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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3月28日电（记者黄
堃）世界卫生组织近日在其官方网站上
以中英文等多种语言发布一篇科普文
章，批驳了关于疫苗接种的十大传言。
记者精简整理如下：

传言1：改善个人卫生和环境卫生
就能远离疾病，没有必要进行接种疫
苗。错。

世卫组织说，虽然改善个人卫生、
勤洗手并使用洁净饮用水能保护人们
远离传染病，但无论环境多么清洁，许
多传染病依然能够传播。如果不接种
疫苗，一些已经不常见的疾病，如脊髓
灰质炎和麻疹，会很快重新出现。

传言2：疫苗尚有不为人知的若干
具有危害性的长期副作用，疫苗接种甚
至可致人死亡。错。

世卫组织说，疫苗非常安全。对疫
苗的大多数反应，如胳膊酸痛或轻度发
热，通常都是轻微和暂时的，出现严重
健康问题的情况极为罕见。疫苗所带
来的益处远远大于风险；没有疫苗，会
出现更多的伤害和死亡。

传言3：预防白喉、破伤风和百日咳

的联合疫苗和预防脊髓灰质炎的疫苗
会导致新生儿猝死综合征。错。

世卫组织说，疫苗的使用与新生儿
猝死之间并不存在因果联系，只是两者
可能正好时间重合，是同时偶发的关
系。不要忘记这4种疾病都是致命性
的，婴儿如不进行接种预防，就会面临
极大的死亡或严重残疾的风险。

传言4：疫苗可预防疾病在我所在
的国家几乎已经消灭，所以不必再进行
疫苗接种。错。

世卫组织说，尽管疫苗可预防的疾
病在许多国家已不常见，但引发这些疾
病的传染性病原体依然还在世界的某
些地方传播。例如在西欧，自2005年
以来，麻疹疫情就曾发生在奥地利、比
利时、丹麦、法国、德国、意大利、西班
牙、瑞士和英国的未接种人群中。个人
应通过疫苗接种为公共健康尽一份力。

传言5：一些疫苗可预防的儿童疾
病是人生中不幸但难免的现象。错。

世卫组织说，疫苗可预防的疾病并
不是“难免”的。诸如麻疹、腮腺炎和风
疹一类的疾病不但严重，而且可在儿童

和成人中导致严重的并发症。这些疾
病及相关痛苦都可以通过接种疫苗避
免。如果不接种疫苗，会使儿童易受疾
病侵害。

传言6：儿童一次接种一种以上的
疫苗会增大有害副作用的风险，并会使
儿童的免疫系统负担过重。错。

世卫组织说，科学证据表明，同时
接种几种疫苗不会给儿童的免疫系统
带来不良反应。儿童接触抗原是正常
的，一名儿童因患普通感冒或咽喉痛而
接触到的抗原数量远远超过疫苗接种
过程中接触到的抗原数量。一次接种
几种疫苗的一大好处是可以少去医院，
从而节省时间和金钱。

传言7：流感只是麻烦而已，而且疫
苗也不见得很有效。错。

世卫组织说，流感并不仅仅是麻烦
而已。它是一种严重的疾病，每年在全
球导致30万人至50万人死亡。孕妇、幼
童、健康状况欠佳的老人以及患有哮喘
或心脏病等慢性病的人群受严重感染和
死亡威胁的风险更高。流感疫苗能帮人
们降低感冒几率，节省医疗费用等损失。

传言8：通过疾病获得免疫比通过
疫苗获得好。错。

世卫组织说，疫苗与免疫系统相互
作用产生的免疫反应与通过自然感染
产生的免疫类似，但疫苗不会导致疾
病，也不会使接种者受到潜在并发症的
威胁。相比之下，通过天然感染获得免
疫可能会付出高昂的代价，例如风疹会
导致出生缺陷，乙肝病毒会导致肝癌，
麻疹则能导致死亡。

传言 9：疫苗含有汞，非常危险。
错。

世卫组织说，硫柳汞是一种含汞的
有机化合物，它作为防腐剂被广泛添加
到某些疫苗中。没有证据表明疫苗中
的硫柳汞用量会对健康构成威胁。

传言10：疫苗会导致自闭症。错。
世卫组织说，1998年的一项研究

引发了人们对“麻疹－腮腺炎－风疹疫
苗”与自闭症之间可能存在联系的关
注，但这项研究后来被证实具有严重错
误，发表该论文的杂志也对其撤稿。不
幸的是，论文引发了恐慌，导致疫苗的
接种率下降，并随之出现了相关疫情。

世卫组织批驳关于疫苗的十大传言

按照日本内阁决定，实质上解禁日
本集体自卫权的“新安保法”29日正式
生效，成为日本自卫队在全球范围展开
行动的依据。接受新华社专访时，有关
专家认为，突破战后体制并使日本成为
能行使交战权的“普通国家”，是安倍政
权的重大目标。为此，后续安倍政权将
在三方面着力：政治方面，积极准备参议
院选举，为正式修宪做法律准备；对外，
以主办G7峰会为契机为日本用兵海外
获取国际“理解”；对内，以炒作领土争议
撬动民意，冲抵国内反对声音。

备战参院：
为“修宪”铺最后一里路

新“安保法”标志着日本战后“专守
防卫”的安保政策发生重大转变，日本将
实质放弃战后坚持多年的和平国家路
线，参与全球军事活动。不过在安倍看
来，随后还有更重要的目标，就是修订
《日本国宪法》。

《日本国宪法》第九条写明：日本永
远放弃以国权发动的战争、武力威胁或
武力行使作为解决国际争端的手段，不

承认国家的交战权。
清华大学当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副

院长刘江永指出，新“安保法”生效，安
倍政权已经实质“架空”现行日本宪
法。要达到修宪，7月举行的参议院选
举，自民党执政联盟须赢得三分之二以
上议席。

按照程序，修宪需经日本众参两院
三分之二议席以上分别赞成，并在全民
公投中获得半数以上支持，方能最终实
现。目前自民党已经掌握众议院，以下
关键一步就是参议院。

刘江永说，相比于积极支持修宪的
极右翼势力，日本大部分民众政治参与
热情不高，且易被各政治、经济集团所左
右，而所谓全民公投半数支持只是实际
投票人数的一半，自民党深耕日本社会
数十年，达到这一目标并不难。

对外造势：
利用G7峰会秀“广告”

今年的七国集团（G7）领导人峰会将
于5月在日本举行，安倍曾在发表施政演
说时宣称，将以举行七国集团峰会为契
机，“在国际舞台上彰显日本的领导力”。

刘江永说，七国集团峰会对安倍和
自民党来说，是针对新“安保法”的绝佳
广告平台，一方面向民众显示安倍政权
外交成绩，一方面则可借东海、南海等热
点，美化新“安保法”，在回避侵略历史前
提下，宣传安倍一直对外宣扬的所谓“积
极和平主义”。

有日本媒体称，安倍政府有意将南海
问题列入本次峰会讨论议题。2015年的
七国集团峰会上，安倍就曾极力推销日本

政府在南海、东海问题上的立场主张。
按照新“安保法”，即使日本没有直

接受到武力攻击，只要“与日本有密切关
系”的他国受到武力进攻，自卫队可以行
使武力，地理范围也删去了“日本周边”
的限制。专家认为，日本自卫队由此获
得了直接介入南海的理据。

“不过南海问题与七国集团成员国
并无瓜葛，即便是美国介入南海也有自
己盘算，”刘江永说，“与会国家能在多大
程度上配合日本‘演出’值得怀疑。”

对内鼓动：
以领土争端炒作“话题”

要实施新“安保法”，乃至力推修宪，
安倍必须搞定来自国内的怀疑和反对声
音。专家认为，安倍为此会继续“翻炒”

领土争端这一敏感议题。
刘江永说：“之所以拿领土问题做

舆论的撬杠，是因为安倍深刻意识到，
对新‘安保法’、修宪等极右翼活动，都
可以此造成日本‘被侵犯’的舆论张力，
获取民心。”

典型的一个事例就是日本文部科学
省最近公布高中教科书审定结果，这种
开历史倒车的做法势必引发争议，而来
自邻国的舆论批评将继续被安倍政权利
用，以争取国内舆论“同情”。

刘江永说，2012年实施所谓“购岛”
后，日本政府坚持“两不政策”，既不承认
钓鱼岛存在领土争议，也不承认搁置争
议的“两不政策”，尔后有计划、有步骤地
步步落实。尽管日本政府因此承受了来
自邻国的巨大政治、外交压力，但对于安
倍拉拢民意却是“有利的”。

“如果论事实论据，无论历史还是国
际法，日本的说法都站不住，”刘江永说，

“但是在日本政府持续的宣传攻势下，国
际舆论和日本民众的认知可能会被日本
政府牵着走，届时其他国家维护主权的
合法行动反而成为日本政府宣扬右翼思
想的话柄。” 马骁（新华社专特稿）

新华社北京3月28日电（记者靳若
城）外交部发言人洪磊28日在回答有关
涉日问题时说，希望日方多做对地区和
平与稳定有利的事。

当日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问：日本
启用了在与那国岛上的一座新雷达观测
站，这一观测站位于钓鱼岛附近。你是
否认为此举是针对中国？

“中方在钓鱼岛及东海问题上的立
场是明确的、一贯的，我们维护钓鱼岛主
权的意志坚定不移。”洪磊说，“我们希望
日方多做对地区和平与稳定有利的事，
而不是相反。”

有记者问：日本政府将于明天正式实

施新安保法。中国对此有很多担忧的声
音，具体担忧的是什么？新安保法实施
后，中国政府是否有可能调整对日政策？

洪磊说，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之所
以对日本军事安全相关动向一直表达关
切，是因为历史原因。我们希望日方切
实汲取历史教训，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
在军事安全政策上慎重行事，多做有利
于增进与邻国互信、有利于地区和平稳
定的事情。

据新华社电 日本自卫队28日在日
本最西端的与那国岛正式设立一座“沿
岸监视部队”基地，标志着日本强化“西
南诸岛”军事力量的新步骤。

与那国岛属冲绳县管辖，面积大约
30平方公里，人口约1500人。它位于
中国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以南大约150
公里。

这支“沿岸监视部队”人数大约160
人，配备雷达，旨在24小时监控船只和
航空器的活动，主要目标直指中国。

沿岸监视部队与那国岛基地2014
年开工建设，是1972年美国向日本归还
冲绳后日本首次在冲绳新建自卫队基
地。先前自卫队最西端基地位于与那国
岛以东的宫古岛，距离冲绳本岛大约
290公里。

日本防卫大臣中谷元27日在与那

国岛视察基地，称它“填补了防卫空白地
区，具有重大意义”。路透社援引美国海
军军事学院教授吉原恒淑的话报道，自
卫队沿“西南诸岛”岛链建设一系列雷达
设施，使雷达监视范围没有断层，强化了
东海方向的监视能力。

为增强“西南诸岛”军事实力，自卫
队还计划今后数年内陆续部署警备和岸
舰、地空导弹部队，包括在与那国岛附近
的石垣岛和宫古岛分别部署大约600人
和700人。今年1月底，航空自卫队成
立第9航空团，为近50年来日本首次设
立新航空团。第9航空团以冲绳首府那
霸为基地，基地内配备大约40架F—15

战机，数量翻了一番。
自卫队进驻与那国岛在当地引发巨

大争议。去年2月，与那国岛居民就是否
赞成自卫队进驻举行投票，结果为632
人赞成、445人反对。新基地建成后，自
卫队员及其家属占当地人口超过十分之
一。支持建基地的民众希望自卫队入驻
能拉动当地经济；反对者则担心，军事设
施的存在可能使这座岛成为打击目标。

日本《冲绳时报》27日在社论中说，
日本政府缺乏与中国的对话努力，而采
取偏重军事的策略，只能加剧地区局势
紧张。对日本政府而言，重要的是要有
改善与中国关系的意图。

日本在与那国岛设“沿岸监视部队”基地，雷达观测站距钓鱼岛150公里

中方：维护钓鱼岛主权意志坚定不移

韩方将向中方移交
第三批志愿军烈士遗骸

日本“新安保法”今日正式生效

安倍还要咋折腾？

经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司法技术处随机选定确认，受海南省第一中
级人民法院委托，定于2016年4月15日上午10时在海南唐隆拍卖有限
公司拍卖大厅依法第三次公开拍卖：黄长沅（源）名下的位于琼海市嘉积
镇善集路122号一幢4层商住楼中的第一层101A、101B房建筑面积共
63.92平方米的商铺，参考价71.11万元人民币，竞买保证金20万元。
瑕疵说明：与被执行人同一栋楼，需改楼梯。标的展示时间：自见报之日
起至2016年 4月13日上午10时。有意竞买者请于2016年4月13日下
午17时前缴纳竞买保证金，并到拍卖公司了解详情及办理竞买手续。保
证金以款到账为准，收取保证金单位名称：海南省第一中级人民法院；账
号：1009689400000122；开户行：海口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滨江支
行。缴款用途处应按顺序注明:竞买人姓名或名称,（2015）海南一中法拍
字第41号竞买保证金。拍卖单位：海南唐隆拍卖有限公司
地址：海口市金贸中路1号半山花园晓峰阁1588室
电话：36375711 13807631116委托方监督电话：65301058 65328281

拍卖公告 补发《土地房屋权证》公告
邓晓军、邓锟向我俩局申请补发位于三亚市河东区榆亚

路时代海岸T09栋（海逸阁）1604房的《土地房屋权证》。原

《土地房屋权证》证号为：三土房（2010）字第08780号，房屋

建筑面积为116.64平方米，分摊使用土地面积为24.65平方

米。已刊登遗失声明，经初步审定，现予公告。有异议者请将

书面材料自公告之日起二个月内送达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市

场管理科和市国土环境资源局地籍管理科，逾期我俩局将核

准登记，补发新的《土地房屋权证》，原《土地房屋权证》作废。

三亚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三亚市国土环境资源局

2016年2月18日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域使用管理法》和《海南省

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域使用管理法〉办法》有关规定，

海南港航控股有限公司位于澄迈县老城经济开发区澄迈

湾马村附近海域的海口港马村港区三期散货码头工程用

海已经海南省人民政府批准出让，予以登记，颁发海域使

用权证书。现公告如下：

海南省海洋与渔业厅海域使用权公告

上述海域使用权在批准期间受法律保护。
特此公告。

2016年3月24日

项目名称

海口港马村港区三
期散货码头工程

海域
使用权人

海南港航控
股有限公司

用海方式

建设填海造地

港池、蓄水等

用海面积

11.1934公顷

14.7627公顷

证书编号

国海证2016B46902700157号

国海证2016B46902700160号

用海期限

自2016年03月15日
至2066年03月15日

东汇•森语林交房通知
海南新城区开发建设有限公司开发建设的【东汇•

森语林二期】项目已获得竣工验收合格文件，根据《商品

房买房合同》约定该项目于2016年3月30日前交付使

用，请各位业主于本公告发布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携

带相关证件到【东汇•森语林】项目营销中心办理交房

手续，温馨专线：0898-6720 8777

特此公告！

海南新城区开发建设有限公司

2016年3月25日

海南宝恒拍卖有限公司拍卖公告
（第160408期）

受委托，定于2016年4月8日上午10：00在我公司拍卖厅公开
拍卖：

以上车辆以现状净价拍卖，过户税费均由买受人承担。竞买保
证金1万元/辆，以款到账为准。

展示时间：2016年4月5日至 2016年 4月 6日
展示地点：海南省海口市南海大道174号
拍卖公司地址：海口市滨海大道123号鸿联商务广场三层
有意竞买者请于2016年4月7日下午17时前到我司了解详情

办理手续。
电话：68538825 18789338111（详细图文添加此微信）

序号

1
2
3
4
5
6

车牌号

琼AB3005
琼AW0205
琼AB2976
琼AB3006
琼AB3026
琼AB3022

车型

江铃
全顺

登记
时间

2005/11
2010/4
2005/11
2005/11
2005/11
2005/11

参考价
(万元)
1.1
1
1.1
1.1
1.1
1.1

序号

7
8
9
10
11
12

车牌号

琼AF2523
琼AF2452
琼AF2049
琼AB3011
琼AA7746
琼A64026

车型

江铃
全顺

五十铃
思威牌
东南牌

登记
时间
2007/6
2007/6
2007/6
2005/11
2005/7
2003/7

参考价
（万元）

1
1.1
1
0.5
2.5
0.22

海南东方国际商品拍卖有限公司
（2016）海中法拍委字第4、12号

经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司法技术处电脑随机选定确认，受海口
市中级人民法院委托，由我公司对以下涉案财产进行公开拍卖：

标的1、位于海口市海甸岛二东路水岸星城A区A1栋1102房、
1202房（建筑面积：69.37m2/套）、水岸阳光B区B栋1303房（建筑面
积：79.85m2/套），参考价：36.8008万元、37.1476万元、43.0551万元，
竞买保证金15万元；标的2、位于海南省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金江农
场一条街东面第9栋1房产（房产登记号：12040327号，建筑面积：
500.80m2），参考价：127.11万元，竞买保证金5万元。

1、拍卖时间：2016年4月14日15:00时；2、拍卖地点：海口市国
贸北路金融花园A座1-2层拍卖厅；3、标的展示咨询及办理竞买手
续时间：见报之日起至2016年4月13日17:00止；4、收取竞买保证
金时间：以2016年4月12日17:00前到账为准；5、收取竞买保证金
单位名称：海南省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开户行：海口市农村信用合
作联社营业部；标的1、账号：1009454890000395、标的 2、账号：
1009454890000396；6、缴款用途须填明：竞买保证金（如代缴须注
明代某某缴款）；7、特别说明：上述标的按现状拍卖，过户的税、费按
国 家 规 定 各 自 承 担 。 拍 卖 机 构 电 话 ：0898- 68523906
13976111340；法院监督电话：0898-66501619

海口海事法院变卖公告
（2015）琼海法执字第158-1号

本院在执行申请执行人韩宇轩与被执行人姜延东、三亚甲森投资

有限公司借款合同纠纷一案过程中，依法对被执行人姜延东名下的

位于凤凰路丹州小区内和兴家园E4栋504号复式房【证号为三土房

2012字第004124】进行公开拍卖，经三次拍卖均流拍。现决定进行

公开变卖，变卖保留价格为145万元；变卖期限自本公告在海南日报

刊登之日起60日内；变卖方式：按照谁先一次性付清购房款者先得

的原则处理。购房款付至本院代管款账户内（开户名：海口海事法

院。开户行：农行海口龙昆南支行。账户：21104001040007570）。
过户产生的税费均由买受人承担。联系电话：0898-66288597,
18689663235。

二O一六年三月二十八日

3月28日，在韩国京畿道坡州市，
韩方工作人员装殓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
遗骸。

中韩双方28日下午在韩国京畿道
坡州市启动2016年在韩中国人民志愿
军烈士遗骸装殓工作。据悉，此次共
36具志愿军烈士遗骸及有关遗物于
2015年在韩国京畿道涟川郡、铁原郡
等朝鲜战争激战之地被发掘。根据中
韩双方磋商达成的共识，韩方将于31日
向中方移交第三批志愿军烈士遗骸及相
关遗物。 新华社记者 姚琪琳 摄

新华社北京3月28日新媒体专电 美媒称，
在有13亿人口的国家当警察并抓捕跟你玩捉迷
藏的嫌疑犯，可能是一项艰巨的任务。中国一所
大学的研究人员找到了解决方法：开车找人。

据美国《华尔街日报》网站3月26日报道，中
国官方媒体近日报道，中国电子科技大学警用装
备研究联合实验室的一个团队为警方开发了一款
高科技车辆，它装备有人脸识别系统，可以在人群
中识别出嫌疑犯。

据《四川日报》报道，这款运动型多用途车23
日在中国西南部城市成都首次亮相。这款车的车
顶上装有360度全视角摄像头，可以自动扫描60
米范围内的所有人脸。报道称，相关系统可以通
过人的脸部对该人的性别、年龄、种族进行识别，
并与警方已有的人脸数据库进行对比分析，如有
匹配就提醒司机——这一切都是在车辆以最高时
速可达120公里的行驶中做到的。

警用装备研究联合实验室负责人殷光强
说，只要能捕获人脸的四分之三，就可以进行身
份识别。他补充说，这一系统还能识别出车牌
信息和车辆型号，并按特征针对某一类人员进
行筛选识别。

报道称，尽管中国的国内安全预算与军事预
算不相上下，警用设备产业也发展良好，但中国
的警用车辆却很普通。正如殷光强所说的，中国
大部分警用车辆都是按照警用需要简易改装的
商用车辆。

美媒关注中国成功研制
人脸识别警车

3月27日，叙利亚政府军在古城台德穆尔巡逻。
叙利亚政府27日宣布，在俄罗斯空中力量支

援下，叙政府军当天收复极端组织“伊斯兰国”控
制的叙中部古城台德穆尔（又名巴尔米拉）。

设在英国伦敦的叙利亚人权观察组织统计，
“伊斯兰国”在据守台德穆尔的战斗中损失400
多名武装人员，是这一组织成立以来在单次战斗
中遭受的最惨重损失。 新华社/法新

叙收复历史名城
IS再遭重创

3月28日，在巴基斯坦拉合尔，自杀式袭击
遇难者家属悲痛不已。

巴基斯坦东部城市拉合尔一个公园27日遭
到爆炸袭击，迄今已造成至少69人死亡，300余
人受伤。死伤者多为妇女儿童。 新华社/路透

巴基斯坦拉合尔遭自杀式袭击
69人死亡300余人受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