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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
斯科夫 9日否认日本媒体关
于普京总统将于 12月访问日
本的说法，称具体日期尚未
确定。

佩斯科夫说，据他所
知，现在没有确定普京访日
的任何具体日期。

他表示，俄一贯赞成俄
日关系向前发展，支持包括
最高层在内的所有层级对话。

普京原定于去年秋访
日，但因乌克兰危机引发国
际形势复杂化而未能成行。

据日本媒体日前报道，
日本政府正在研究外相 9月
份访问莫斯科、筹备普京访
日的可能性。共同社援引日
本政府消息人士的话报道，
日本政府正在研究普京 12月
来访的可能性。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 7日

在德国出席七国集团会议时
表示，在对俄保持压力的同
时，日本必须继续与俄对
话，以解决两国间岛屿争端
问题。

千岛群岛位于俄远东堪
察加半岛与日本北海道之
间。群岛南部的齿舞、色
丹、国后和择捉岛被俄称为
南千岛群岛，日本则称之为
北方四岛。第二次世界大战
结束以来，四岛由俄方实际
控制，俄日两国在四岛归属
问题上互不相让。

俄外交部表示，俄拥有
南千岛群岛主权具备法律依
据，任何质疑的言论都不可
接受。俄外长拉夫罗夫今年
5月谈到俄日岛屿争端时批
评日本，称其为唯一挑战第
二次世界大战成果的国家。

据新华社

日本参议院全体会议 10日通
过《防卫省设置修订法》，正式废
除“文官统领”制度，实际上取消
了防卫省文职官员相对军职官员的
优势地位，废除了防止自卫队恣意
妄为的一道重要防线。

日本防卫省官员主要由两部分
组成，一是以统合幕僚长（相当于
参谋总长）以及陆、海、空自卫队
幕僚长 （参谋长） 为首的军职官
员，又称“制服组”；一是以防卫

省官房长、省内各部局局长为首的
文职官员，也称“西服组”。

修订前的《防卫省设置法》第
12条规定，防卫大臣对“制服组”
下达指示指令或批准、督导各项军
事计划方案时，“西服组”有辅佐
防卫大臣的权限，即根据各自分管
领域向防卫大臣提出相关建言，从
而使“西服组”在防卫省决策层面
的实际权限高于“制服组”。

但新通过的《防卫省设置修订

法》把对防卫大臣的辅佐权从“西
服组”扩大到“制服组”，表面上
二者地位对等，但实际上剥夺了文
职官员相对军职官员的制约权限。

修订法同时废除了掌管自卫队
作战行动的防卫省文职部门“运用
企画局”，将其职能合并到统合幕
僚监部（相当于总参谋部），这意
味着“制服组”将成为自卫队作战
等各项行动的主导核心。

据新华社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驻法国
办事处9日发布法国儿童权益保
护状况报告，指出法国有超过
300万名儿童生活在贫困中，约
占法国儿童总数的1/5。

报 告 说 ， 2008 年 至 2012
年，法国贫困儿童增加了 44
万名。在法国，目前有 3.1万名
儿童无家可归，9000名儿童居
住在贫民窟，每年有 14万名儿
童辍学，大量无人监护或居住
在贫民窟的儿童被剥夺了基本
权益并遭受歧视。

报告还指出，法国教育体
系的不完善造成了儿童和青

少 年 受 教 育 机 会 的 不 平 等 ，
教育资源的地域差距也越发明
显。

同时，报告呼吁法国提高
未成年人承担刑事责任的年龄
门槛。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法国办
事处负责人米歇尔·巴尔扎凯
认为，尽管法国政府为改善儿
童生存状况作出了种种努力，
但仍缺乏关于儿童权益保护的
全面战略，缺乏扎实、明确的
公共政策，也没有任何具有权
威 性 的 追 踪 和 评 估 体 系 。

据新华社

日本正式废除“文官统领”制度

由于接到“炸弹袭击”
报告，9日下午，美国白宫
当天的例行新闻发布会突然
中断，负责白宫安保的特工
处人员将所有参加新闻发布
会的记者疏散到白宫以外的
安全地带。

事发时，白宫发言人欧
内斯特正在向媒体记者发布
新闻简报。特工处人员在记
者被疏散后仔细检查了新闻
发布厅并动用军犬进行爆炸
物甄别。很快，虚惊一场的
记者被通知可以返回新闻发
布厅，欧内斯特在继续进行
新闻简报发布前向记者解释
说，这次疏散行动的原因是
华盛顿警方事前接到了匿名
电话，称“白宫将受到炸弹

爆炸袭击”。
当天早些时候，正当参

议院就美国机场安全问题举
行听证期间，与会者也由于
警方接到听证会地点附近发
现有可疑物品的报告而被撤
离现场。事发时，负责国会
安保工作的警方人员疏散了
听证会所在的德克森办公大
楼内几个楼层的所有人员。
但警方在搜查了报告指明受
到威胁的某个房间后并没有
发现任何爆炸物。

欧内斯特表示，目前还
不清楚这两起谎报爆炸威胁
的事件之间是否有关联。目
前，警方正在对事件展开进
一步调查。

据新华社

美国白宫收到“炸弹威胁”

环球扫描

俄官员否认普京12月将访日

据黎巴嫩真主党旗下的
灯塔电视台 9日报道，极端
组织“伊斯兰国”的一个头
目9日死于真主党炮火。

报道说，真主党武装当
天对在黎巴嫩东部与叙利亚
接壤的阿尔萨勒山区的武装
分子聚集地发动炮击和火箭
弹袭击，打死大量武装分
子，其中包括“伊斯兰国”
在叙利亚卡拉蒙的重要头目
之一瓦利德·阿卜杜勒·穆
赫辛。

同一天，真主党还在黎
叙边境的拉斯巴莱拜克山区
挫败了“伊斯兰国”武装分
子发动的进攻，打死打伤多
名武装分子，摧毁一些车

辆。黎巴嫩军队当天也出动
武装直升机，对盘踞在拉斯
巴莱拜克等黎叙边境山区的
极端武装发动空袭。

受叙利亚危机外溢影
响，黎叙边境地区紧张加
剧。“伊斯兰国”和“支持阵
线”等极端组织的武装分子
时常从叙利亚潜入黎巴嫩，
并占据阿尔萨勒等一些接壤
山区作为据点向黎境内军事
设施和民用目标发动袭击，
造成众多军人和平民伤亡。
今年以来，黎巴嫩军队加大
了打击极端组织的力度，不
断向极端组织占据的山区发
动攻势和炮击。

据新华社

黎巴嫩真主党称
击毙“伊斯兰国”头目

当地时间6月9日，媒体记
者和工作人员聚集在德国法兰
克福德意志银行总部大楼前。
德国调查人员 9 日搜查了德意

志银行位于法兰克福的总部办
公室。多家德国媒体报道，本
次搜查或与骗税有关。

新华社记者罗欢欢摄

德意志银行总部被搜查

法国逾300万儿童身陷贫困肯尼亚官员 9日说，该国西部
的霍马贝郡自上周发生新一轮霍乱
疫情以来，目前疫情已造成 10人
死亡、134人住院治疗。

霍马贝郡政府卫生官员杰拉尔
德·阿凯奇说，患病者多为妇女和
儿童，疫情发生主要与患者食用不
卫生的食物及当地公共厕所覆盖率
低有关。

肯尼亚政府上月拿出 520多万
美元专款抗击霍乱疫情。肯尼亚卫
生部表示，专款主要用于购买医药
用品和医疗设备、为疫区提供干净
的饮用水以及宣传公共卫生安全知
识。

霍乱是一种急性肠道传染病，
患者主要症状为剧烈腹泻、呕吐、
脱水等，如不及时治疗，往往危及
生命。 据新华社

乳腺癌是最常见的女性恶性
肿瘤，发现更为敏感的生物标记物
用于乳腺癌诊断是近年的研究热
点。德国研究人员日前报告说，他
们发明了一种通过检测尿液中微小
核糖核酸（miRNA）水平来诊断乳
腺癌的方法，准确率可超过90%。

微小核糖核酸是一种核苷酸长
度较短、具有调控功能的核糖核
酸，它不负责指导合成蛋白质。大
量研究表明，微小核糖核酸在乳腺
癌的发生、转移和增殖过程中具有
关键性调节作用。

德国弗赖堡大学医学院的研究
人员在英国《BMC癌症》杂志上
报告说，他们对 24名乳腺癌患者
和 24名健康女性进行了尿检，检
测她们尿液中9种微小核糖核酸的
水平。结果发现，乳腺癌患者的尿
液中，有一种微小核糖核酸的水平
比健康人明显要高，有3种微小核
糖核酸的水平比健康人低。

研究人员表示，用上述几种微
小核糖核酸作为生物标记物来诊断
乳腺癌简单有效，这种检测只需采
集几毫升尿液，诊断准确率可达
91%，有望用于乳腺癌早期诊断和
治疗效果检验。

据新华社

环球医卫

尿检
诊断乳腺癌

肯尼亚
发生霍乱疫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