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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东京 8 月 28 日
电（记者华义）因违规使用他人
脐带血用于医疗或美容并牟取
暴利，日本警方日前逮捕了 6
名医生及医疗机构负责人，揭
开了近年来日本再生医疗最大

丑闻事件的冰山一角。
据《读卖新闻》等媒体28日

报道，因未经申报给患者使用他
人脐带血用于治疗大肠癌或者
美容，日本警方27日以违反《再
生医疗安全性确保法》逮捕了6

名医生及医疗机构负责人。
在日本使用他人脐带血进行

再生医疗时需要向日本政府提出
计划申请。日本警方称，2015 年
以来有约100人接受了未经申报
的脐带血治疗，其中有中国人。但

尚未发现有损害健康的案例。
据调查，日本茨城县一个民

间脐带血库保存的 1000 多份脐
带血样本在该机构 2009 年破产
倒闭后流入一个脐带血销售公
司，后来该公司又将脐带血以 1
份约 3 万日元（1 万日元约合 600
元人民币）的价格销售给日本多
个诊所。

含有干细胞的脐带血可用于
白血病等疾病的治疗，在再生医疗
中受到青睐，但尚没有其治疗大肠
癌和美容的有效性和安全性证据。

因违规使用脐带血

日本多人被拘

缅甸西部若开邦自 25 日凌
晨以来连续三天发生恐怖袭击。
缅 甸 政 府 说 ，截 至 27 日 ，已 有
102 人死亡，其中 12 名平民丧
生，77名恐怖分子被击毙。

缅甸政府说，发动袭击的是
宾格利人、即国际媒体常说的罗
兴亚人。昂山素季领导的国务资
政府28日宣布，军警已在当地展
开反恐行动。

袭击再起
国务资政府 27 日晚发布的

通报说，自 25 日凌晨以来，若开
邦孟都等地发生的袭击已经导致
12 名军人和警察、1 名政府职员
死亡。

“若开罗兴亚救世军”（前译
若开罗兴亚救赎军）宣称制造袭

击，缅甸政府25日宣布该组织为
“极端主义恐怖组织”。

通报说，27 日凌晨，一家 12
口印度族人在孟都地区遭恐怖分
子枪击，包括 3 名儿童在内的 6
人丧生，两人重伤。此外，孟都地
区一个村庄的 6 名村民当天遇袭
身亡，其中包括数名村官和一名
儿童。

国务资政府 28 日在一份最
新通报中说，恐怖分子27日在若
开邦孟都地区再次袭击 10 余处
警察哨所，在数座村庄纵火，安全
部队与其交火。每起袭击都有大
量恐怖分子参加，袭击者手持刀、
枪，引爆自制爆炸物，还在交火中
用儿童当肉盾。

自 25 日以来，缅甸军警击毙
77 名恐怖分子，抓获两名恐怖分
子。国务资政府说，已派遣更多

部队前往若开邦搜捕恐怖分子。
在 28 日的通报中，国务资政府

呼吁与极端恐怖分子没有关联的平
民不必惊慌，同时呼吁罗兴亚人在
军警靠近时不要挥舞“棍棒、刀具或
其他武器”。

若开邦首席部长尼普 27 日晚
在邦首府实兑告诉媒体记者，安全
部队正试图使若开邦恢复平静，“但
任何时候，任何事都可能发生”。

长期矛盾
若开邦位于缅甸西部，当地信

奉佛教的若开族人和信奉伊斯兰教
的罗兴亚人长期不和。2012 年 5
月至 6 月，若开族人与罗兴亚人因
一起刑事案件发生冲突，上百人死
亡。缅甸政府随后在若开邦实施紧
急状态措施，局势有所缓解。

去年 10 月，若开邦 3 处边防警
察哨所遭袭，9 名警察死亡。缅甸
政府认定这是恐怖袭击，国防军随
后在若开邦展开清剿行动，多次与
武装人员发生交火。今年 2 月，清
剿行动结束。

若开罗兴亚救世军被认为是去
年10月那次袭击的凶手，多次实施暗
杀。该组织25日在社交网站上声称，
发动袭击是为了“解放受压迫的人”。

罗兴亚人主要生活在若开邦、
孟加拉国以及其他一些国家。缅甸
政府视罗兴亚人为来自孟加拉国的
非法移民，一直不承认罗兴亚人为
缅甸公民。

平民逃离
25 日以来，包括地方政府职

员、教师等公职人员在内的上千名

若开邦平民被转移至军营、警察哨
所等安全地点。

缅甸媒体 28 日报道，若开邦约
400 所中小学已经关闭，大约 4000
名若开族人来到邦首府实兑避难。

孟加拉国外交部 26 日说，数以
千计“缅甸平民”聚集在若开邦边境
地区，“试图进入孟加拉国”。孟方
对这一情况感到担忧。

法新社报道，孟加拉国政府禁
止这些人非法入境。26 日至 27
日，孟加拉国警方发现90名非法进
入孟加拉国的缅甸罗兴亚人，并将
他 们 遣 返 。 但 25 日 以 来 ，至 少
3000 名罗兴亚人还是进入了孟加
拉国，在边境地区的难民营和村庄
避难。

法新社说，孟加拉国境内目前
有大约40万罗兴亚难民。

新华社专特稿

77名恐怖分子被击毙

缅甸若开邦连遭恐袭致上百人死亡

新华社微特稿 东非国家肯尼亚向“白色垃圾”宣战。
28日，一道禁塑令正式生效，违者面临至少1.7万美元罚款
或2年监禁；最高处罚为3.8万美元或4年监禁。

按照肯尼亚政府说法，这道“禁塑令”适用于商业和家
庭用途的塑料袋的使用、生产或进口，工业用途的塑料袋不
在禁令范围内。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称，肯尼亚每年仅超市就要发出大
约 1 亿只塑料袋。首都内罗毕街头可见随意乱丢的塑料
袋，最后在垃圾场堆积如山。

塑料袋制造商认为，禁塑令会造成就业岗位流失。但
肯尼亚环境部长朱迪·瓦克洪古上周反驳说，使用环保材料
制作袋子将创造更多就业。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认为，塑料袋一直被视为导致环境
受损及健康问题的主要原因之一。它破坏农业用地、污染
旅游景点，也是导致疟疾、登革热等疾病的病毒滋生的温
床。

鸟类、鱼类等动物误食塑料袋会丧命。每年共 800 万
吨塑料进入海洋，塑料袋是其中一部分。联合国环境规划
署估计，照此速度，到2050年海洋中的塑料会比鱼多。

违者要坐牢
肯尼亚禁塑令生效

8月27日，在加拿大多伦多，一只
猫在“选美”活动中接受裁判评判。

27 日，正在多伦多进行的第 139
届加拿大国家展览会举行猫咪“选美”
活动，约有上百只不同品种的宠物猫
参加。

新华社发

新华社微特稿 英国东南
部东萨塞克斯郡一处海滩 27
日出现不明化学烟雾，导致大
量游客产生眼睛刺痛、呕吐等
症状，警方紧急疏散人群，百余
人就医。

警方发言人说，当天下午
5 时前，警方接到第一个报警
电话，得知柏令海崖多达50名
民众受刺激性气体影响，眼睛

和喉咙出现刺痛感。
海岸警卫队随即向柏令海

崖、伊斯特本贝、克斯希尔、纽
黑文等有海滩景点的地方派出
救援队员，紧急疏散人群。同
时，警方要求附近居民关紧门
窗，防止有毒气体进入住宅。

警方说，烟雾从海上飘来，
并沿着海岸不断向东飘移。尚
不清楚烟雾成因。

东萨塞克斯郡国家医疗服务
系统（NHS）信托基金说，起初只
有 6 人因轻微症状到医院接受治
疗，但截至 27 日晚，已有 133 人
就医。

柏令海崖是广受游客欢迎的
海滨度假胜地，由于“毒雾”影响，不
少游客的休假美梦就这样泡汤了。

凯尔·克里克莫尔当天同家
人在柏令海崖附近海滩上享受日

光浴。他回忆说，海滩突然出现
大片带有强烈氯气气味的浓雾，
很多游客感到呼吸困难、眼睛刺
痛，并且呕吐。“10 分钟之前还是
阳光明媚，10分钟之后，海滩上的
游客开始慌忙逃跑，一片混乱。”

“当时，我的眼睛非常刺痛，
开始我以为是游泳时眼睛进了
水，但我用纯净水清洗后，还是非
常刺痛，视力也突然变差。”克里
克莫尔说。

东萨塞克斯郡消防救援局认
为，海滩上的烟雾“不太可能”是
氯气。

警方表示，此次事件属于“孤
立事件”，“不太可能再次发生”，
不过警方将继续跟踪调查进展。

毒雾来袭？

英国海滩上百人就医

新华社巴黎 8 月 27 日电 法国经济部长布鲁诺·勒梅
尔27日表示，法国和德国将联合向谷歌、苹果、脸谱和亚马
逊等互联网巨头征税，以确保跨国大型企业和本地企业一
样公平纳税。

勒梅尔当天在社交媒体上表示，法德两国将在 9 月举
行的欧盟财长会上推出这一征税计划，并以此作为跨国公
司在其发展业务国家纳税额度的参考。

勒梅尔强调，企业在欧洲不能只享受利润，却不支付与
本地企业相同程度的税金。据悉，法国此次征税是履行总
统马克龙在竞选期间的承诺，避免跨国巨头利用相关漏洞
避税，从而导致本土企业遭遇不公平竞争。

近来，互联网巨头接连在欧洲遭遇税收纠纷。今年 6
月，欧盟委员会宣布对谷歌罚款 24.2 亿欧元，以处罚其违
反欧盟竞争监管规定的垄断行为。2016 年 8 月，欧盟委员
会还裁定爱尔兰政府需从苹果公司补收税款最高达130亿
欧元。

法德将联手向谷歌
等互联网巨头征税

新华社华盛顿 8 月 27 日电 美国国务卿蒂勒森 27 日
说，朝鲜最新一次试射导弹是“挑衅行为”。他强调，国际社
会希望在朝鲜半岛实现无核化，美方将继续同盟友及各方
进行合作，采取和平的方式向朝方施压，以期能使朝方回到
谈判桌。

朝鲜 26 日连续进行了三次导弹试射。试射的第一枚
和第三枚导弹在飞行中失败，第二枚在发射后疑似立刻发
生爆炸。

美国务卿：

美方继续寻求和平方式
解决朝鲜半岛核问题

8月28日，在伊拉克首都巴格达东部萨德尔城，一名男
子站在一辆被炸毁的汽车旁。

伊拉克内政部28日说，首都巴格达东部萨德尔城当天
发生一起汽车炸弹袭击，造成12人丧生、24人受伤。

新华社发

8月27日，在美国得克萨斯州迪金森，大量车辆被洪水浸泡。飓风“哈维”带来的强降雨在美国南部城市休斯敦地区持续，休斯敦市中心
及主要道路已成一片泽国，数千人因房屋进水被救援人员解救至临时避难所。得克萨斯州目前已有 50 个县被划为灾区，超过 30 万居民断
电。 新华社／美联

据新华社微特稿 英国运输部28
日宣布，拨款2200万英镑（约合1.88亿
元人民币）用于资助研制以垃圾为主要
原料的新一代低碳燃料。目前已有70
多家团体有意参与竞逐这项资金。

运输部说，这种燃料将用于驱动
飞机和大卡车，其化学构成要与传统
燃料非常相似，使现有飞机无需改造
发动机就能使用。

为了减少污染，英国政府计划用电
动汽车全面取代汽油和柴油汽车。而
大卡车和飞机自身重量巨大，短期内难
以让它们摆脱对传统燃料的依赖。

运输部希望通过资助替代燃料的
研制，在 2021 年前在英国建成多至 5
座低碳燃料工厂。运输部估计，到
2030年，用垃圾制造的低碳运输燃料
的市值每年可达 6 亿英镑（51.4 亿元
人民币），最多可创造 9800 个就业岗
位，使飞机和大卡车的用碳量最多能
减少90％。

未来飞机燃料
或用垃圾制造

据新华社微特稿 适量喝咖啡除
了提神醒脑，还有助降低早死风险。
西班牙研究人员发现，每天喝四杯咖
啡，可将早死风险降低多至三分之二。

研究人员在欧洲心脏病学会大会
上报告说，他们用10年时间跟踪研究
2 万名年龄介于 25 至 60 岁的人后得
出上述研究结论。研究开始时，这些
人的平均年龄为 37 岁。研究人员据
此测算，他们在10年内死亡的几率为
1.7％。研究人员发现，与不喝咖啡或
偶尔喝咖啡的人相比，每天喝两杯咖
啡的人死亡风险平均降低22％，45岁
以上的人则可将死亡风险平均降低
30％；每天喝四杯咖啡的人，死亡风
险平均降低 64％，即在 10 年内死亡
的几率不到1％。

他们认为，之所以喝咖啡能降低
早死几率，在于咖啡中含有的多酚类
抗氧化物质不仅有益心脏，还有抗炎
作用，进而有助防癌。

不过专家同时表示，研究的统计
不够细致，因此不能凭研究结论断言，
喝咖啡是降低早死风险的唯一原因。
此外，每天不宜摄入过多咖啡因。

日饮四杯咖啡
或降低早死风险

新华社北京8月28日电（记者闫子敏）据外交部消息，
28日下午，在中印边界锡金段越界的印度边防人员及装备
已经全部撤回边界印方一侧。印军越界事件已得到解决。

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在当日的例行记者会上说，6 月
18日，印度边防部队非法越过中印锡金段已定边界进入中
国洞朗地区。中方通过外交渠道多次向印方提出交涉，向
国际社会说明事实真相，阐明中方严正立场和明确要求，敦
促印方立即将越界边防部队撤回边界印方一侧。同时，中
国军队采取有力应对措施，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合法权益。

华春莹表示，28 日下午 2 时 30 分许，印方将越界人员
和设备全部撤回边界印方一侧，中方现场人员对此进行了
确认。中方将继续按照历史界约规定行使主权权利，维护
领土主权。

华春莹说，中国政府重视发展同印度的睦邻友好关
系。希望印方切实遵守历史界约和国际法基本原则，与中
方一道，在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的基础上，维护边境地区和平
安宁，促进两国关系健康发展。

越界印度边防人员
已全部撤回

（上接A1版）
“既要敢于承担风险，又要

牢牢守住底线。”蒋敏认为，“经
营一定有风险，但审慎性的机
制、专业化的团队能将风险控制
在合理范围。具体要做到‘三
要’：一要有服务实体企业的真
情实义；二要有足够的专业判断
能力，特别是风险识别能力；三
要有敢于担当的精神。”

基于这一理念，近年来，该
行加大了对大中型优质制造企

业信用贷款的投放力度。蒋敏
解释：“我们更注重企业的第一
还款来源和经营现金流，更关
注企业的发展前景，我行充分
发挥‘决策半径短、审批权限
宽、产品工具全、综合服务强’
等综合优势，实现了多赢。”

截至发稿，江苏银行常州分
行信用类大中型客户贷款余额
35亿元，企业38户。此外，用纯
信用纯线上方式支持小微企业
700余户，贷款余额近3亿元。

创新为核 多管齐下注活力

“随着金融脱媒、利率市场化
的快速推进，传统贷款业务已无
法满足企业多样化的融资需求，”
蒋敏告诉记者，“秉持总行‘股
权+债权’‘表内+表外’‘境内+
境外’三位一体的思路，我们通过
流程、产品、服务等多渠道创新，
全方位服务企业。”

目前，该行为多家重点企业
参与并承销非金融债务融资工具

41.9 亿元；分别在武进区、新北
区、钟楼区、金坛区、溧阳市成立
产业投资基金，规模合计 122.5
亿元，现已提款 22.4 亿元；成功
办理首笔投贷联动业务，金额
500万元。

今年，该行还将通过“特色小
镇基金”“供给侧改革基金”“光伏
贷 2.0”等创新产品，进一步为企
业提供一站式的金融服务，助推
地方经济发展。

本报记者 张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