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华社供本报专电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
16日和17日先后访问柬埔寨和老挝，进而完
成他自上任之后对东南亚国家联盟全部10
个成员国的“轮访”。

安倍大撒“金元”，向柬埔寨和老挝提供
大量援助，同时推销其所谓“积极和平主义”
观念并谋求与对方加强安全合作。 不少分析
师认为，就对东南亚国家的访问，安倍心中的
小算盘打得啪啪响，但只是一厢情愿。

安倍与柬埔寨首相洪森16日会面， 就日
本向柬埔寨提供先进医疗技术以帮助改善柬
方卫生和医疗服务，达成共识。安倍承诺，日
方将协助于2015年3月在柬埔寨设立一家医
院，提供紧急医疗服务，所需大约4000万美
元投入将来自日本一项有政府背景的基金、
日本工程巨头日挥公司以及北原国际医院。

两站访问中，按共同社说法，安倍均向对方
“解释”其所谓“积极和平主义”，即扩展日本在
海外涉及安全的行动。 共同社援引日柬联合声
明报道，安倍“解释他积极为地区和国际社会和
平及稳定作贡献的安全政策”。 而洪森强调，支
持日本“作为和平国家”进一步“作贡献”。

安倍与洪森会面时提及“海上安全”与“区
域争端处理规则”。最终，两国联合声明泛泛地
说，双方领导人“强调依据广泛认同的国际法
原则、以和平手段解决海上争端的重要性”。

安倍自上台后谋求打经济利益或意识形
态牌笼络东南亚一些国家。除亲自造访，日本
定于12月13日到15日做东，召开日本与东盟
10国特殊峰会。不过，就安全事务而言，东南
亚各国当年饱尝日本侵略之苦， 对日本军国
主义始终抱有戒心。

安倍“轮访”东盟

据新华社长沙11月17日电 湖南省江永县政府
17日证实，网上举报反映的该县个别领导子女亲属
在本地和异地调动中存在违规行为的问题属实，决
定对黄某、 聂某等7名未经招聘程序违规进入事业
单位的职工予以清退。

近日有举报称，江永县6名县级领导干部为子女伪
造在外地工作的档案， 之后将其调动回江永县行政或
事业单位工作，以规避本应该参加的统一招考。

经核实，涉及领导子女亲属工作调动的实为10
人，其中唐某、蒋某、张某等3人符合事业单位工勤
人员招聘相关规定，属于正常的人员调动。黄某、聂
某等7人未经招聘程序，违反了《事业单位公开招聘
人员暂行规定》， 经干部人事和机构编制领域突出
问题专项治理工作领导小组研究， 并报县编委会，
经县委常委会研究决定，对上述7人予以清退。

据新华社长沙11月17日电 近日， 湖南湘潭民
营企业家、 恒盾集团董事长王检忠跳楼身亡事件引
发社会关注。 记者17日从事件调查组独家获悉，根
据初步核实，王检忠的公司负债5.48亿元以上，其中
民间借贷高达2.3亿余元。

现年60岁的王检忠， 靠做竹砧板白手起家，成
为湘潭市有一定影响力的民营企业家。今年11月12
日下午5时许， 王检忠从湘潭市政府大楼15楼跳楼
身亡，经公安部门侦查，系自杀身亡。

记者从湘潭市公安局获悉，15日下午， 湘潭市公
安局岳塘分局向王检忠子女公布了在事发现场提取
的遗书、手机和原始现勘资料。16日，王检忠亲属对公
安部门作出的王检忠自杀调查结论予以签字认可后，
警方将王检忠遗书、手机等物品交还其亲属。

作为一名当地颇有名气的民营企业家， 为什么
要选择在市政府大楼跳楼自杀？ 随着一些调查的开
展，恒盾集团发展步伐太快、资金压力大、民间借贷
多等问题逐步浮出水面。

事发第二天，记者在恒盾集团采访时，公司党委
副书记刘伟承认公司资金压力很大， 主要是投资1
亿多元兴建了一家五星级休闲山庄， 由于土地是租
用当地农民的，无法抵押贷款，造成资金链吃紧。

记者了解到，经查，截至11月16日，恒盾集团负
债54846万余元，主要由银行贷款、小额贷款公司和
民间借贷等组成。其中，根据恒盾集团财务提供的民
间借贷资料显示，民间借贷23112.81万余元，目前已
登记的为12232.64万元。此外，王检忠还累计透支18
张信用卡，并拖欠一些职工集资款、工资等。

◎ 责任编辑 曾楚禹 肖丽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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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北京11月17日电 清华大学
17日宣布，该校生命科学学院教授罗永章课
题组在国际上首次发现热休克蛋白90α是
一个全新的肿瘤标志物，自主研发的定量检
测试剂盒已通过临床试验验证，并获准进入
中国和欧盟市场。

这是人热休克蛋白90α（Hsp90α）被发
现24年来， 世界首个获批用于临床的产品，对
于提高肿瘤患者的病情监测和疗效评价水平、
实现肿瘤个体化治疗具有重要推动作用。

罗永章教授介绍，肿瘤标志物是一类反
映肿瘤存在的物质，在肿瘤患者中的含量远
远超过健康人。它的存在或量变可提示肿瘤

的性质，已成为肿瘤诊断、预后及治疗指导
的重要辅助手段。2011年， 美国国家癌症研
究院公布了全球31个被明确用于癌症检测
的产品， 其中以血液为检测对象的有17个，
均由外国科学家发现和定义，至今尚无我国
自主发现的肿瘤标志物在临床中被广泛应
用和认可。

Hsp90α这一全新肿瘤标志物的确认，
源于罗永章课题组首次揭示癌细胞分泌
Hsp90α调控机制的重大科学发现。2009
年，课题组在世界上首次发文报道肿瘤细胞
特异分泌Hsp90α的调控机理，同时首次揭
示了细胞外Hsp90α与细胞内Hsp90α的

分子差异 。 他们进一步证明了分泌型
Hsp90α能促进肿瘤侵袭及转移，且其在血
液中的含量与肿瘤恶性程度正相关。这些发
现预示了血液中Hsp90α作为肿瘤标志物
的良好潜质。

这些重大成果被DNA双螺旋发现者、
诺贝尔奖得主詹姆斯·沃森推荐，2009年在
《美国科学院院刊》发表，引起了国际同行的
广泛关注和引用。

Hsp90α肿瘤标志物具有广谱的特性，
用于肝癌、乳腺癌、结直肠癌等其他多个瘤
种的临床试验将在近期完成。 如能得到验
证，试剂盒还可在多种常见肿瘤中应用。

罗永章说， 与其他肿瘤检测手段相比，肿
瘤标志物更方便快捷，成本也大大降低。只需
取一滴血， 即可通过这种试剂盒检测血浆中
Hsp90α的含量。 如果含量超出正常值范围，
建议采取其他手段进一步确认。有些肿瘤患者
尽管并未表现出相关症状，但其Hsp90α含量
可能已经升高，如果再进行深入检查，就可能
被确诊为肿瘤， 这能使患者早日接受治疗，从
而大大提高治愈率或延长生存期。

此外，患者血浆中Hsp90α含量的高低
与病情变化有较好的对应性， 因此可实时、
较准确地反映治疗效果，为医生制定和及时
调整治疗方案提供参考。

一滴血可测肿瘤 我国自主研发的
癌症定量检测产品问世

东北大雪 ■哈尔滨长春中小学停课一天
■吉林发道路冰雪橙色预警

11月17日，在吉林省长春市人民大街，环卫工人在清扫路
面积雪。 新华社发

湘潭民营企业家跳楼事件

7人被清退
江永县领导子女工作调动违规

民间借贷超2.3亿元

■后续报道

“金元”笼络一厢情愿
据新华社北京11月17日电 17日， 我国东北大部迎来入冬

以来的第一场大雪。持续一日的降雪致使黑龙江、吉林交通受到
较大影响。当地多条高速公路关闭，机场发生航班大面积延误情
况。哈尔滨、长春等地宣布中小学、幼儿园于18日停课一天。

从16日夜晚开始，这场大雪就开始在黑龙江省多地落下。哈
尔滨市气象台17日上午9时将暴雪蓝色预警提升为黄色预警。

突然到来的大雪给交通造成巨大影响。截至目前，黑龙江
省内多条高速公路仍旧全线封闭， 哈尔滨太平国际机场航班
大面积延误黄色预警暂未解除， 哈尔滨市发往省内的部分客
运车辆还处在停运状态。

来自哈尔滨市教育部门的最新消息称，哈尔滨市6个主城
区的初中、小学、幼儿园将在18日停课一天，下辖10个县（市）
自定是否上课，普通高中、职业高中早晨上课时间推迟到9时。

今夏刚刚经历过洪水重创的黑龙江同江、 抚远等地也普
降中到大雪。目前，灾区群众均已乔迁新居或提前返乡，过冬
补贴也已按时发放，灾区群众已过上“暖冬”。

黑龙江省气象部门预测， 这场来势凶猛的较大降雪或将
持续至19日。

吉林省多地16日白天开始的今年入冬以来首场大雪仍
在持续，长春龙嘉机场不少航班延误，吉林省内高速公路部分
路段封闭。吉林省气象台17日下午继续发布道路冰雪橙色预
警。吉林省教育厅学校安全处处长卢林说，长春市和吉林市教
育部门已经通知初中、小学和幼儿园在18日停课一天，其他
市州也针对实际情况采取了停课等措施。

吉林省气象台17日15时47分继续发布的道路冰雪橙色
预警显示，预计未来24小时，受明显降雪天气影响，全省大部
分地方仍有道路积雪或结冰，降雪同时能见度较差，对交通有
很大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