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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韩一一MMEERRSS疑疑似似病病例例入入境境中中国国
已在广东被隔离治疗，韩国确诊病患增至7人

泰国外交部吊销

他信两本护照

据新华社5月28日电 泰国
外交部２７日发表声明说，前总理
他信最近一次接受采访时的言辞
严重影响国家安全和尊严，应泰
国警方请求，外交部２６日吊销他
信一本外交护照和一本普通护
照。根据泰国刑法第１１２条，亵渎
王室最高面临１５年监禁。媒体在
报道中转述涉及亵渎王室的言辞
同样被视为违法。

声明没有说明他信言辞的具
体内容，以及他接受的哪次采访。
不过，他信上周在韩国首尔参加
亚洲领导人大会，其间接受过几
家媒体采访，包括美国有线电视
新闻网和韩国《朝鲜日报》。美联
社报道，他信接受《朝鲜日报》采
访时暗示，去年的政变由泰国国
王任命的咨询机关枢密院策划。
去年５月２２日，泰国前陆军总司令
巴育发动政变，推翻看守政府、接
管国家政权，次日扣押他信的妹
妹、看守总理英拉。英拉被解职
后，军队支持的政府上台，巴育出
任新总理。巴育先前声称，政变由
他自己发动。５月２２日是推翻英拉
政府的政变周年纪念日。他信在
首尔接受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采
访时说，他会等待合适时机重返
泰国政坛。

他信２００９年曾被吊销过一本
护照，但他的妹妹英拉２０１１年当
选总理后予以恢复。暂不清楚两
本护照遭撤是否会影响他信的出
行。他信据信持有多本护照，他先
前声称自己持有一本黑山共和国
的护照。他信２００６年在泰国军队
发动的政变中下台，２００８年因涉
嫌贪腐获刑两年，后借保释机会
离开泰国。他目前长期居住在阿
联酋迪拜，经常穿梭于欧亚两洲。
尽管流亡海外多年，他信在泰国
政坛仍有不小影响力。

巴基斯坦拘押

“文凭工厂”CEO

据新华社5月28日电 巴基
斯坦法官２７日下令，拘押涉嫌文
凭造假的Axact公司首席执行官
舒艾卜·谢赫。警方在对Axact总
部的突袭行动中，查出数以万计
空白文凭，一些文凭上还有美国
国务卿克里的“签名”。

美国《纽约时报》本月１８日爆
出Axact涉嫌高中和大学文凭造
假一事，指认这家公司非法牟利
高达数千万美元。Axact否认这一
说法，并威胁起诉《纽约时报》。不
过，巴基斯坦调查人员２７日说，警
方已在Axact位于卡拉奇的总部
查出数以万计空白文凭和一些并
不存在的大学的资质证书。

巴基斯坦联邦调查局官员２６
日夜讯问了谢赫。电视画面显示，
谢赫当晚带领联邦调查局官员前
往堆放空白文凭的现场，一些文
凭上还有美国国务卿克里的“签
名”。谢赫２７日出庭，法官穆罕默
德下令拘押谢赫７天，以便警方调
查。谢赫所受指控包括诈骗、伪造
文件和网络犯罪。谢赫定于６月４
日再次出庭。

Axact公司主营软件业务，案
发前计划开设电视频道。谢赫声
称，针对公司的指控是在抹黑，是
对手传媒集团的阴谋。按《纽约时
报》说法，Axact公司精心制作了
数百家虚假大学网站，雇用演员
冒充学校教职工和学生拍摄宣传
片，以此招揽学生。这些假学校以
近似名校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美
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哥伦
比亚纳”“巴克利”等名称命名，以
达到混淆视听的目的。而那些为
求一纸文凭而上当的学生遍及美
国、英国、阿联酋等全球多个国家
和地区，他们少则花费数千美元，
多则被骗走数十万美元。

73名与首例病患

接触者被隔离

韩国疾病预防与控制中
心说，新增的两名患者均通
过首例患者被感染。其中一
人是２８岁的护士，她曾照看
过首例患者；另一名新增患
者７１岁，曾与首例病患同住
一间病房。由于与首例病患
有过密切接触，两人先前均
在家中进行隔离观察。韩联
社２８日报道，目前两名患者
已被送往韩国疾控中心指定
医院进行隔离治疗。

首例确诊的中东呼吸综

合征（MERS）患者６８岁，４

月中旬曾前往中东三个国家
旅行，本月４日返回韩国，２０
日被确诊感染这种新型冠状
病毒。随后，他６３岁的妻子以

及同病房的一名７６岁男子也
不幸“中招”。接着，７６岁男子
的女儿也因在病房停留数小
时而染病。按韩联社的说法，
目前有大约７３名曾与首例患
者有过密切接触的人在家接
受隔离观察。

中东呼吸综合征冠状病
毒于２０１２年９月首次在沙特被
发现，它与引发严重急性呼吸
综合征“非典型肺炎”（ＳＡＲＳ）
的病毒同属冠状病毒家族，感
染者多会出现严重的呼吸系
统综合征并伴有急性肾衰竭。

韩国卫生部的统计数据
显示，截至本月１６日，全球共
有２０多个国家报告总计１１４２
例中东呼吸综合征病例，死亡
人 数 为４６５人 ，死 亡 率 达
４０.７％。现阶段，还没有针对
这一新型冠状病毒的特效药
和疫苗。

韩国疾控机构

通报中方采取措施

韩国疾控中心２８日还证
实，一名与中东呼吸综合征确
诊患者有过亲密接触的男子
２６日出境前往中国。韩联社报
道，这名４４岁的男子是第三例
病患、即７６岁患者的儿子，是
第四例病患的弟弟。这名男子
１６日曾前往医院探望父亲，在
病房停留几小时。１９日，他出
现发烧等症状。虽未确诊，但
由于出现体温过高等中东呼
吸综合征常见症状，医生２５日
建议这名男子取消前往中国
出差的计划，不过，他没有听
从医生的建议。

韩国卫生福利部官员随
后承认，尽管得知这名男子
曾与确诊患者有过亲密接

触，但并未对其采取隔离和
限制措施。按韩联社的说法，
韩国疾控中心２７日确认这名
男子出境后通知了世界卫生
组织西太平洋区域办事处和
中国卫生部门。韩国疾控中
心主任杨炳国说，在抵达中
国后，这名男子已被送往医
院接受检查。

目前，韩国卫生当局对该
男子的妻子以及相关医疗人
员等１０人采取在家接受隔离
观察的措施，并掌握了其搭乘
飞机时临近座位的２８名乘客
名单，计划对密切接触者采取
隔离措施。不过，韩国疾控中
心表示，虽然中东呼吸综合征
死亡率颇高，但与其他传染病
相比，它的传染性并没有那么
强，只有经过大量直接接触后
才可能患病。

据新华社

病病病病毒毒毒毒
惹惹惹惹祸祸祸祸

韩国疾控中心２８日证实，又有两人被确诊感染中东呼吸综合征（MERS）冠状病
毒，至此，感染这一致命病毒的患者人数已增至７人。此外，一名与中东呼吸综合征患
者有过密切接触的韩国男子被证实２６日出境前往中国。根据广东省卫计委通报，这
名男子已接受隔离治疗。

外送炭疽杆菌时

出岔子

美国国防部发言人沃伦
２７日在一份声明中说，军方
位于犹他州的一家研究所误
将未妥善灭活的炭疽杆菌样
本外送至一家私人实验室。
目前，五角大楼已与美国疾
控中心介入调查，以查明运
送至其他实验室的样本是否
存在类似问题。

路透社报道，涉事研究
所为犹他州达格韦武器试验
场。该机构去年３月宣称利用
伽马射线灭活了部分炭疽杆
菌，随后陆续用卡车将它们
外送至位于马里兰、得克萨
斯、威斯康星、特拉华、新泽
西、田纳西、纽约、加利福尼
亚、弗吉尼亚９个州以及美驻
韩乌山空军基地的多个联
邦、私人实验室和研究机构，
用以开发诊断工具、强化这
些机构“辨别生化威胁的实
地检测能力”。这一过程持续

至今年４月。本月２２日晚，马
里兰州一家私人实验室发现
收到的炭疽杆菌样本仍处于
活性状态并上报国防部。次
日，国防部将事件通报给美
国疾控中心。

炭疽杆菌可引起炭疽热
等急性传染病。这种病毒通
过皮肤、消化系统和呼吸系
统传播，可被当作生化武器
使用。２００１年，恐怖分子曾将
装有炭疽病毒的邮件寄往美
国一些政府机构，引发美国
全国性恐慌。

美国防部称

暂无人感染

美国国防部发言人沃伦
说，这些样本已依据适当程
序销毁，事件没有对公众构
成健康威胁，可能接触样本
的实验室工作人员也没有出
现疑似和确诊的炭疽杆菌感
染病例。不过，按美国疾控中
心发言人麦克唐纳的说法，
虽然感染风险极小，但位于

特拉华、得克萨斯和威斯康
星３个州的４名实验室工作人
员还是接受了预防性治疗。

美国国防部和疾控中心
目前均未说明有多少家实验
室受到这一事件波及，只表
示双方正在调查其他实验室
是否也接收了活性炭疽杆菌
样本，进而查明究竟是哪一
环节出了问题。沃伦说，为安
全起见，在调查完成前，国防
部下属实验室将暂停向其他
研究机构发送已灭活的炭疽
杆菌样本。

针对外送至乌山空军基
地的炭疽杆菌样本，韩联社
２８日报道，在发现其“或许不
是可用于培训的已灭活样
本”后，基地方面已依规将它
销毁。现阶段，该基地２２名接
触过样本的人员均未出现感
染迹象。

此类安全事件

曾多次发生

这不是美国实验室第一

次爆出安全漏洞。去年，美国
疾控中心位于亚特兰大的一
家实验室曾把没有妥善灭活
的炭疽杆菌样本送至安全防
护级别较低的其他实验室做
研究，导致数十名研究人员
在不知情的情况下与仍具活
性的炭疽病毒“共处”。此外，
疾控中心下属的另一家实验
室在转送高度危险的禽流感
病毒时也爆出安全疏漏。

针对最新曝光的事件，
不少生化安全领域专家表示
震惊。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
授、前国防部高级研究项目
局生物防护项目负责人莫尔
斯说，类似事件原本不该发
生，愈发凸显出强化实验室
安全操作规程的必要性。莫
尔斯表示，在处理极其危险
的病毒时，研究人员通常遵
循“两人制”做法，以严格避
免一人独自操作的情况出
现。另外，在运送炭疽病毒期
间，同样应由两人全程监控，
以防出现纰漏。

据新华社

美美炭炭疽疽危危情情涉涉99州州及及驻驻韩韩美美军军
4人接受预防性治疗，22人接触疑似活性样本

美国国防部下属的一家研究所因“工作疏忽”误将仍具活性的炭疽杆菌样本外
送，可能波及全美９个州以及美国驻韩国乌山空军基地的多个实验室。目前，４名具有
潜在感染风险的美国人已接受预防性治疗，包括注射疫苗、服用抗生素等。在乌山空
军基地，２２人在培训中接触到疑似活性炭疽杆菌样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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