红星新闻记者假扮成一名
想找托福替考的大四学生，对网上的四家替考中介进
行了暗访。

替考中介：
替考者有在校学生和老师

红星新闻记者在网上输入“托福代考”4个字，首页上
除了显示在最上方的托福代考新闻外，下面赫然出现了
众多以“托福代考”为题的网页链接。链接下方文字中附有
微信号或QQ号码。

但当记者点进去后却发现，这些网页均跳转至一些
与替考毫不相干的企业网站上。红星新闻记者随即按照
网页上所显示的QQ号码或微信号，添加了搜索结果显
示在靠前位置的4家替考中介。

在表达想找人替考托福意愿后，4家替考中介均询问
了记者想要取得的分数。记者报出90分（满分120分）和
100分，并了解各自所需费用。前者大概属于一个中等竞
争力的分数，而100分以上可以申请到美国最好的30所
大学。

对于90分，4家替考中介分别给出2.5万元、1.6万元、
2.08万元的价格，最便宜的一家也要8000元。而对于100
分以上的分数，一家替考中介表示需要1.2万，而另一家
表示需要1.8万元。

其中一家替考中介表示，已经有十多年经验，都是事
成之后再付款，分数只会高于90分。你只需要提供身份
证，托福账号密码，充好考试费。

见记者依然犹豫不决，这家替考中介又表示，你这个
年龄的替考者也是在校生或者是培训机构的老师，考试
就是个兼职，赚个外快。而且，我们接的散客也很少，多半
都是和留学机构私下长期合作。

替考之前
可与“枪手”见面 不满意可换人

托福替考的具体流程又是如何？记者随机暗访到两
家替考中介，对方给出的回答都大同小异：首先需要考生
发送自己的照片，接着，中介方在自己的“资源”中寻找面
貌相似的考生，并将“枪手”照片发送给考生。确认照片后，
考生需向中介缴纳50%的替考费用作为定金，汇到对方提
供的银行账号后，方可安排与“枪手”见面。其中一家机构
还表示，考生还可以在见面时测试“枪手”能力，不满意可
无条件另换“枪手”。

双方见面确认无误后，替考中介安排“枪手”进行考
试，考生则负责在考试结束，分数达到预期标准后付清余
款。而在被问及是否会签订合同时，四家替考中介则异口
同声地表示：没有合同，不会签任何协议，因为本身就是

“灰色产业”，所以即便签订合同也没有法律作用。
实际上，根据陈航讲述的案例，替考中介所谓“万无

一失”的说法恐怕会不攻自破：只要通过语音对比，作弊就
会轻而易举地现出原形。

红星新闻记者 王雅林 实习生 翟佳琦

更 新更 新
更详尽报更详尽报
道请扫描道请扫描
二维码关二维码关
注红星新注红星新
闻闻

红星新闻暗访
揭替考中介利益链

被捕
4日，四名在美中国

留学生，因被查出托福替
考而被逮捕。4人因涉嫌

“密谋欺骗美国政府”而
被起诉，将面临五年以下
的有期徒刑，3年释放后
监控以及25万美元罚金。

原因
据悉，托福不仅是学

业考试，同时也是美国政
府发放、延期或重新颁发
F-1学生签证的凭证。伪
造这一成绩，即被视作密
谋欺骗美国政府。

严抓
据介绍，ETS已掌握

了语音识别技术，只要检
测同一名字下考生几次
考试的声音是否吻合，以
及同一声音是否出现在
了不同姓名的口语考试
中，就可以把替考人和被
替考人一网打尽。

暗访
一家替考中介告诉

记者，你这个年龄的替考
者也是在校生或者是培
训机构的老师，考试就是
个兼职，赚个外快。而且，
一般接散客也很少，多半
都是和留学机构私下长
期合作。

打电话、组班子、祭先烈……
韩国新总统的第一个“24小时”很忙

中国留学生替考托福在美被捕或面临重刑

据外媒报道，本月4日四名在美中国留学生，因被查出托福替考而被逮捕。4人因涉嫌“密谋欺骗美
国政府”而被起诉，将面临五年以下的有期徒刑，3年释放后监控以及25万美元罚金。

考试作弊本不是新鲜事情，但为何此次作弊的学生会受到美国联邦法院指控“密谋欺骗美国政府”？
替考学生，如何被“揪”出？牵线搭桥的黑中介，又门道几何？近日，针对这些问题，红星新闻记者采

访了美国厚仁教育资深专家陈航先生，并假扮想找替考的大学生对非法替考机构进行了暗访探底。

陈航告诉红星新闻记者，由于托福考
试只验证证件本身的真假，并通过肉眼快
速比对证件照片和考生，所以很多中国替
考者都是拿着被替考人的证件（护照）去
考试。单从相貌来看，很多美国考官常常
无法立刻辨别亚洲人之间的相貌区别，所
以很容易蒙混过关。

近两年，美国教育考试服务中心
（ETS）正在严抓各类考试的留学生替考或
作弊现象，其中SAT考试更是已经取消今
年6月所有国际考场的考试。陈航表示，这
正说明了ETS的决心之大，这些指控和调
查一定是长期的，不是临时指控。

至于严抓的手段，陈航表示，ETS 已
经掌握了语音识别技术，而SAT考试和托
福考试的口语项目，正好为这一技术提供

素材：只要检测同一名字下考生几次考试
的声音是否吻合，以及同一声音是否出现
在了不同姓名的口语考试中，就可以把替
考人和被替考人一网打尽。

陈航讲述了一个他经手过的案例，一
个东北高中男生，通过找替考拿到语言成
绩，申请到了美国一所大学的本科学位。
通过四年学习，这名男生在大四通过自己
考出的语言成绩，申请到了耶鲁的硕士。

然而，ETS却突然怀疑他的两次语言
成绩涉嫌造假，于是给他的本科学校和耶
鲁大学分别发送邮件，提出质疑。

耶鲁大学因此要求 ETS 提供语音进
行技术比对，结果发现确实不是同一个
人。于是，这名男生不仅没有拿到耶鲁的
offer，还被本科学校同时开除。

一份由美国麻省法院发布的诉讼文书
显示，此次因替考被捕的4人分别为25岁的
王悦（音译），24岁的张士昆（音译），21岁的
黄乐宜（音译）和21岁的程晓萌（音译）。

3 人在此前的考试中一直无法满足
学校的语言要求，成绩无法达到申请学
校的分数线。因此，他们找到美国坎布里
奇的霍特国际商学院的“枪手”王悦（音
译），向其支付了近 7000 美元酬劳，让其
帮忙替考。

拿到语言成绩后，3人均被美国的大
学录取，并因此获得美国F1学生签证。

签证的获得，正是4名学生被判以重

刑的原因。据悉，托福不仅是学业考试，同
时也是美国政府发放、延期或重新颁发
F-1学生签证的凭证。伪造这一成绩，即被
视作密谋欺骗美国政府。

目前，红星新闻记者尚未在法院的网
站上查到这4名学生除年龄以外的具体身
份信息。随后，记者联系到了“枪手”王悦
所在的霍特国际商学院，但对方未能正面
答复。

案件的代理检察官威廉·魏因雷布
（William B· Weinreb）表示：非法获取托
福考试成绩不但损害了学术诚信，而且破
坏了美国移民制度。

中国学生托福替考
被起诉“密谋欺骗美国政府”

替考事件并不新鲜
为何这次可能面临重刑

其实，托福替考并不是新鲜事。为什
么之前都会被定为学术造假，通过开除了
事，这次却以涉嫌“密谋欺骗美国政府”被
起诉，并可能面临重刑？

带着这样的疑问，红星新闻记者联系
到了美国厚仁教育集团的资深留学专家
陈航先生及该集团成都分部办公室主任
廖玲女士。

陈航表示，自特朗普上台以后，正在
大力增强移民局的权力，已将移民局上升
到了保护国家安全的地位。因此，这一次
是负责托福考试的美国教育考试服务中
心（ETS）申请美国移民局直接发起调查，
而移民局随即向联邦法院提出了指控。最
后，由麻省警方对替考的学生实施抓捕。

这样的力度前所未有，同时，这则新

闻一天之内就被美国多家主流媒体竞相
转载，也是相当罕见。

陈航说，此前托福替考被查处的案例
也时有发生。2015 年 5 月，15 名中国学生
被曝使用假护照替他人参加托福和 SAT
（美国升入大学的考试）被发现。据此前报
道，这15名学生并没有被判入狱，他们的
罪名只是伪造证件和邮件。

针对此次案件中 4 名学生可能面临
的惩罚，红星新闻记者查阅到，美国司
法部网站发布的公告显示：因密谋欺骗
美国政府而被起诉者，将面临 5 年以下
的有期徒刑，3 年释放后监控以及 25 万
美元罚金。

但美国司法部也作出声明：此类事件
的实际刑期，通常会低于最高量刑标准。

声音即指纹：替考学生通
过声音比对现出原形

又出事了

前所未有

抓替考又出招

10日，韩国总统文在寅在位于首尔
的家中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