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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对华华说说好好话话
对对美美撂撂狠狠话话
朝鲜外交新动向或为中朝关系带来转机

韩韩国国宣宣布布MMEERRSS疫疫情情结结束束
多个国家和地区撤销暂缓赴韩警示

望公众恢复正常生活

黄教安当天在政府办公大
楼主持召开中东呼吸综合征对
策会议。他说：“在衡量各种情况
后，医疗人员和政府判断，人们
现在无需担心（疫情）。”

按照这名韩国总理的说法，
尽管有人认为依据国际标准要
宣布疫情完全结束还需一段时
间，但韩国接受集中管理的１５家
医院已全部解除隔离，且韩国连
续２３天没有出现新增病例，所有
疑似患者也都解除隔离。

自５月２０日确诊首例患者，
韩国迄今有１８６人感染中东呼吸
综合征病毒，其中３６人死亡。现
阶段，仍有１２名患者在医院治

疗，但只有一人检测仍呈阳性。
黄教安说，政府将在疫情

完全结束之前继续采取必要
措施，维持防控防疫体系，持
续对剩余患者进行治疗，做好
应对疫情的收尾工作。

黄教安说：“我希望公众
摆脱对中东呼吸综合征的所
有担忧，恢复正常的日常生
活，包括经济、文化、休闲和学

校活动。”
他承诺，政府将迅速落实

上周末国会通过的１１.６万亿韩
元（约合９９亿美元）补充预算，
努力帮助民众生活和国家经
济重新恢复活力。

“渴望中国游客回来”

这次疫情对韩国经济造成

重创，严重影响旅游业和商业活
动。韩国旅游业尤其“悲惨”。数
据显示，相比去年同期，今年６月
去韩国旅游的外国游客人数减
少超过４０％，７月前两周则减少
６０％。韩国文化体育观光部第二
次官金钟上周告诉外国媒体记
者：“我们尤其渴望让中国游客
回来。”

韩国外交部28日消息称，
截至当天，多个国家和地区撤
销因韩国发生中东呼吸综合
征疫情而发布的暂缓赴韩警
示。据报道，撤销暂缓赴韩警
示的国家和地区为中国的广
州市、山东省、四川省、台湾地
区和捷克、俄罗斯、阿联酋、蒙
古、越南。

据新华社、中新社

今年发布登记数据

英国楼市拒“黑钱”

安卓爆“致命”漏洞

发彩信“秒控”手机

据新华社消息 网络安全公
司Zimperium研究人员２７日警告，
全球应用最广泛的移动设备操作
系统之一安卓（Android）存在“致
命”安全漏洞，“黑客”只需简单发
送一封彩信便能在用户毫不知情
的情况下完全控制手机。

Zimperium当天在博客发帖
说，公司研究人员乔舒亚·德雷克
在安卓平台的核心组成部分，即
主要用来处理、播放和记录多媒
体文件的Stagefright框架中发现
多处安全漏洞。“黑客”只需知道
用户手机号码，便可通过发送彩
信的方式远程执行恶意代码。具
体而言，用户接收彩信后通过浏
览器下载一个特制媒体文件，“黑
客”就可以发动攻击。

最可怕的是，Stagefright框架
不仅能用来播放媒体文件，还能
自动产生缩略图或从视频、音频
文件中抽取元数据，这意味着“黑
客”可以在用户完全不打开或阅
读彩信的情况下入侵手机，甚至
赶在用户看到这条彩信前将其删
除，神不知鬼不觉地“黑”掉手机，
继而远程窃取文件、查收电邮乃
至盗取用户名和密码等信息，而
用户对这一切全然不知。

“这类攻击的目标可以是任
何人，”Zimperium公司说，“这些
漏洞极其危险，因为它们无需受
害人采取任何行动。”

按 这 家 公 司 的 说 法 ，
Stagefright框架的安全漏洞波及
安卓多个版本，由于更新较慢，预
计当前约有９５％、即多达９.５亿部
使用安卓系统的智能手机受到影
响。

这家公司先前已将这些安全
漏洞通报给谷歌公司，同时向后
者提供了自行开发的补丁程序。

“谷歌行动及时，４８小时内便
在内部代码库应用了补丁程序，”
Zimperium公司说，“不过，这只是
个开始，更新部署将是非常漫长
的过程。”

本报讯 英国媒体２８日报
道，英国首相戴维·卡梅伦将发表
讲话，警告外国投资者不要用非
法所得钱款购买英国房产。

英国广播公司（ＢＢＣ）报
道，卡梅伦将誓言披露利用“匿名
空壳公司”购买英国高端地产的
情况。

他说，英国不可以成为“全世
界腐败资金的安全避风港”，国际
社会必须应对“腐败癌症”。

卡梅伦正在东南亚地区访问。
ＢＢＣ报道，他将在新加坡发表上
述言论，届时将呼吁全球联手打击
腐败。

卡梅伦在讲话中说，英国地
产，尤其是伦敦地产，“正被海外人
士通过匿名空壳公司购买，一些人
的购房款取自非法所得和洗白的
资金”。

据ＢＢＣ数据，超过１０万处
英国地产登记在海外公司名下。
超过３.６万处伦敦地产归离岸机
构所有。大约价值１２２０亿英镑（约
合１８９６亿美元）的英格兰和威尔
士地产在离岸机构名下。

英国政府计划今年晚些时候
发布地产登记数据，列举哪些外
国公司在英格兰和威尔士持有地
产。

卡梅伦在讲话中说：“英国没
有赃钱的藏身之所。事实上，任何
地方都不该有。”

英国第四频道新闻本月一项
调查发现，面对海外买家明显的
洗钱购房行为，伦敦不少房地产
经纪人选择“视而不见”，这些买
家从而可以顺利购房。

英国国家反犯罪局说，海外
人士洗钱购房的后果是“扭曲”了
伦敦的房产价格。卡梅伦公布的
新举措可能还将有利于减缓伦敦
房价的飙升，使得伦敦中产不至
于因为负担不起房价而搬离市中
心。 据新华社等

27日，朝鲜最高领导人金
正恩在祖国解放战争胜利日
当天，向平安南道桧仓郡中
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陵园献花
圈。这是2013年以来，金正恩
再次向中国人民志愿军敬献
花圈。２５日，在平壤举行的第
四次老兵大会上发表讲话，
金正恩向朝鲜人民军烈士和
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表达崇
高敬意。金正恩突然密集对
中国示好，暗含什么信号？

与俄美等

接触受挫

“朝鲜领导人近期一系列具有
积极意义的举动，意味着中朝两国
朝正常国家关系又前进了一步。”
复旦大学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研
究中心主任石源华表示。

中央党校教授、朝鲜问题专
家张琏瑰则表示，朝鲜对华示好
与其近段时间与其他国家在外交
上的挫败有着某种联系，“朝鲜的
外交本质上还是在大国之间打
牌。”他说。

去年以来，朝鲜对俄罗斯的
外交公关明显加强，让外界惊呼

“朝鲜向北，拥抱俄罗斯”了。然
而，频繁的外交互动似乎在今年5
月戛然而止。今年1月，俄罗斯高
调宣布朝鲜证实金正恩将参加5
月9日举行的卫国战争纪念活动，
但就在成行前一周，朝鲜取消了
原定计划。

“朝鲜想当然地认为俄罗斯还
是苏联，会因为政治因素为他国提
供无偿援助。”张琏瑰表示，“俄罗
斯现在是市场经济，不是什么援助
都可以给的。一方面经济援助卡得
很紧，另一方面虽然一些过时的武
器可以提供给朝鲜，但也需要钱，
而不是无偿援助。”

除了北上俄罗斯碰壁之外，
朝鲜对美国的诸多“示好”举动也
遭受挫折。去年年底，朝鲜释放了
遭到扣押的美国公民杰弗里·福
尔。去年，朝鲜方面还通过有关渠
道向美国政府提议，用中断核试
验换取韩美终止在朝鲜周边海域
军演。然而，这些提议都遭到了美
国的拒绝。

“自从张成泽被处决后，美国
已经对朝鲜失去希望，拒绝和朝鲜
所有的正面接触。”张琏瑰说。

由此，朝美之间的对话渠道似
乎已中断。就在28日，朝鲜驻华大
使在一次记者会上对美国说，“朝
鲜已经准备好了美帝国主义想要
进行的任何战争方式，而且有很强
的力量来遏制美帝国主义的核战
争挑衅。”

朝鲜人民军武力部部长朴永
植26日表示，如果美国不放弃对朝
鲜的敌对政策，并诱发新战争的
话，朝鲜已经做好了战斗到底的准
备，直到美方没有人能活下来签署
投降书。

与此同时，朝鲜与日本、韩国
等国的关系也迟迟得不到进展。

韩国总理黄教安２８日宣布，韩国的中东呼吸综合征
（MERS）疫情事实上已结束。他呼吁民众摆脱不安心理，
安心回归日常生活。同日，韩国外交部称，截至当天，多
个国家和地区撤销因韩国发生MERS疫情而发布的暂缓
赴韩警示。

大旱致经济困难

“对内，朝鲜面临空前的大
旱，国内经济十分困难，对外朝
鲜和周边几乎所有国家的关系
都没有改善。面对内外困境，朝
鲜高层或许开始集体反思对华
关系。”吉林大学行政学院国际

政治系教授王生说。
朝中社今年6月曾报道，

朝鲜正在经历“百年一遇”的
特大干旱，作为一个粮食本来
就十分短缺的国家，这一自然
灾害无疑雪上加霜。

此前也有西方媒体撰文
提及，水力发电占到朝鲜发电
量很大一部分，旱灾也意味着
发电量的急剧减少，恐怕会严
重打击朝鲜本来就十分脆弱
的经济。

9月访华有重要吸引力

一个多月后，中国将举行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
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纪念
活动。此前媒体曾传出中国向
包括金正恩在内的多国领导
人发出了邀请函，对此，中国
并没有明确否认。执政3年从
未外访的金正恩是否会在中
国进行外交“首秀”引人关注。

朝鲜现在开始逐渐积极
释放友好信号，是否在为接下
来的高层访问铺路呢？张琏瑰
表示，金正恩届时是否会来华
依然很难说，观察的窗口可以
是今年8月，朝鲜是否派高官
来北京进行一系列准备工作。

王生猜测，金正恩此时释
放积极信号，可能意味着以9
月3日作为契机来华访问对其

具有很重要的吸引力，认为这
或许是改善中朝关系很好的
契机。

但石源华则表示，金正恩
当日过来的可能性很低。“金
正恩不可能排在普京前面，那
怎么排？如果朝韩领导人都过
来，该如何互动？”因此，他猜
测，金正恩单独访华的可能性
比较大。

就在28日，在朝鲜驻华
使馆举行的发布会上，有记
者问及金正恩是否会来华参
与抗战纪念活动，朝鲜驻华
大使池在龙回应“目前没有
这方面消息”。

自金正恩上台以来，由
于朝鲜试射导弹以及继续核
试验等一意孤行的举动，中

朝两国的传统友好关系被认
为陷入“寒流”。“现在中朝关
系正向着正常化演变。”石源
华说，现在中朝之间有一系
列问题，实际上是从以往类
似“同盟”的关系走向正常国
家关系中应该有的阵痛。他
说，以前中朝关系是外人难
以想象的密切，朝鲜几乎离
不开中国，现在关系有了起
起伏伏，才是正常现象。

“不能因为一次活动就表
明中朝会怎么样。对待中朝关
系，不能短视地衡量，而应置
于较长的历史时期去考察。中
朝关系虽然历经风雨，但都没
有实质性改变基础的政治方
向。”王生说。

据澎湃新闻、新华社等

金正恩（中）于27日参谒祖国解放战争烈士墓。新华/朝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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