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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天要价
美国要涨驻军费用
日本：“不现实”

日本政府官员16日证实，美国方
面7月要求日方将所负担美军驻扎费
用增加4倍，遭日方拒绝。

日方认定美方所提涨幅“不现
实”，可能是总统唐纳德·特朗普“交易
的一环”，目的是试探日方态度。

一名不愿公开姓名的日本政府官
员告诉共同社记者，时任美国总统国家
安全事务助理约翰·博尔顿7月访问日本
时提出“涨价”要求。特朗普认定，日本和
韩国负担的美军驻扎费用不够多，要求
两国大幅提高分摊比例。共同社报道，这
是特朗普首次针对日方给出具体涨幅。

现有5.4万美军士兵驻扎日本。日
本2019年度财政预算显示，日本负担
大约1974亿日元（约合127亿元人民
币）驻日美军费用。如果按博尔顿的要
求增加4倍，日方需要掏9870亿日元
（636亿元人民币）。

博尔顿7月下旬访日，分别与时任
日本外务大臣河野太郎、时任防卫大
臣岩屋毅、时任国家安全保障局局长
谷内正太郎会晤。熟悉会晤内容的消
息人士说，博尔顿提及，美方要求韩国
政府将韩方负担的驻韩美军费用增加
至5倍，希望日本按同样比例提高军费
分摊金额。

美国《外交政策》杂志15日以多名
美国政府官员为消息源报道，博尔顿
要求日方所负担的军费翻两番，增至
80亿美元（560亿元人民币）。

日方认定美方所提涨幅“不现
实”，告诉博尔顿“日本在（美国）盟国
中负担（驻扎美军费用）比例已经最
高”，拒绝美方要求。

美国国防部2004年发布的报告显
示，2002年驻日美军费用74.5%由日本
政府承担，比例远远高于其他国家。美
国2004年以后没有发布各国分摊比例。

就美方所提涨幅，日本防卫省官
员告诉共同社记者，“特朗普擅长做交
易，（大幅涨价）是交易的一环，（美方）
想看看日方的反应”。

日美2016年签署的驻日美军费用
分摊协定将在2021年到期。美国国务
院发言人说，美日定于明年上半年就
更新费用分摊协定启动谈判。

美国国防部长马克·埃斯珀15日访
问韩国时给美韩军费分摊谈判定下时
间表，说希望在年底以前谈妥。韩国媒
体报道，美国考虑将美韩军费分摊谈判
结果作为日后与日本等国同类谈判的

“基准”。共同社报道，美韩军费分摊谈
判结果可能影响美日谈判。 （新华社）

哈佛校友、军校经历、《时代》周刊封面人物……全是假的

学历造假
自称毕业于哈佛商学院
实际只上了七周的课

美国政府官网上张米娜的简历
是这样写的，“米娜毕业于哈佛商学
院和美国陆军学院，还运营过国际救
援团体”。张米娜曾多次接受美国各
大媒体的采访。她曾在采访中称，我
认为在这样一个全球化的时代，为了
我们的经济和国家安全，我们必须参
与全世界所发生的事情。

近日，记者在知名职场社交平台
领英网站上看到，张米娜的教育经历
显示，2016年她毕业于哈佛商学院，同
时还参加了哈佛大学肯尼迪政治学院
的课程，2017年毕业于美国陆军学院。
此外，她还称自己毕业于南卫理公会
大学，这是美国达拉斯市的一所著名
私立研究型大学，入读的学生大多来
自美国南方中上层的家庭，前美国第
一夫人劳拉·布什就从这里毕业。

近日，哈佛大学商学院回应称，
张米娜只是在2016年参加过哈佛商
学院组织的为期七周的高级管理课
程，根本没有拿到正式学位。而且，该
高级管理课程只需申请人的雇主赞
助、雇主符合某些标准并缴交8.2万
美元学费，即可录取。这也意味着，该

课程有钱有工作就能上。
近日，美国陆军学院也回应称，

张米娜仅仅出席了美国陆军学院为
期四天的国际安保论坛，并非毕业于
该学校。

那么，张米娜究竟是什么学历
呢？据外媒调查，她可能只是毕业于
一个学历并未获承认的基督教学院，
名为国家大学。

工作造假
称是国际慈善机构CEO
美媒曝雇员只有几人

张米娜还宣称加入过名为“连接
世界”的国际慈善机构，并很快成为首
席执行官（CEO），在全球救助那些需
要帮助的人，但这些所谓“善举”都难
以证明。这段工作经历也是她被任命
为国务院冲突稳定行动局副国务卿助
理的重要理由。

据美国全国广播公司本月12日
报道称，“连接世界”慈善机构的年度
预算额仅为30万美元，如此有限的财
务状况如何能支撑它做这么多全球
性慈善项目？对此，美国税务局也表
示，该组织从未在海外任何一个国家
支出超过1万美元的税务，甚至没有
任命任何一名常驻海外的人员，只有
寥寥几个雇员。

“连接世界”慈善机构对此解释
说，他们并不实施任何项目，只是提
供一些人道援助所需的新技术建议。
换言之，张米娜统筹管理的这家慈善
机构，目前根本没有任何实质性的国
际援助项目。

荣誉造假
晒《时代》周刊封面照
《时代》：没出过这个封面

令人不可思议的是，不仅学历和
工作经历造假，张米娜还把自己变成
了封面人物。她在“连接世界”网站上
传了一段2017年接受采访的视频，视
频中展示了一张《时代》周刊封面照
片，封面人物是她。

《时代》是美国三大时事周刊之
一，能登上《时代》封面的都是当年具
有很大影响力的人。11月12日，美国媒
体向《时代》求证时，该杂志发言人克
里斯汀直接表示：“这张封面照片是假
的，我们从来没有出刊这张封面”。

此外，米娜还在履历表中声称曾
在联合国一个使用无人机进行人道
救援的委员会服务，但没有记录显示
联合国曾设立这个委员会。她还声称
曾在美国民主党、共和党全国大会上
发表演讲，以及在国会听证会作证，
但都没有证据证实她的这些演讲。

“这名女子除了颜值，几
乎从里到外全是假的。”这是
美国多家媒体13日异口同
声点评国务院35岁女高官
张米娜时的评价。

韩裔美国人张米娜原本
是一名女歌手，如今摇身一
变成为美国国务院冲突与稳
定局副国务卿助理，拿着六
位数的年薪，管理着超过
600万美元的预算。她是如
何“一步登天”的呢？美国媒
体给出的关键词是“造假”。

据《华盛顿邮报》《卫报》
等媒体近日报道，哈佛校友、
军校经历、国际慈善组织首
席执行官、《时代》周刊封面
人物……这些张米娜身上的
履历“光环”全是假的。凭借
这些假履历，她受到美国总
统特朗普提拔，成为美国国
务院高官，还差点当上美
国驻菲律宾大使。她是
如何造假的？又是
如何败露的
呢？

除了颜值，
几乎从里到外全是假的

韩裔女歌手当上美政府高官

她

目前，张米娜本人及美
国国务院和白宫还未对她履
历作假的报道做出回应。

美媒评论称，该事件暴
露出特朗普政府任命官员前
未详细审查其背景资料的弊
病。按照程序，美国国务院任
命副国务卿助理这样级别的
官员也需要进行背景调查，严
格审查学历、工作经历、犯罪
记录、报税等诸多背景情况。
或许特朗普政府的人员流失
率太高，中高层官员急缺，才
让张米娜成功钻了空子。

美媒分析称，特朗普的
政府是人员流动最大、最不

稳定的一届。一方面，内阁部
长不断辞职或者被炒鱿鱼，
白宫办公厅主任这样的核心
职位甚至已经连换三人；另
一方面，政府还有大量职位
亟待任命和填补。美国历届
政府都会根据既定规则和原
则进行人事审核，唯独特朗普
政府仅需口头说明，可见本届
政府对官员任命的草率。

今年8月，特朗普曾提名
德州共和党众议员拉特克利
夫出任国家情报总监，但外
界批评拉特克利夫不够资格
及夸大履历，特朗普被迫撤
回提名。（央视财经、华商报）

今年4月起，张米娜开始
担任美国国务院冲突与稳定
局副国务卿助理，拿着六位
数的年薪，管理着超过600万
美元的预算。美国国务院相
当于其他国家的外交部，而
冲突与稳定局是2011年新设
立的机构，主要负责在战乱
地区调动各种资源来应对危
机和维护稳定。张米娜的职
位大致相当于外交部的一个
司长，还拥有接触美国国家
安全情报的权限。

这样一个教育背景和
从业经历严重造假和注水
的人物，是怎么当上美国国
务院高官的呢？美媒调查发
现，张米娜凭借“慈善”机
构的包装，成功在美国一
些“名流汇集”的慈善社交
场合、结识到了诸如国务
卿蓬佩奥的西点军校校友
兼密友布莱恩等关键性人
物，以及军方一些供应商。
布莱恩与张米娜关系密切，

布莱恩曾经多次带张米娜
参加政坛筹款活动。这些

“人脉”的积累，也令张米娜
的“官运”随之而来。

在张米娜的社交网站
上，日常发布的图片中，可以
看到她与美国前总统克林
顿、美国前国务卿奥尔布莱
特、美国中情局（CIA）前局
长彼得雷乌斯等美国政要的
合影。成为美国国务院高官
后，她的粉丝更多了。以至于
今年6月，美国在推选驻菲律
宾大使时，民众都希望毫无
外交经验的米娜走马赴任，
不知为何最后不了了之。

张米娜又是怎么暴露的
呢？报道称，她被特朗普推举
担任国际开发署副署长，由
于这个职位掌管每年预算开
支超过十亿美元的机构，需
要美国参议院批准，这才发
现了她的一系列造假行为。
目前，国会现正调查此事，她
的任命也被悄悄挡下。

张米娜的真实履历到底
是怎样的呢？

据报道，1984年，张米娜
出生在美国弗吉尼亚州的亚
特兰大市，是一名韩裔二代，
其父母均为一家国际慈善公
益组织的成员。该组织以街头
布道和慈善活动、社会服务著
称，其国际总部位于英国伦
敦，在全世界有几千个分部，
约有成员两百多万人，其中美
国人较多。

从小，张米娜的学习成
绩一般，上的是宗教团体设
立的学校。不过，她后来成为
了歌手，2009年曾在美国、韩

国两地同时发行唱片专辑，
在社交网络上收获了不菲的
人气。短短时间内，她在社交
网站就聚集了数十万粉丝。
据她描述，2010年海地地震
发生后，她放弃了歌手事业，
开始做慈善，“去帮助那些需
要帮助的人”。

报道称，张米娜已婚，丈
夫杰克·哈里曼是一家慈善
机构的创始人，该机构致力
于消除肯尼亚和埃塞俄比
亚的极端贫困。哈里曼从美
国海军学院毕业后，在海军
陆战队担任特种作战司令长
达七年。

真实
履历

社交网络上的“网红”
曾在美韩两国发片的歌手

从政
上位

和国务卿密友关系密切
差点成为美驻菲大使

政府
漏洞

人才流失官员急缺
人事任命未进行背景调查

英国安德鲁王子首次就与已故美
国亿万富翁杰弗里·爱泼斯坦的关联接
受媒体采访，否认曾经在爱泼斯坦名下
豪宅与未成年女子发生性关系。他承认
爱泼斯坦行事“不得体”，但称当年结交
爱泼斯坦帮助他拓宽了人脉。

英国广播公司 16 日播出对安德
鲁的访谈，时长大约 1 小时。媒体报
道，他竭力与爱泼斯坦关联丑闻划清
界限。安德鲁是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
世的次子，结交不少争议人物，包括爱
泼斯坦。他在访谈中否认美国女子弗
吉尼娅·朱弗雷所作指认，后者称她
17岁时沦为爱泼斯坦的“性奴”，被迫
在多个场合与安德鲁发生性关系。

“我绝对可以告诉你，从来没有发
生（这样的事），”安德鲁说，“我完全想
不起来与这名女士见过面。”至于一张
两人合照，安德鲁质疑为伪造，说同样
记不起来。英国媒体先前发布那张据
称2001年拍摄的照片，安德鲁的手搭
在朱弗雷腰间。

另外，对朱弗雷所述两人在一起
的具体时间，安德鲁说，他记得其中之
一是陪孩子们待在家里。在另外一些
时间，他因为身体有恙，不可能与朱弗
雷发生性关系。

安德鲁回忆，他在爱泼斯坦获罪后
没有立即与对方断交，让他后悔。他在
爱泼斯坦出狱后，一度前往爱泼斯坦位
于纽约的豪宅居住数日，正是那段时
间，他与爱泼斯坦正式断绝往来，从此
不再联系。“2010年还去见他是错误的
决定，”他说，“我天天都在后悔，因为这
不是王室家庭成员应做的事情。”

爱泼斯坦 2008 年因诱奸未成年
少女罪名成立被判13个月监禁。今年
7 月，爱泼斯坦因涉嫌拐卖和性侵犯
未成年少女遭到逮捕并羁押，法院拒
绝保释。他拒绝认罪，8月10日在纽约
市曼哈顿区的大都会惩教中心死亡。
法医确认，爱泼斯坦系自杀，但他的律
师不接受这一说法。

安德鲁没有排除后续配合爱泼斯
坦所涉案件调查的可能性，说将听从
律师的建议。

英国王室先前就安德鲁卷入爱泼
斯坦所涉丑闻发表声明，否认他与朱
弗雷发生过性关系，安德鲁亦作否认
表态。英国媒体报道，安德鲁就与爱泼
斯坦关联首次接受媒体采访，可能因
为丑闻风波至今难平，对他出席公开
活动造成严重不便。 （新华社）

首谈爱泼斯坦案
安德鲁王子否认涉性指认

张米娜称曾登上《时代》周刊封面，但该杂志表示，封面照片是假的，从未出刊这张封面

▲张米娜和美
国前总统克林顿
合影 图据网络

法国“黄马甲”运动一周年之际，数
万名示威者16日在法国多个地方举行
示威游行，暴力示威在巴黎街头重现，
百余人被捕。

巴黎是当天示威集中地区之一，不
少示威者纷纷从外地赶来。在巴黎南部
意大利广场，多名蒙面黑衣人打砸店
铺，并在街头放火。街角的汇丰银行网
点遭到破坏，有多辆汽车和摩托车被纵
火焚烧。一家大型商场因暴力示威而临
时关闭，很多民众一度被困于商场内。
广场原计划举行多项文化活动，由于暴
力示威导致的混乱局面被迫全部取消。

众多示威者在广场中央与警方对

峙，并在街头多处地点设置路障，意图阻
止警方向广场中央推进。示威者向警方
投掷石块和燃烧瓶，现场一度陷入混乱。
警方多次施放催泪瓦斯，并从广场两个
入口各调遣一辆水炮车，驱散示威人群。

法国官方当晚称，当天全国约有
28000人示威，其中在巴黎的示威者数
千人，有147人被捕，局势已基本得到控
制。内政部长卡斯塔内表示信任和认可
警察的工作，暴力事件应该受到一致谴
责。巴黎警察局长拉勒芒表示，那些蒙
面人会被警方讯问。

示威过后，意大利广场一片狼藉，
警察和消防员紧张清理路障和车辆残

骸，周围道路交通数小时后仍未完全恢
复。警方禁止示威者前往香榭丽舍大街
及巴黎圣母院等名胜区域游行示威，数
十个地铁站当天关闭。

法国“黄马甲”运动始于2018年11
月17日，起因是抗议政府上调燃油税。
该运动每周六举行游行示威，其间多次
发生严重暴力打砸事件和警方与游行
队伍的激烈冲突。

据当地媒体报道，随着法国政府采
取多项应对措施，“黄马甲”运动势头大
幅减弱。

最新民调显示，有63%受访者不希
望示威持续下去。（新华社、新民晚报）

“黄马甲”一周年法国多地游行

暴力示威重现 巴黎百余人被捕

11月16日，在法国巴黎的意大利广场，警察在“黄马甲”示
威现场警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