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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麦和澳大利亚

决定加入亚投行

综合新华社3月29日消息 澳
大利亚总理阿博特29日上午与国库
部长霍基和外交部长毕晓普发表联
合声明，宣布澳大利亚决定签署作
为创始成员加入亚洲基础设施投资
银行(亚投行)的谅解备忘录。

当天，中国财政部发布消息，丹
麦已于28日正式宣布申请作为意向
创始成员国加入亚投行，并已向中
方提交了书面确认函。财政部表示，
中方欢迎丹方和澳方的决定。作为
亚投行意向创始成员国首席谈判代
表会议的主席，中方正根据多边程
序征求现有意向创始成员国的意
见。如顺利通过，丹麦和澳大利亚将
分别于4月12日和4月13日正式成为
亚投行意向创始成员国。

英国一埃博拉患者

用中国药物后痊愈

据新华社伦敦3月29日电 英
国25岁的埃博拉患者克洛斯近日痊
愈出院，她在治疗期间使用了中国
生产的药物MIL77，是世界上首个
接受这种药物治疗的埃博拉患者。

据英国媒体报道，克洛斯是一名
英国军方医务人员，此前在埃博拉疫
情重灾区塞拉利昂志愿当护士，不幸
感染埃博拉，被送回英国伦敦北部的
皇家免费医院治疗，现已康复出院。
该医院的专家表示，克洛斯在治疗期
间使用了中国生产的药物MIL77，是
世界上首个接受这种“试验性药物”
治疗的埃博拉患者。不过，现在还不
能确定这种药物在她的康复过程中
发挥了多少作用，对其确切疗效还有
待更多研究进一步证实。

肯尼亚总统列出

百余“老虎”名单

据新华社3月29日电 肯尼亚
总统肯雅塔26日向议会递交一份多
达175人的“老虎”名单，要求名单中
涉腐官员立即辞职接受调查。在肯
雅塔施压下，农业部长科斯凯28日
宣布辞职，成为这场反腐风暴中首
名下台的内阁官员。当天晚些时候，
交通与基础设施部长，劳动、社会保
障与服务部长，能源与石油部长也
宣布辞职。肯尼亚《星报》报道，名单
中包括5名部长级官员，以及多名议
员、国企老总、市长和法官等。

肯雅塔要求名单中的人员立即
辞职接受调查，直至罪名澄清后才能
官复原职。肯雅塔同时表示，针对名
单中人员的涉腐调查并非无限期，而
应在60天内完成。他要求肯尼亚反腐
委员会立即把这份名单转交给检方。

巴西70家企业

牵涉“惊天”贪腐案

据新华社3月29日电 巴西警
方28日说，数十家巴西企业涉嫌向
税务官员行贿，以减免自身因逃税
避税所受的处罚。警方说，这起案件
给政府税收造成的损失可能高达数
十亿美元，数额之大和牵涉面之广
令人咋舌。此前，在获称“巴西史上
最大贪腐案”的丑闻中，作为巴西最
大国有企业的巴西石油公司管理层
长期虚开工程报价，收取承包商贿
赂并用作政治献金，涉案金额高达
40亿美元。

巴西警方自2013年起对财政部
下属的“税务诉讼行政委员会”展开
调查，挖出一批涉嫌以权谋私的“蛀
虫”。这一委员会的涉案官员利用监
管税务纠纷诉讼的职权，擅自依据
企业利益操纵逃税避税的处罚判
决，可使一些企业处罚减轻甚至免
除处罚。作为回报，巴西工业、金融
和农业等多个领域的约70家企业向
这些官员输送了巨额钱款。根据现
有线索推断，这起案件给政府税收
带来的损失可能高达190亿巴西雷
亚尔(约合59亿美元)。警方目前已
对涉案企业启动司法程序并向41名
涉案嫌疑人发出搜查和逮捕令。

也也门门太太乱乱，，咱咱回回家家吧吧！！
中国政府启动从也门撤侨准备工作

本报讯 据中国之声《央广
新闻》报道，中国外长王毅日前
在海南出席博鳌亚洲论坛期间
接受采访时，证实中国政府已经
启动从也门撤侨的准备工作。

沙特等海合会国家对也门
展开空袭后，当地局势骤然紧
张。有消息指出，本月27日起中
国海军舰队已经暂时停止执行
亚丁湾护航任务，通知没有解
释暂停行动的原因，也没有说
明恢复任务的时间。这是2008
年底中国海军赴亚丁湾护航以
来的首次“暂停”。有专家推测
此举是为了帮助在也门的中国
侨民撤离。中国外交部部长王

毅在海南出席博鳌亚洲论坛期
间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中方
已经开始行动，保证侨民安全
踏上归途。

王毅说，“我们当然非常关
心也门的局势。我们实际上，在
空袭发生的当天晚上就已经启
动了外交部的应急机制。我们
在也门大概有 5 0 0 左右的同
胞。我们牵挂着每一个人。我们
实际上已经开始了行动，他们
很快就会安全地踏上他们的归
途。”

目前，有多个国家已经或
正在从也门撤离侨民。中国驻
也门大使田琦透露，现在也门

的中国公民总计590人。中国
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此前表
示，中国政府高度重视也非常
关心在也门中国公民和机构的
安危，将根据也门形势发展和
需要，及时采取行动，确保中方
有关人员安全。据了解，中国早
前也曾经两度从利比亚撤侨，
虽然也门的侨民人数并不多，
但中方果断行动保护侨民，也
体现了外交为民的理念。

另据新华社萨那3月28日
电 由于沙特等国战机近日持
续对位于也门首都萨那等地的
胡塞武装组织目标实施空袭，
联合国28日已撤离部分在也门

的工作人员。一名联合国工作
人员表示，已有超过200名联合
国工作人员和多国外交人员、
企业员工28日下午从萨那国际
机场乘飞机离开，只留下部分
提供“必要人道援助”的人员。
有消息称，这些人将会被转移
至约旦等国。联合国秘书长也
门问题特别顾问贝努马尔也已
离开也门。

另外，巴基斯坦外交部称，
约有3000名巴方公民滞留也
门。12辆大巴28日向也门西部
港口运送了约500名巴方人员。
在那里，两架巴基斯坦国际航
空公司航班已准备就绪。

坠坠机机副副驾驾驶驶疑疑似似患患有有眼眼疾疾
前女友称他精神有问题，媒体爆料称其是同性恋

据新华社3月29日电 调
查人员28日透露，德国之翼航
空公司涉嫌蓄意坠机的副驾驶
安德烈亚斯·卢比茨可能患有
眼疾，在执飞从西班牙巴塞罗
那至德国杜塞尔多夫的4U9525
航班前几周内曾去医院检查。
按知情人士的说法，调查人员
怀疑这架空客A320型客机坠机
与卢比茨的眼疾有关，而且不
排除这种眼疾是由心理或情感
原因引起的身体症状。

德国《图片报》援引消息人
士的话报道，卢比茨可能遭遇
视网膜脱落。一名德国警方人
士透露，警方在卢比茨住处寻
获的私人笔记等证据显示，多
名神经科专家和精神病学家曾
为卢比茨提供治疗。卢比茨究
竟如何通过德国之翼母公司汉
莎航空公司的一系列资质评估
和测试，被认定为适宜承担飞
行任务，引发越来越多质疑。

眼下尚不清楚卢比茨的视
力状况究竟如何。德国杜塞尔
多夫大学医院承认，卢比茨过
去两个月内在该院就医。院方

说，卢比茨今年2月曾去这家医
院检查，本月10日、即距离执飞
4U9525航班仅两周时再度赴
医院检查。当记者询问卢比茨
是否在该医院治疗抑郁症时，
院方表示没有。记者随后追问，
卢比茨是否在这家医院的“眼
科”寻求治疗。然而，院方援引
保护病人隐私的规定，拒绝确
认这种猜测。

卢比茨的前女友玛丽亚·
W爆料称，卢比茨的精神状况
的确有问题，曾经向她透露对
工作环境以及职场氛围的不
满。由于受不了卢比茨的坏脾
气，玛丽亚决定与他分手。法新
社报道，玛丽亚被爆已怀有他
的孩子。

然而，英国《每日邮报》28
日报道，有人声称卢比茨可能
是同性恋、但尚未“出柜”，因而
他承受了较大心理压力。

目前，德国检察官和警方
均拒绝正式回应媒体关于卢比
茨精神和生理状况的报道，表
示可能会在本月30日以后就此
发表官方声明。

“德国之翼”折翅

美美欲欲在在韩韩部部署署““萨萨德德””的的真真实实意意图图

近来，在韩国国内围绕是否
同意部署“萨德”反导系统已形
成激烈论战，如果韩国承担巨额
资金引进这一系统，无疑将不利
于地区局势的改善。据报道，第7

次韩美联合国防协商机制高级
别会议将于4月中旬在美国华盛
顿举行，双方很有可能在会议上
讨论美国在韩部署“萨德”系统
事宜。对此，韩国国防部辩称，周
边国家不应试图对韩国的国防
政策施加影响力。但韩国轻易允
许美军在韩国部署反导系统，会
对周边所有国家的安全造成巨
大威胁，韩国认真考虑过吗？

“萨德”属于美军陆基高空
远程反导系统，也是美军唯一能
在大气层外拦截弹道导弹的陆
基系统，其名称来自“末端高空
区域导弹防御系统”英文缩写

THAAD。该系统采用先进的动
能撞击技术，可在来袭弹道导弹
的飞行末段进行机动拦截。按美
国的说法，“萨德”拦截的主要是
发展中国家包括“飞毛腿”在内
的中短程导弹，而对洲际弹道导
弹的拦截率较低。

美军的情报显示，“萨德”反
导系统计划共部署7套。目前，美
国已把其中3套部署在美国本
土，1套部署在关岛，虽然其余3

套的部署地点尚未确定，但日本
东京和韩国平泽被认为是最有
力的候选地点。据了解，“萨德”
反导系统由车载式发射架、防空
导弹、AN/TPT-2相控阵雷达和
火力控制系统四部分组成，一套

“萨德”反导系统最多可配置72

枚防空导弹，可拦截高度在40公
里至150公里的导弹。鉴于驻韩
美军和韩国军队拥有的“爱国者
-3”和“爱国者-2”防空导弹拦截
高度在40公里以下，如果美国在
韩国部署“萨德”，韩国就能更有
效地拦截来自朝鲜的弹道导弹。

“萨德”的雷达探测监视范
围很大，实际上大大超出防御朝
鲜导弹所需的范围，这让人感到

在韩部署的目的不在朝鲜而在
中国。从技术层面上看，如果朝
鲜想进攻韩国，大量使用短程导
弹的可能性较大，因此“萨德”对
朝鲜导弹的防御基本没什么效
果。但从威胁程度来看，“萨德”
却能对中国北京、上海、西安、青
岛、沈阳、大连、南京、武汉、宁波
等几乎所有中国核心战略要地
构成严密监控，更会对中国的导
弹试验活动进行全程跟踪，会对
中国的安全体系造成严重侵害。

在将日本、菲律宾、澳大利
亚等国纳入反导体系后，美国

又试图也把韩国纳入其中，目
的就是进一步打造东亚反导系
统网，扩大在亚太地区的军事
影响力。据《朝鲜日报》报道，此
前“萨德”使用的AN/TPT-2相
控阵雷达的最大探测距离为
1800公里至2000公里，可监测中
国内陆的弹道导弹发射情况。
正因如此，中国官方此前已多
次表达对在韩国部署“萨德”的
反对态度。中方认为在韩部署
反导系统，不利于地区稳定和战
略平衡。中国在这一重大问题上
亮明自己的态度非常有必要。

特约军事观察员 孙小伟

29日，在法国南部上普罗旺斯阿尔卑斯省山区，一名法国调查
员检查飞机残骸。 新华/路透

美军“萨德”反导系统发射导弹。 (资料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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