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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耳其一公司认账自家飞机助逃日产汽车前董事长

“戈恩大逃亡”露出冰山一角

新华社利马1月3日电（记者张
国英）拉巴斯消息：玻利维亚最高选举
法院院长罗梅罗3日向当地媒体宣
布，玻利维亚将于5月3日重新举行
全国大选，选举新一届总统、副总统以

及众议员和参议员。
根据最高选举法院的决定，玻利

维亚大选将在今年5月的第一个星期
日举行。罗梅罗说，如果在首轮投票
中没有获胜者，第二轮选举将在第一

轮选举后的45天内举行。
罗梅罗还说，最高选举法院将于

1月6日正式公布大选相关细节。
2019年10月20日，玻利维亚举

行全国大选。官方宣布时任总统莫拉

莱斯首轮胜出，但反对派指控执政党
舞弊，玻利维亚爆发大规模的全国性
抗议活动和暴力流血事件。在美洲国
家组织于11月10日公布调查指出这
次大选存在造假行为后，莫拉莱斯宣

布辞职并出走墨西哥。莫拉莱斯辞职
后，时任参议院第二副议长的阿涅斯
宣布就任临时总统。新政府于11月
24日颁布了新选举法，决定重新举行
选举。

玻利维亚宣布5月重新举行大选

戈恩逃亡细节尚不明朗，但从日
本关西，到土耳其伊斯坦布尔，最后
抵达黎巴嫩贝鲁特，这条飞行线路已
是确认的事实。

戈恩在逃亡过程中动用私营公
司飞机，涉及多本护照。在他转机的
伊斯坦布尔，土耳其警方逮捕7人，
他们按计划将于3日出庭作证。土
耳其媒体报道，7名被捕者中包括4
名飞行员、一名货运公司经理和2名
机场地面工作人员。

MNG公司3日说，就非法使用
包机服务，公司已在土耳其提起一项
刑事诉讼。但它没有说明诉讼对象，
也拒绝回答进一步问题。公司称，一

名正在受土耳其当局调查的雇员承
认修改记录，坦言在公司不知情情况
下“以个人身份行动”。

MNG公司说，公司共出租两架
私人喷气式客机：一架从阿拉伯联合
酋长国迪拜飞往日本大阪，又从大阪
飞往伊斯坦布尔；另一架从伊斯坦布
尔飞往贝鲁特。

这家公司在声明中说：“两起租
约看起来互不相干。戈恩先生的名
字没有出现在任何一个航班的官方
文件上。”声明没有透露租用飞机者
的身份。

公司说，他们看到媒体报道后才
得知自家两架包机帮助了戈恩。

国际刑事警察组织3日向黎巴
嫩方面发出针对戈恩的逮捕令。

黎巴嫩司法部长阿尔贝·塞尔汉
接受美联社记者采访时说，黎巴嫩会
履行自身责任。但他说，戈恩进入黎
巴嫩持有合法护照。

一名不愿公开姓名的黎巴嫩官
员告诉法新社记者，由于接到国际
刑警组织“红色通报”，黎巴嫩方面
预计下星期传唤戈恩。他说：“黎
巴嫩司法系统有义务听取戈恩（的
说法），有权决定是逮捕他，还是让

他保持自由。”
在戈恩抵达黎巴嫩后，黎巴嫩外

交部曾发布声明说，戈恩是合法入
境，同时提及黎巴嫩和日本之间没有
签署司法合作协议。

黎巴嫩安全部门发布声明称，戈
恩在黎巴嫩境内不会面临任何法律
诉讼。

戈恩现年65岁，黎巴嫩裔，出生
于巴西，曾在法国和黎巴嫩长期生
活，获得法国和黎巴嫩国籍。

庄北宁（新华社专特稿）

新华社柏林1月3日电（毛竞）
德国东部勃兰登堡州消费者保护部
3日说，为防止野猪携带非洲猪瘟
从波兰入境，勃兰登堡州正在靠近
波兰的边境地区铺设总长120公里
的电网。

该部发言人加布里尔·黑塞当天
在波茨坦说，这道电网从德波边境城
市奥得河畔法兰克福一直延伸到勃
兰登堡州与萨克森州交界处，将于6

日铺设完毕。
据德国农业部通报，波兰有关部

门2日在距离波德边界约21公里处
发现了感染非洲猪瘟的野猪，比此前
波兰境内发现非洲猪瘟病例的地点
离德国更近。

黑塞表示，没必要因新病例离德
国越来越近而恐慌，勃兰登堡州已经
做好应对非洲猪瘟的准备。

勃兰登堡州农民协会3日表示，

该州生猪饲养户目前定期检查饲养
区围栏以防野猪侵入，此外对猪饲料
的存放也采取了更高安全标准。

目前波兰、罗马尼亚、匈牙利等
东欧国家已发生非洲猪瘟疫情。非
洲猪瘟是由非洲猪瘟病毒感染猪引
起的一种急性、出血性、烈性传染病，
以高热、内脏器官严重出血和高死亡
率为特征。非洲猪瘟不是人畜共患
病，该病毒不会感染人类。

履行责任

两架飞机

驾驶电动车出行，最怕出现电
池电量不足却没地方充电的情况。
德国大众汽车公司开发的一款充电
机器人或许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促
进电动车的推广。

据英国《泰晤士报》3日报道，
电动车驾驶者需下载特定手机软
件，令电动车连接机器人充电系
统。只要探测到服务范围内有电动
车电量不足，充电机器人会自行拖
着充电器前往这辆车的停放地点，

然后，打开汽车充电插口，接上充电
插头。

这种充电机器人主要为多层停
车场设计，可令停放车辆自行充
电。充电机器人目前只有样机，投
放市场时间尚未确定。

大众集团技术部门负责人马
克·默勒说，充电机器人的意义在于

“把充电设施送到汽车旁，而不是让
车找充电设施”。

袁原（新华社微特稿）

人类没有眼睛什么也看不见。
一种生活在加勒比海和墨西哥湾珊
瑚礁的海星却不同，没有眼睛却仍
然有视觉。

牛津大学自然历史博物馆研究
人员实验发现，把蛇尾海星放在圆
形场所中，它会向绘制有黑条的白
色墙面移动，把它放在灰色墙壁围
绕的圆形场所时，它同样向绘制有
黑条的墙面移动。

以不同颜色的墙面实验得到相
同结果显示，海星并非依据光线明
暗选择或仅能识别黑白两色，而确
实看见了墙上的黑条。它们似乎把

黑条当做避身之处。为防止被捕
食，蛇尾海星白天通常躲避在珊瑚
礁隐蔽处，夜间才出来进食。

研究人员说，蛇尾海星借助覆
盖身体的感光细胞光感受器和色素
细胞色素体看见周围环境，是继海
胆后发现的第二种没有眼睛却仍有
视觉的动物。路透社援引研究人员
劳伦·萨姆纳-鲁尼的话报道：“很
难想像没有眼睛怎么看见栖息地，
但现在有两个例子。”

研究结果刊载于2日出版的美
国《当代生物学》杂志。

袁原（新华社微特稿）

新华社悉尼1月4日电 与心
肌梗死有关的心肌损伤一直是心
脏病治疗领域的一大难题。澳大
利亚悉尼大学等机构研究人员在
新一期美国《科学·转化医学》杂志
上发表论文说，动物实验显示一种
蛋白质疗法有助于修复这种心肌
损伤。

在心肌梗死这种疾病中，心肌
细胞由于缺血而坏死，使心脏功能
受损。坏死的心肌细胞难以恢复，
会形成瘢痕组织，持续影响心脏功
能，导致心力衰竭甚至死亡。目前
这方面的治疗药物较少，患者常需
接受植入支架或冠状动脉搭桥等

手术。
悉尼大学等机构研究人员从

人类血液中提取出一种名为 rh-
PDGF-AB 的蛋白质，将其注入
患心肌梗死的猪体内，结果显示
实验猪的心脏功能和血管再生
功能都有所提升，受损的心肌组
织得到较好恢复。该疗法将心
肌梗死发作后的实验猪生存率
提升了40%。

研究人员说，下一步将进行对
人类患者的临床试验。研究人员认
为，这种蛋白质或许还能用于修复
其他种类的瘢痕组织，比如用于烧
伤患者等。

新疗法有助于修复心肌损伤
还能用于修复其他种类的瘢痕组织

日产汽车前董事长卡洛斯·戈恩逃亡飞行路线曝光后，土耳其私
营航空运营商MNG喷气机公司3日承认，它的飞机被非法用于戈
恩逃亡，一名雇员伪造记录，戈恩的名字没有出现在任何与航班有关
的文件上。

1月3日，在白俄罗斯首都明斯克东郊的中白
工业园，白总统办公厅副主任、中白政府间合作委
员会白方主席斯诺普科夫（右）向中白工业园开发
公司首席执行官胡政颁发白总统感谢状。

白俄罗斯总统感谢状颁发仪式当日在中白工
业园举行，即将离任回国的中白工业园开发公司
首席执行官胡政获得白总统卢卡申科颁发的感谢
状，成为首位获此殊荣的外国公民。 新华社发

中国公民成为首位获颁
白俄罗斯总统感谢状的外国人

布基纳法索一汽车
遭路边炸弹爆炸袭击
造成至少14名学生死亡

新华社洛美1月4日电（记者肖玖阳）瓦加杜
古消息：布基纳法索安全部门4日表示，布北部苏
姆省当天发生一起汽车遭路边炸弹爆炸袭击事
件，造成至少14名学生死亡。

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安全人士说，一辆运送
学生的汽车在前往该省托马市途中触发路边炸
弹，爆炸造成至少14名学生死亡，另有4人受伤。

2015年来，布基纳法索境内暴力袭击频发，
安全形势严峻。去年12月24日，苏姆省发生一
起袭击事件，造成至少7名军人和35名平民丧
生，安全部队在交火中打死80名武装人员。

2019年度全球大熊猫奖2020年1月3日在
位于比利时布吕热莱特的天堂动物园举行颁奖典
礼，在天堂动物园出生的龙凤胎大熊猫“宝弟”和
“宝妹”获“年度熊猫幼仔奖”金奖。全球大熊猫奖
由全球大熊猫网站创始人杰伦·雅各布设立，旨在
呼吁人们关注大熊猫保育事业。

这张2019年11月14日拍摄的资料照片显
示，饲养员抱着大熊猫“宝弟”（左）、“宝妹”在天堂
动物园与媒体见面。 新华社记者 郑焕松 摄

旅比大熊猫双胞胎
获“年度熊猫幼仔奖”

1月3日，在法国巴黎近郊维勒瑞夫，案发后
警察封锁部分区域。

当日，法国巴黎近郊维勒瑞夫的一公园内发
生一起持刀伤人案，受害者中至少1人死亡，多人
受伤。袭击者随后被警察击毙。 新华社/路透

法国巴黎近郊
发生持刀伤人案
至少1人死亡，多人受伤

柬埔寨一在建楼房坍塌
致6死16伤

新华社柬埔寨白马1月4日电（记者毛鹏飞）
柬埔寨白马省政府发言人4日凌晨说，该省一栋
在建楼房3日发生坍塌事故，已造成6人死亡、16
人受伤，另有数人被困，救援工作仍在进行。

白马省政府发言人说，3日下午，该省白马
市一栋在建楼房发生坍塌事故。消防人员、医务
人员等迅速赶到现场进行救援，将伤者送往附近
医院。截至目前，事故造成6人死亡、16人受
伤，均为柬埔寨人。现场仍有人员被困，救援工
作仍在进行。

有目击者说，事发后有二三十名工人被困。
据介绍，近千人参与救援工作，该楼房的业主

已被控制。
据悉，柬埔寨首相洪森已于3日晚抵达事故

现场指挥救援。

这是2018年11月8日在法国莫博日拍摄的卡洛斯·戈恩的资料照片。 新华社发

防非洲猪瘟入境

德国在德波边境铺设电网

新华社洛杉矶1月3日电（记者
谭晶晶）美国硅谷知名企业家埃隆·
马斯克近日表示，其名下的钻孔公司
目前正在修建拉斯维加斯首条地下
高速隧道，有望今年年底完工，并在
2021年美国拉斯维加斯消费电子展
期间投入使用。

去年5月，拉斯维加斯会议和旅
游局董事会批准了这一总价值约
5000万美元的项目。钻孔公司修建
的这条高速隧道包括3个地下车站、

一条人行隧道和两条车辆隧道，总长
约1.6公里。其他配套设施还包括运
送乘客进入车站的电梯和扶梯系统、
隧道照明、电力和视频监控系统以及
生命安全系统等。去年11月，这条
地下高速隧道开始动工。

拉斯维加斯会展中心是一年一
度的拉斯维加斯消费电子展等重要
展会的主要举办地。据美国媒体报
道，2021年拉斯维加斯消费电子展
期间，参会者可以通过地下高速隧道

进出拉斯维加斯会展中心，这将大大
缓解会展中心周边的交通压力。地
下隧道项目的设计运载量为每小时
运送约4400名乘客，还可根据拉斯
维加斯会展中心的容纳人数而扩展。

地下高速隧道可以建造多层，通
过不断改进和扩展使交通系统立体
化。它有很多优势，如不受天气影
响、没有噪音等。与传统地铁相比，
它的施工进度更快，造价更低，运输
速度更快。

最怕电池电量不足却没地方充电

机器人充电或促电动车普及

人类没有眼睛什么也看不见

蛇尾海星没有眼睛也能看

正在建设中的拉斯维加斯“地下高速隧道”。 新华社发

拉斯维加斯“地下高速隧道”或年内完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