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6年11月1日 星期二
总编办主办 编辑:倪霁国际新闻A8

本社地址：和平中路 413 号报业传媒大厦 邮政编码 213004 日报总编办公室 86602107 88066116 监督举报电话 88066053 投递质量监督电话 86602046 本报广告经营许可证号 041001 常州报业传媒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零售价 1.00 元

韩国总统朴槿惠亲信“干政”
事件女主角崔顺实 10 月 31 日被
检方传唤，当天下午抵达首尔中
央地方检察厅接受调查。

被问讯前，崔顺实接受媒体
记者采访，直言自己“犯下不可饶
恕的罪行”。

掉了一只鞋

在欧洲停留将近两个月后，
现年 60 岁的崔顺实 10 月 30 日
上午从英国乘飞机回国。

她 10 月 31 日 下 午 出 现 在

首尔中央地方检察厅门口，旋
即引发骚动。现场媒体记者描
述，崔顺实戴帽子和围巾，双手
捂脸，试图从大批媒体记者、抗
议人群和安保人员的“夹击”中
突围。

韩联社电视台报道，混乱中，
崔顺实掉了一只鞋，示威人群则
不断传出“逮捕崔顺实”“朴槿惠
应该辞职”的抗议声。

“请原谅我，我很抱歉。”她哽
咽着对媒体记者说，“我犯下了不
可饶恕的罪行。”

崔顺实是朴槿惠前秘书室室

长郑润会的前妻，与朴槿惠情同姐
妹。韩国媒体先前报道称，崔顺实
曾成立两家非营利性质的基金会，
并利用与朴槿惠的关系促使多家大
企业“慷慨解囊”。

她还涉嫌将两家基金会私有
化。

崔顺实 10 月 27 日在德国接受
一家韩国媒体采访，否认媒体对她
与这两家基金会有关系的指认，但
承认曾在总统选举期间修改过朴槿
惠的演讲稿，在朴槿惠上任后也收
阅过青瓦台资料，但声称并不知道
这属于国家机密。

聚焦两宗罪

按韩国检方特别调查本部的说
法，崔顺实可能因涉嫌挪用公款、逃
税以及违反《总统档案管理法》《外
汇交易法》等被起诉。

韩联社援引检察人员的话说，
崔顺实相关争议主要涉及两点，一
是介入两家非营利性基金会的创立
和集资，二是审阅来自总统府青瓦
台的资料。

法律人士分析，如果崔顺实涉嫌
挪用公款，检方可以挪用公款和渎职

罪对其提起公诉；如果有未经合法批
准而集资的行为，可以涉嫌非法筹集
和使用捐款的罪名加以起诉；而一旦
查明崔顺实审阅青瓦台资料的情况
属实，检方则能以涉嫌违反《总统档
案管理法》等对她提起公诉。

除可能面临的指控，崔顺实接
下来是否会因健康问题躲避检方问
讯，成为不少人的关注焦点。

她的律师李京在（音译）当天下
午在首尔中央地方检察厅门外告诉
媒体记者，崔顺实“身体不好，心脏
可能有问题”，他会把这一情况告知
检察人员。 新华社专特稿

可能因涉嫌挪用公款、逃税以及违反《总统档案管理法》《外汇交易法》等

朴槿惠“闺蜜”被传唤 自称“罪不可恕”

新华社巴格达10月31日电（记者刘万利）伊拉克联合
行动指挥部31日发表声明，宣布军方已经展开摩苏尔攻城
行动。

声明说，当地时间 6 时 30 分，陆军和反恐部队开始军
事行动，分三路从东部进入摩苏尔市区，目标是抵达底格里
斯河东岸。

底格里斯河由北向南流过摩苏尔市，将城市分成东西
城两部分。西城为老城区，建筑密集，人口稠密。据伊拉克
政府军情报显示，极端组织“伊斯兰国”武装分子已经后退
至西城，并强迫大部分居民转移到老城区，企图利用地形优
势与政府军进行巷战。

摩苏尔市在2014年6月被“伊斯兰国”占领，是该组织
在伊拉克的大本营。经过两年反恐战争，伊拉克政府军已
经收复了除摩苏尔外所有被“伊斯兰国”占据的城市。

伊拉克总理阿巴迪17日宣布开始总攻摩苏尔市战役，
政府军在北、东、南三条战线进展顺利，预计将于年内收复
摩苏尔。伊联合行动指挥部是摩苏尔战役的最高军事决策
部门，由阿巴迪亲自指挥。

伊拉克政府军开始
摩苏尔攻城战

据新华社北京10月31日电（记者刘华）国家主席习近
平31日在人民大会堂会见比利时首相米歇尔。

习近平强调，中比要立足真诚友好，妥善处理涉及彼此
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的问题。中方高度赞赏比利时政府坚
持一个中国政策。双方要立足开拓创新，两国经贸合作基
础深厚、潜力巨大。双方可以结合各自优势，以先进制造
业、新能源、生态环保、现代服务业等为重点，积极开展高技
术、高附加值的新型合作，加强联合创新和研发。希望比方
抓住“一带一路”建设带来的机遇，推进中欧、亚欧物流产业
发展和跨境电子商务合作。

米歇尔表示，比利时坚信发展积极的对华关系符合欧
盟自身利益，致力于推动建立高度互信、互利合作的欧中关
系。

习近平会见
比利时首相米歇尔

据新华社北京10月31日电（记者刘华）国家主席习近
平31日在人民大会堂会见法国外长艾罗。

习近平指出，上个月，我同奥朗德总统在杭州举行了很
好的会晤，就发展中法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达成新的重要共
识。为推动两国关系得到更大发展，双方要坚持相互尊重、
相互支持、互利共赢、开拓创新，使之成为指导两国关系的基
本原则。双方要落实好英国欣克利角核电站等重大项目，全
面拓展贸易、投资和金融等领域合作，深化利益交融。双方
要丰富人文交流，拓展地方合作，推动人员往来，增进相互了
解和认知。双方要加强在国际事务中的沟通和协调，携手推
动《巴黎协定》和二十国集团领导人杭州峰会成果落实，在推
动解决发展问题和热点问题上发挥更大作用。

艾罗表示，法方积极支持“一带一路”倡议，愿致力于同
中方加强法中经贸、投资关系，落实好欣克利角核电站等大
项目，探讨医药卫生、可持续发展、城镇化建设等互利合作，
深化教育、影视等领域人文交流。法方愿加强同中方在联
合国安理会等多边框架内合作，坚持欧盟应当继续做中国
可靠的伙伴。

习近平会见法国外长艾罗

英国新版 5 英镑塑料钞被英格兰
银行标榜为“史上最强韧钞票”后，激
起民众“虐钞”热潮。手法可谓五花八
门：用牙咬、拿熨斗烫、当唱针播音乐，
甚至扔进洗衣机甩干。对于这款“坚
不可摧”的钞票，英国商贩直呼“不
收”，理由是钞票“被玩坏了”。

英国《镜报》10 月 29 日报道，英
格兰银行上月发布的 5 英镑塑料钞因
其抗污、防水、防伪、不易破损等特性，
被行长马克·卡尼誉为“更干净、更强
韧、更安全”的钞票。它的使用寿命至
少相当于纸币的2.5倍，约为5年。

不过，商贩认为，央行的大肆宣传
起了反效果，导致塑料钞在民众“虐钞
热”中受损。伦敦西南部贝克斯利区的
报摊摊主阿米特·帕特尔说，他已经拒
收了一张被啃掉一角的 5 英镑塑料
钞。一名男性还向他讲述自己曾将塑
料钞浸泡在红酒里以测试是否能染色。

来自全国报章零售业协会的保
罗·巴克斯特说：“我们听说有人把钞
票混进衣物洗涤，尝试撕毁钞票或者
让孩子这么做。”打印店老板斯图尔
特·麦克莱恩发现，塑料钞票上的“英
格兰”字样竟然可以被橡皮擦掉。

对于民众的各种玩法，英格兰银
行官员有点“不高兴”。这家英国中央
银行的一名发言人说：“不希望人们把
新版5英镑钞票当成玩具。”

新华社微特稿

被玩坏了！

5英镑塑料钞
或被拒收

据新华社伦敦10月30日电（记者张家伟）英国设菲尔
德大学日前发布的一项研究显示，科学家已成功识别出癌
细胞对一类乳腺癌和结肠癌常用化疗药物产生耐药性的关
键机制。基于这一发现，科学家未来有望找到新方法进一
步解决癌细胞耐药性问题。

化疗是化学药物治疗的简称，通过使用药物杀灭癌细
胞达到治疗目的。然而在治疗过程中，癌细胞有一定几率
会对药物产生耐药性，从而降低治疗效果。

英国设菲尔德大学、萨塞克斯大学的研究人员和埃
及同行合作，分析了癌细胞对乳腺癌和结肠癌常用化疗
药物——拓扑异构酶Ⅰ抑制剂的耐药性机制。

他们发现，这类药物主要通过破坏癌细胞的 DNA（脱
氧核糖核酸）来消灭这些细胞，然而癌细胞在这个过程中会
启动自我修复机制，包裹着这些 DNA 的蛋白质会出现变
化，从而加快 DNA 因药物攻击出现破损后的修复过程，最
终提升了癌细胞对化疗药物的耐药性。

报告作者之一、设菲尔德大学教授谢里夫·哈米西说，
这意味着那些能够调控相关蛋白质的药物或许可以帮助使
用这类化疗药物后出现耐药性的癌症病人，而一些具有这
种功能的药物已获得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的上市批准。

新发现有望破解部分
化疗药耐药难题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UNI-
CEF）10 月 31 日发布报告称，
空气污染每年造成全球大约
60万5岁以下儿童死亡。

介绍这份名为《为儿童清
洁空气》的报告时，联合国儿
童基金会执行主任安东尼·雷
克说，空气污染损害儿童健
康，甚至尚未出生的孩子也难

逃其害。“污染物质不仅危害
孩子们正在发育的肺，还能突
破血脑屏障，永久损伤他们的
大脑发育，危害他们的未来，”
雷 克 说 ，“ 空 气 污 染 不 容 忽
视。”

报告用卫星图像展示全
球空气污染情况，称共有 20
亿儿童居住地的户外空气污

染程度超出世界卫生组织制定
的空气质量指导范围。这些孩
子大部分生活在中低收入国家，
其 中 6.2 亿 在 南 亚、5.2 亿 在 非
洲，还有 4.5 亿在东亚和太平洋
地区。

汽车排放、化石燃料燃烧、
废料燃烧和粉尘等因素造成了
户外空气污染，燃烧煤炭或木材

做饭或取暖则造成了室内空气
污染。全球每年 5 岁以下儿童
几乎每 10 人有一人死于与空气
污染直接相关的肺炎和其他呼
吸道疾病。联合国儿童基金会
呼吁各国采取切实措施改善空
气质量，保护儿童不受空气污染
所害。

新华社微特稿

空气污染每年致死60万5岁以下儿童

这张10月31日拍摄的照片显示，意大利翁布里亚大区诺尔恰镇历史中心多处建筑在地震中损毁。
据意大利国家地球物理和火山研究所发布的信息，意大利中部10月30日发生6.5级地震，震源深度

约10公里。目前尚无人员伤亡的报道，但多处珍贵的古迹损毁。 新华社／法新

意大利中部
发生6.5级地震

10 月 31 日，在捷克布拉格，游客在晨雾笼罩的查理大
桥上行走。 新华社／法新

新华社洛杉矶 10 月 30 日电（记
者郭爽）用一只携带人类指纹的复
制 3D 手绕过安全系统，侵入他人金
库⋯⋯这听起来像是007系列电影中
才会出现的情节。不过，美国一项最
新研究显示，这种技术近在眼前，因此
指纹识别系统准确性亟待提高。

指纹识别系统如今广泛应用于全
球警方系统、机场入境检查、银行，甚
至不少主题公园和娱乐场所。如同其
他光学设备一样，指纹扫描设备也需
要校准。此前这类系统多用 2D 模型
校准，但随着针对指纹识别系统的“欺
骗技术”的提升，2D 模型校准已无法
修正现有识别设备的“安全漏洞”。

美国密歇根州立大学教授阿尼
尔·贾因带领的团队报告说，今年 7
月，他们曾在 2D 层面用数字增强技
术复制犯罪嫌疑人指纹，并解锁了嫌
疑人手机。

为了研发新的指纹识别系统程
序、进一步提高对指纹识别系统校准
的水平，在美国国家标准与技术研究
所资助下，上述团队用 3D 打印技术
制造出一种带有真人指纹的模型手。
它采用了与真人皮肤高度相似的材
料，10 个手指均携带用类似手套的模
子复制出的真人指纹，指纹的脊线和
谷线均由高分辨率 3D 打印机制造而
成。

研究人员认为，这项研究表明犯
罪分子完全有可能利用携带真人指纹
的 3D 模型手绕过安全系统，进行非
法活动，例如窃取他人身份侵入金库，
破坏犯罪现场或非法入境等。

研究团队表示，他们将继续开展
针对指纹识别“反欺骗技术”研究，目
前研发重点是让指纹识别设备在真
实的人类皮肤以及打印材料中作出
准确判断。美国国家标准与技术研
究所称，美国联邦调查局、中央情报
局以及众多制造商都对这项研究充
满兴趣。

美科研人员：

警惕携带真人指纹
的3D模型手

（上接A1版）
2014 年 3 月，122 省道常

州东段正式开工建设，西起
239 省道交汇处，向东跨新孟
河，下穿江宜高速，跨德胜河，
沿新龙生态林北侧向东，止于
江阴交界处，全长 18.44 公里，
经过我市春江镇、西夏墅镇等
地。设计标准为双向六车道一
级 公 路 标 准 ，路 基 全 宽 33.5
米，设计时速 100 公里/小时，
工程概算16.21亿元。

贯通后的122省道成为苏
南地区重要的东西干线道路。
它起自南京绕城公路万家楼互
通，沿线经过汤山、句容北环、
丹阳十里牌、丹阳南环、访仙、
西夏墅、璜土、澄江、云亭北、华
士北，止于张家港杨舍（东环与
328 省道交叉点），是加强南京
与苏锡常都市圈间联系的重要
通道。

值得一提的是，德胜河以
东一段近 8.5 公里的路段处于
常州市高新区规划城镇路段，
采用主辅分离快速通道形式，
主线采用双向六车道一级公路
标准，路基全宽达到了 66 米，
宽阔漂亮。

西夏墅镇政府工作人员刘
涵介绍，这条省道经过西夏墅
镇中心区域，连接了较多路网

节点，打通了区域东西路网，为
新北区新增了一条快速新通
道。现在，西夏墅镇居民前往
市区的时间，从45分钟缩短为
20分钟左右，十分便捷。

此外，它还串起了通江路、
长江路、龙江路、玉龙路、西绕
城高速等重要干线公路，沿线
居民出行更加方便。

生态绿廊，提升环境品位
记者在工程现场看到，两

侧的绿化带已经初具规模 。
122 省道项目负责人刘锋介
绍，整个 122 省道常州东段的
项目建设用地为1515亩，绿地
面积就达到 1469 亩。“等通车
后，蜿蜒的公路沿线绿化带和
道路两侧的新龙生态林将形成
一个整体。”

道路两旁的绿植也很有讲
究。新北城建局城建处处长王
军辉告诉记者，两侧种植的苗
木有紫薇、樱花、紫荆、夹竹桃、
木芙蓉等，选用绿量大、少养
护、耐候性强，对人体无害的乡
土种植，减少运输距离，提高成
活率。同时，采用“乔灌草”的
复层绿化形式，构成多层次的
植物群落景观。项目建设完成
后可实现隔音、隔热、阻挡、消
化有害气体，使得 122 省道沿

线成为一条名副其实的生态绿
廊。

这条路还低碳环保。它引
入了海绵城市理念，这在全市
交通工程中尚属首例。

海绵城市理念，就是对城
市道路的雨水收集一部分、利
用一部分、净化一部分，增加地
表水容量。记者看到，道路中
间每 10 米开挖 1 条渡水槽，可
把路面积水向道路两侧引流；
两边开挖了 1 条植草沟，里面
铺设鹅卵石、砂垫层，负责蓄水
和净化，多余水量则进入最外
侧的排水沟，流入河道。经测
算，两侧共 99 万平方米绿化
带，蓄水量达 10.4 万立方米，
可补充地下水 1264 立方米/小
时，高温蒸腾量达 600立方米/
小时，可有效解决周边绿化带
的灌溉问题。

外联内畅，串起沿江经济带
122 省道途经镇江、江阴、

无锡、张家港等多个经济区块，
顺江而行，串起了整个沿江经
济带最重要的部分。

记者驱车行进在这条宽阔
快速通道上，两旁不时有簇新
的“农庄”字样广告牌映入眼
帘。项目负责人刘锋笑道：“路
还没通，这些商店门牌就已经

立起来了，他们正是看中了通车后
的车流、人流。”可以预见，沿线的
旅游、特色农业等产业将随着 122
省道通车蓬勃发展。

而在西夏墅工业园区内，江苏
大利节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党支
部副书记祁国生早就盼着通车的
一天。

该企业以研发、生产特种绝热
保温材料为主，产品销往全国各地
以及东南亚、韩国、俄罗斯等，每月
发货量约 50-60 万平方米，基本每
天都需要物流发货。祁国生说，原
来运送货物需要从239省道至罗溪
枢纽转到沪宁高速，由于厂区紧挨
着 122 省道，现在 10 多分钟即可到
达江宜高速，别看只缩短了 15 分
钟，物流成本大大减少，运送时效
也显著提高，能为企业带来实实在
在的甜头。

122 省道从西夏墅镇、春江镇
两个我市北部工业重镇穿过，上千
家大小企业都像大利节能一样，能
享受到更快捷经济的物流通道，更
是提升了区位优势，为人才、资本
的流入打开了方便之门。

不仅如此，122 省道通车后，也
将加强我市与无锡、镇江之间的联
系，对促进沿线区域地方经济和社
会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唐文竹 宋婧 赵云霞／文
沈儇／摄）

122省道全线通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