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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在中东欧洲致死多人，可能人传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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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卫警告疑似新“非典”

尚无特定疫苗，
但目前治疗有效
世界卫生组织助理总干事福田 合征（SARS）即“非典型肺炎”的病毒 胡富夫镇。

敬二 12日说，一种新型冠状病毒已 同属冠状病毒家族。法国 12日报告
经在中东和欧洲致死多人，可能在密 第二例确诊病例，沙特阿拉伯新增两
切接触的情况下人传人。
例死亡病例。
新病毒与引发严重急性呼吸综

最新发现

新型冠状病毒与非典同家族 1

福田说，迄今没有证据显示新型
冠状病毒能够“在社区间普遍传播”，
然而，
“最令人担忧”的是，“多个国家
出现不同的聚集性感染病例……越
来越支持这一新型冠状病毒能够在
密切接触情况下人传人的假说”。
路透社援引一名卫生专家的话
报道，福田所说“密切接触”，指与一
名已经感染新型冠状病毒的患者在
狭小、封闭空间内长时间接触。
沙特首先发现新型冠状病毒，是
电子显微镜下的新型冠状病毒
“重灾区”，且病例主要出现在沙特东
部艾赫萨绿洲地区两家医院。
一病毒家族，感染者多会出现严重的
新型冠状病毒与非典病毒属同 呼吸系统综合征，伴有急性肾衰竭。

病例特性

直接或间接关联同一家医院 2

福田说，据他了解，沙特今年确 家医院。路透社报道，那家私立医院
诊的一些病例直接或间接关联同一 名为穆萨综合医院，位于艾赫萨地区

罗德曼
拟再访朝鲜

否认受美政府派遣
“捞人”
新华社电 美国全国篮球协会（NBA）前

明星丹尼斯·罗德曼打算今年 8月 1日再次
访问朝鲜，寻求朝方释放韩国裔美国人裴俊
浩。
罗德曼 12日说，打算再次赴朝是因他觉得
美国总统奥巴马政府对待朝鲜及其领导人金正
恩的外交政策失败，“（奥巴马）总统甚至不去和
他（金正恩）谈谈……我不知道他为何不去与他
谈谈”。
这名前篮球明星“自定”的访朝任务包括
“捞人”。他说，将尽一切努力说服金正恩释放裴
俊浩，
“我将努力救出他……那不容易”。
罗德曼同时否认赴朝是受美国政府派遣。
“我不是外交官，”他说。
罗德曼现年 52岁，绰号“大虫”，先前是全
国篮球协会芝加哥公牛队队员，曾与迈克尔·
乔丹一同夺得总冠军。他今年 2月与美国哈林
花式篮球队访问朝鲜，与金正恩并肩观看比
赛。

为前发言人性丑闻

朴槿惠
向公众道歉

新华社电 韩国总统朴槿惠 13日就前发
言人尹昶重在访问美国期间涉嫌性骚扰一事向
公众道歉。
尹昶重涉嫌在陪同朴槿惠访美期间性骚
扰韩国使馆所雇一名 21岁女子。当事女子指
认，尹昶重 7日晚在白宫附近一家酒店内“抓
她臀部”。另外，这名女子应尹昶重要求前往
酒店房间与他碰面时，尹昶重赤身裸体地出
现。
这是朴槿惠首次公开谈及这一性丑闻。她
说：
“我为这一令人厌恶的事件感到抱歉，一名
公务人员原本不应卷入这类事件……这件事令
公众非常失望。我向那名女学生及其家长和海
外侨胞诚挚道歉。”
朴槿惠承诺，要彻查这一事件，
“我们将采
取一切必要措施并积极配合美方调查。那些牵
扯其中的人必须积极配合调查并承担应有责
任。”
她说，将借此机会重新树立青瓦台工作人
员的工作纪律。

朴槿惠就 “尹昶重性丑闻 ”正式道歉

房，有过“密切且长时间”接触。据悉，
一些患者显现家庭聚集性。其 第二名患者遭感染，是因为首名患者
中，已故患者穆罕默德·谢赫住院后， 没被确诊前呈现“相当非典型”的症
家人前来探视，父亲去世后，两个儿 状，却没有被立即隔离。
子侯赛因、阿卜杜拉以及妹妹哈南相
首名患者 65岁，8日确诊，上月
继患病入院。
从阿拉伯联合酋长国迪拜旅行回来
法国卫生部 12日在一份声明中 后病倒。确诊后，卫生部排查 124名
说，北部城市里尔一家医院新确诊一 与患者有过接触的人，至少 5人的检
例病例，患者现年 50岁，男性，4月 测标本送交实验室，包括 3名医护人
27日至 29日与法国首名患者在附 员。除那名病友，其他人的检测结果
近瓦朗谢纳市一家医院同住一间病 均呈阴性。

治疗效果

尚无特定疫苗但目前治疗有效 3

三星宣布突破 5G技术

一秒钟
下载一部电影
新华社电 韩国三星电子有限

公司 13日宣布，成功测试第五代
（5G）无线通信技术，最终可允许用
户一秒钟内下载一整部电影。
三星公司说，它们采用一种毫
米波的技术，测试人员用 64个天线
组，克服“不利传播特性”，在两公里
多距离内，每秒钟传输超过千兆字
节数据。
这家电子行业巨头在一份声明
中说，这项新技术将提供比现有 4G
网络“快达数百倍”的传输速度，允
许用户“几乎不受限制地传输大量
数据文件，包括高质量数字电影。因
此，用户能享受到众多服务，例如
3D电影和游戏、实时流的超高清内
容以及远程医疗服务。”
声明说，新技术有望最早 2020
年推向商业市场。
法新社报道，作为全球网络最
发达的国家之一，韩国如今 4G用
户数量为大约 2000万。

沙特卫生部副大臣梅米什 12日 阶段接受的治疗有效果。
说，两名确诊患者当天因感染新型冠
里尔医院盖里教授说，法国发现
状病毒死亡。至此，沙特今年年初以 第二例感染病例，暗示新病毒可能人
来报告 15人感染，死亡病例增至 9 传人，不过，“幸运的是，这一病毒并
例。他说，沙特正调查 3例疑似病例， 不那么容易传播。我认为公众无需担 日本公明党拟维护和平宪法
包括重新检查先前呈阴性的病毒检 忧。毕竟，新病毒出现有一年，全球只
测结果。
确诊 34例病例”。
沙特卫生部在一份声明中说，自
自去年 9月在沙特首次发现新
去年夏天以来，沙特共确认 24例感 型冠状病毒以来，世卫组织共收到成
染病例，其中 15人死亡。福田说，他 员国通报的确诊病例 34例，至少 18
不能确定世卫组织确诊死亡病例中 人死亡。死亡病例中，13人来自沙
日本执政联盟中的公明党打算
是否包括沙特最新的两例死亡病例。 特，2人来自约旦，2人来自英国，1 在今年参议院选举中维护现行和平
福田说，尽管尚无特定疫苗或治 人来自阿联酋。德国出现确诊病例。 宪法，与执政伙伴自由民主党的主
（新华社供本报特稿 ）
疗方法应对新型冠状病毒，但患者现
张形成鲜明对照。
日本媒体分析，为避免过度刺
激舆论，同时虑及公明党立场，自民
党修改宪法的激进态度近两天有所
收敛。

安倍
对修宪降调门

金正恩上任
三换防长

自民党盟友“反水”

韩国媒体认为此
人是张正男。 (网页截图)

美国核动力航母参加韩美海上军演 。

新武力部长张正男属“少壮派”

共同社 13日援引公明党竞选
纲领草案报道，公明党认定，日本宪
法的和平主义性质不得改变，日本
应继续坚持“不制造、不拥有、不引
进核武器”的“无核三原则”。另外，
公明党打算推动日本和中国举行定
期会晤以修补两国关系。
共同社评述，作为自民党多年的
盟友，公明党试图在本次参院选举中
提出多项有别于自民党的主张。
日本预定 7月举行参议院选
举。自民党正大力谋求修改宪法第
96条，从而降低修宪门槛，为进一
步修宪铺路。

安倍态度有“收敛”

共同社评述，为避免在参院选
举前过度刺激舆论，同时考虑到公
朝鲜官方媒体 13日的一篇 力部部长张正男陪同。
原道最前方地区的人民军第一 明党对修宪态度谨慎，首相安倍晋
报道显示，朝鲜人民武装力量部
这是朝鲜媒体首次提及张 军团团长。
三和自民党领导层就修宪程序的言
已经迎来新部长张正男。这一消 正男为人民武力部部长。按韩国
一名朝鲜问题专家告诉韩 论近来渐趋谨慎，激进态度有所收
息引发各方关注。
联合通讯社的说法，5月 4日， 联社记者：“ 张正男被视为朝鲜 敛。
同一天，朝鲜劳动党机关报 朝中社报道金正恩出席银河水 军方少壮派成员，他突然升任人
安倍 4月下旬在国会会议中多
《劳动新闻》刊文批评韩国与美 音乐会的消息时，陪同的武力部 民武力部部长或许显示朝鲜领 次提及修宪。不过，他本月 10日在
国的联合军事演习是“排练”侵 长还是金格植。
导层正寻求军队内部新老交 电视节目中降低调门，说“过于冒进
略朝鲜。
暂不清楚张正男何时获任。 替。”
会得不偿失，国民就这一议题的讨
人民武力部是朝鲜国防委 论尚未深入”。
张正男任朝新防长 《劳动新闻》近期刊登一张他的
照片，介绍他为 3星将领。
员会下属的军事执行机构，相当
不过，执政党内部普遍认为，安
朝鲜中央通讯社 13日报 新防长属“少壮派” 于一些国家的国防部。这是金正 倍修宪的决心没有变化。
道，朝鲜劳动党第一书记、国防
恩上台以来第三次更换武力部
自民党的修宪计划受到日本国
委员会第一委员长、人民军最高
这家通讯社报道，张正男 长。
民反对。东京广播公司 13日发布民
司令官金正恩偕夫人李雪主观 50多岁，属“少壮派”。他 2002 张正男的前任金格植是 4 意调查结果，显示 51％的调查对象
看朝鲜人民内务军协奏团演出。 年 4月任少将，2011年 11月升 星将领，70岁出头，在任 8个 反对修改宪法第 96条，25％赞成。
（新华社 ）
报道介绍随行人员时说，人民武 任中将。直到最近，他还出任江 月。
（新华社供本报特稿 ）

5小时行程要搭张床，多出 12.7万美元开销

以色列总理深陷“卧舱门”

以色列媒体披露，总理内塔尼亚
胡上月前往英国时，额外花费 12.7万
美元公共财政资金在租赁航班上“搭
张床”。
以色列政府正力推财政紧缩政
策，总理高额开销引发争议。政府官员
说，内塔尼亚胡已取消今后所有中短
途航班的卧舱计划。

如果不另行设置卧舱，一架类似
根据财政部长拉皮德起草的紧缩
飞机的租赁费用为 30万美元。这意 预算案，以色列的收入税和增值税将
味着，短短 5小时的行程因为一张床 分别提高 1.5个和 1个百分点，家庭育
多出 12.7万美元开销。
儿补贴同时面临削减。这种紧缩措施
总理办公室最初就这一安排辩解， 被视为不合比例地“惩罚”中产阶层。
称内塔尼亚胡出席葬礼前日程繁忙，需
颇具讽刺意味的是，拉皮德所属
要在航班上休息，以保证充沛精力。 的“拥有未来”党依靠中产阶级选民支
不过，这家电视台指出，下月即将 持在今年 1月议会选举中当选第二
年满
90岁的以色列总统希蒙·佩雷 大政党，成为内塔尼亚胡组阁盟友。如
5小时航程多花 12.7万美元 斯近期访问韩国时，只乘坐商务舱度
今，部分民众深感遭背叛，开始声讨拉
以色列电视 10台 10日晚报道， 过长达 11小时的航程。
皮德及其政党。就在 11日，数以千计
内塔尼亚胡上月赴英国出席英国前首 高消费行程引发公众不满 民众走上特拉维夫街头，抗议拉皮德
相撒切尔夫人的葬礼，所乘坐航班租
起草的预算案。
赁自以色列航空公司，总费用为 42.7 一些政治分析师认为，鉴于财政
舆论重压下，总理办公室人士 11
万美元。
赤字增加，以色列政府正推动严厉财 日晚再次回应媒体，称内塔尼亚胡本
值得一提的是，应总理办公室要求， 政紧缩措施。这种情况下，内塔尼亚胡 人对航班开销不知情，获悉争议后已
航班特意设置卧舱，安放一张双人床以供 曝出的高额行程花销势必引发更多公 下令取消其余中短途航班卧舱计划。
内塔尼亚胡及其妻子在飞行途中休息。 众不满。
（新华社供本报特稿 ）

历史背景

他屡犯
同样错误

这是内塔尼亚
胡今年来第二次因
公务开销引发争议 。
一家以色列报纸早
些时候披露 ，总理府
一年拨出 2700 美元
“ 甜点预算 ”， 供内塔
尼亚胡享用他所钟
爱的一款冰激凌 。 舆
论压力下 ，内塔尼亚
胡不久停止购买这
种冰激凌 。
另据报道 ，早在
2010 年和 2011 年 ，
内塔尼亚胡遭遇过
类似 “卧舱门 ”非议 。
只是 ，这位总理似乎
没有谨记教训 ，屡次
犯同样错误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