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华社电 英国埃塞克斯郡
警方8日公布了上月发生的货车
惨案39名遇难者的姓名、年龄等
身份信息。

根据英国警方发表的声明，39
名遇难者全部来自越南，多数人年

龄在20岁至40岁之间， 有10人不
满20岁。 警方说，已通过一个身份
辨认机构确定所有遇难者的身份，
并就此与越南方面取得联系。

英国警方本月初发表声明说，
警方认为货车惨案39名遇难者均

为越南人。 越南公安部7日晚间发
布公告说，越方和英方已确认货车
惨案39名遇难者均为越南公民。

英国警方10月23日在英格
兰东南部埃塞克斯郡一工业园
区内的一辆集装箱货车里发现

39具遗体。 警方说，这辆货车在
保加利亚注册，10月19日经由威
尔士海港城市霍利黑德入境英
国，集装箱则来自比利时。 事发
后，越南公安部与外交部均派工
作组赴英协助核实遇难者身份。

日本防卫大臣河野太郎8日
向青森县道歉， 起因是一架美军
战机在该县上空误投一枚200多
公斤的模型弹， 日本防卫省却耽
搁一天才通知该县。

日本共同社报道， 驻日美军三
泽基地位于青森县三泽市。 隶属这
一基地的一架F-16型战机6日18时
35分左右训练时，不慎向训练设施
外投下模型弹，所幸没有人员伤亡。

不过，直到7日，日本中央政
府才向青森县政府通知此事，招
致该县不满。

河野太郎8日向青森县知事三
村申吾道歉，承认那枚模型弹“非
常重，因此有可能酿成重大事故”。

那枚模型弹落在驻日美军训

练设施“三泽对地射击轰炸场”以
西大约5公里处。这处训练场由日
本自卫队和驻日美军共同使用，
是本州岛上唯一一处对地射击和
轰炸训练地点。

日本防卫省向美军提出抗
议， 要求美方采取有效举措防止
类似事件重演。

驻日美军近年来事故频发。
2017年10月， 美军一架CH-53E
大型运输直升机在空中起火后紧
急降落冲绳县一处农田， 距离居
民区只有几百米， 险些造成人员
伤亡。同年12月，美军军机发生两
起空中坠物事故， 分别砸中冲绳
普天间基地附近托儿所屋顶和小
学操场。 （杨舒怡）

韩国媒体报道， 美国官员本
周再赴韩国会见政府高官和议
员， 施压韩方上调驻韩美军费用
分摊比例。按照知情人士说法，美
方“狮子大开口”，要求韩方承担
将近50亿美元费用。

韩联社8日报道，美国国务院
官员詹姆斯·德哈特作为美方谈
判代表， 本周赴韩国首都首尔与
多名政府高官、 国会议员和媒体
人士闭门对话， 就驻韩美军费用
分摊谈判事宜“探听口风”，并施
压韩方提升分摊比例。

上个月， 美国与韩国就第11
份驻韩美军费用分摊协定的第二
轮谈判在美国夏威夷州首府檀香
山市举行。 双方谈判代表激烈交
锋，未能弥合分歧，因而约定11月
晚些时候举行第三轮谈判。

德哈特在第三轮谈判尚未举
行之际赴韩， 却没有向媒体通报
这次行程， 被解读为意在低调行
事。不过，美韩军费分摊谈判备受
媒体关注， 德哈特向韩方官员所
提条件很快被知情人士爆料。

多家媒体报道， 德哈特告诉
多名韩国议员， 美方要求韩方承
担将近50亿美元的驻韩美军费
用。

美方所提涨幅， 令不少韩方
人士觉得无法接受。 根据第10份
协定， 韩方 2019年分摊费用为
1.04万亿韩元 （约 合 8.99 亿 美
元），比上一年增加8.2%。

不少分析师推测， 韩美围绕
第11份协定的第三轮谈判困难重
重，势必有一番激烈的讨价还价，
而时间期限相当紧。

韩美自1991年起先后签署10
份驻韩美军费用分摊协定。 第10
份协定经过漫长谈判直到今年3
月才签订，将于12月31日到期。

在历年协定中， 韩方分摊的
费用用于向驻韩美军韩国雇员发
放薪资、 建设美军基地内军事设
施和后勤补给三个方面。

然而， 德哈特最新访韩所提
分摊费用， 不仅涵盖上述发生在
韩国境内的美军开销， 而且牵涉
美军在半岛以外区域的部分费
用，例如美国海外属地关岛、美国
夏威夷等地。不过，按照一名韩国
官员的说法， 就分摊美军在半岛
以外区域的费用一事， 美方尚未
向韩方“正式提要求”。

美国自1953年以来一直在韩
国派驻军队， 现有驻军大约2.85
万人。 杨舒怡（新华社特稿）

没早通知坠弹险情？
日本防卫大臣道歉

英警方公布遇难者身份
39人惨死英国货车案 驻韩美军费用怎么分摊？

美国“狮子大开口”
要韩国承担50亿美元

11 月 6 日，玻利维亚一个名叫宾托的小镇上，镇长
帕翠西·阿斯在街头接受媒体采访。 阿斯当天被一群反
对派抗议者围攻。 一些暴力分子还向阿斯身上泼油漆，
并剪了她的头发，对其进行侮辱。

阿斯遭到侮辱，和她支持总统、反对抗议者游行有
关。玻利维亚 10 月 20 日举行总统选举，反对党候选人、
前总统卡洛斯·梅萨以 10%得票率差距败选， 指认现任
总统埃沃·莫拉莱斯以计票“舞弊”躲过第二轮投票。

反对派连日上街抗议。 一些民间团体也加入示威，
但立场并不统一，一些团体既不支持当选总统，也不支
持反对党候选人，要求重新选举。

莫拉莱斯邀请美洲国家组织牵头审核选举计票结
果，预期 11 月中旬发布审核报告。

莫拉莱斯现年 60 岁，2005 年成为玻利维亚独立后首
名印第安人总统，这次当选是他第四届总统任期。 前三次
选举中，他均在首轮投票中直接当选。 （新华 中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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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尼西亚狮子航空公司 8
日说，这一航空运营商旗下两架
波音 737NG 系列客机出现结构
性裂纹。

一名发言人告诉媒体记者，
两架客机的飞行循环均低于 2.2
万个， 现在已经停飞并接受维
修。 客机一次起飞和降落称为一
个飞行循环。

由于波音 737NG 系列多架
客机连接机身和机翼的部件出现
裂纹，美国联邦航空局 10 月 2 日
发布指令， 要求航空运营商在随
后 7 天内检查超过 3 万个飞行循
环的客机；对超过 2.26 万个、低于
3 万个飞行循环的客机，须在后续
1000 个飞行循环内接受检查。

联邦航空局的指令没有提

及需要检查低于 2.26 万个飞行
循环的客机。 狮航发言人说，这
一航空运营商为确保“飞行安
全”而检查了那些客机。

联邦航空局一名发言人告
诉路透社记者，航空运营商一旦
发现裂纹应立即报告，以便联邦
航空局后续评估是否需要修改
检查指令。

印尼民航局局长波拉娜·普
拉梅斯蒂告诉媒体记者，印尼方
面仍将以美国联邦航空局的指
令为依据检 查 737NG 系 列 客
机，暂时不打算扩大检查范围。

波 音 737NG 系 列 客 机 是
737 系列的第三代，1997 年投入
运营。 737MAX 系列客机是第四
代。 （新华社）

多家媒体 7 日报道， 美国
纽约市前市长、 亿万富翁迈克
尔·布隆伯格正重新考虑竞选
总统。

布隆伯格的发言人霍华德·
沃尔夫森在一份声明中说，布隆
伯格认为共和党籍总统唐纳德·
特朗普对美国构成“前所未有的
威胁”，他“越来越担忧”以民主
党现有竞选人所处形势，他们无
人能战胜特朗普。

沃尔夫森说，如果布隆伯格
参加竞选，他“能够与特朗普对
抗并获胜”。

布隆伯格现年 77 岁， 是彭博
社创始人和首席执行官，2002 年
至 2013年三度出任美国最大城市
纽约市市长。 他身家大约 534亿美
元，位列福布斯最富美国人排行榜
第 8位。 布隆伯格一直积极倡导应
对气候变化和控制枪械，热衷慈善
事业。

多家媒体报道，布隆伯格如
果参选，预期将“大大”重塑民主
党阵营的竞选格局，分散其他竞
选人所获支持。

民主党阵营现有 17 名竞选
人，4 人具备相对优势， 分别是
拜登、马萨诸塞州联邦参议员伊
丽莎白·沃伦、 佛蒙特州联邦参
议员伯尼·桑德斯和印第安纳州
南本德市长皮特·布蒂吉格。

沃伦和桑德斯立场激进，一
些民主党人担心他们无法在与
特朗普的最终较量中获胜。 拜登
和布蒂吉格较为温和，但拜登先
前一枝独秀的支持率近期因关
联国会弹劾总统调查受到影响。

布隆伯格曾是共和党籍，后
转为独立人士， 去年注册为民主
党人。 他今年 3 月在深入调查后
宣布不竞选总统， 部分原因是预
期拜登在民主党内会获得较高支
持。

美联社报道，布隆伯格过去
几周与部分民主党人讨论当前
选情，表达担忧。 美联社认为，布
隆伯格如果加入，将对拜登直接
构成挑战。

（王雪梅）

印尼狮航两架 737NG 客机现裂纹

担心民主党现有候
选人无法战胜特朗普

全部来自越南，有10人不满20岁

布隆伯格考虑
参选美国总统

图 / 视觉中国

玻利维亚

镇长被泼油漆

2019年 11月 9日 /星期六 /�要闻部主编
责编 钱克锦/�美编 陈炜/�校对 杜文杰 A5题专

广马唯一医药支持商白云山敬修堂

为跑者加“油”
为广马提速

一年一度的广州马拉松（以
下简称“广马”）盛事即将在 12
月 8 日正式开跑。 11 月 8 日，广
马组委会与敬修堂正式签订合
作协议，广州白云山敬修堂药业
股份有限公司将成为 2019 广州
马拉松赛唯一医药支持商，为广
大跑者安全健康完赛保驾护航。

据悉，这是敬修堂首次与广
马合作，也是广药集团为广马助
力的关键纽带。 广马开
跑当天， 白云山敬修堂
将陪广大健儿赛出成
绩，“一直跑到底”。

为广马加“油”
敬修堂助力“健康中国”

广马创办于 2012 年，是由国际
田联和国际马拉松及公路跑协会备
案的中国高水平马拉松赛，是国际田
联路跑金标赛事，也是中国田径协会
金牌赛事。 广马以“名城、和谐、健康”
为主题，融竞技魅力与全民健身于一
体， 已成为广州发展全民健身运动、
倡导健康生活方式、提升城市知名度
和影响力的一面旗帜， 更是展示广
州、广东、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伟大
成就的一张靓丽城市名片。

在“健康中国” 战略的大框架
下，广药集团在“十三五”期间倡导
引领“时尚中药”的概念，各下属中
医药企业积极响应号召， 在充分发
挥中医药维护和促进人民健康独特
作用的同时， 更彰显中医药在疾病
预防中的作用和优势。 实实在在做
大做强自身，服务社会、服务百姓，
为建设健康中国作出更大贡献。

敬修堂党委书记、董事长梁铭基
指出，作为一家传承 229 年、长期致
力于守护国民健康的老字号企业，
白云山敬修堂除了做好药支持健康
中国， 更决心借助本次广马这一盛
大品牌赛事， 以实际的行动助力健
康中国，助力广州新名片的打造。 这
不仅是对健康的热诚， 还是一个生
于斯长于斯的本土企业、 由广州孕
育成长的广州老品牌的责任。

从二百多年前广州本土的私
人药铺到如今广州医药集团有限
公司的下属企业， 白云山敬修堂
有着悠久的制药历史， 不但在发
展中被百姓认可而成为两百年风
湿跌打药物专家， 更在新时代对
运动创伤修复上保持长期关注。

据悉，本次广马，敬修堂将会
为运动健儿带去运动最佳伴侣

“散瘀止痛双雄”———麝香跌打风
湿 膏 16850 盒 和 跌 打 万 花 油
13500 瓶， 全程为参赛健儿提供
专业有效的健康防护。 同时，作
为一直专注、 专业、 专长生产风
湿跌打药物的健康使者， 敬修堂
还会为广大市民带去健康运动的
知识， 在鼓励全民投入健身运动
的同时关注运动健康， 防范运动
损伤。

据悉，敬修堂跌打万花油、麝

香跌打风湿膏是敬修堂的经典风
湿跌打药物，对缓解关节疼痛、肌
肉疼痛、 修复受损组织有显著的
效果。 跌打万花油源出少林寺药
局，1878 年由武术大师洪熙官加
以改良精制而成，历史悠久，疗效
显著， 其秘方是广东省岭南中药
文化遗产。

一瓶油剂，蕴含 86 味中药有
效成分，涂抹患处，能深入渗透，
无论是用于消肿散瘀、 跌打损伤
的辅助治疗， 还是运动前后的舒
筋活络、 关节舒展都有显著的效
果。 麝香跌打风湿膏是敬修堂传
统膏剂改良而成的外用贴膏产
品，蕴含红花、防风、人工麝香等
天然中药成分，弹性极强、能良好
贴合关节等部位， 在快速镇痛的
同时持久给药， 能起到保护关节
及深入修复机体旧患处的作用。

使用和携带极为方便，随痛随贴，
是对传统中医药文化中古方跌打
膏药的创新演绎。

身体无旧患的跑者使用“散
瘀止痛双雄”，可以达到充分热身、
预防运动损伤、 保护关节的效果；
而身体有旧患的跑者，在“散瘀止
痛双雄”的帮助下，既可缓解运动
时患处的不适感，又能保护、修复
患处， 避免运动造成的二次创伤。
运动前保护、运动中守护、运动后
养护，“散瘀止痛双雄”是广大跑者
跑出“广州速度”的绝招。

当两百年的老字号与年轻的
广马激情碰撞， 当运动创伤修复
专家走进体育盛事提供保障，这
是时代必然的选择，更是“老广”
跟“新广”的前后承接，期待在敬
修堂的加“油”下，广马能跑出更
多“广州速度”“中国速度”。

敬修堂董事长梁铭基：

打造“两百年专注运动
创伤预防和修复”品牌

做“全民运动”时代的健康守护者

一则“痛则不通， 通则不
痛”的追风透骨丸产品广告语，
使中华老字号敬修堂家喻户
晓。如今，当两百年的老字号与
年轻的广马激情碰撞， 当运动
创伤修复专家走进体育盛事提
供保障， 敬修堂将走出一条怎
样的创新发展道路？ 敬修堂党
委书记、 董事长梁铭基 （上图
受访者供图 ）从产品、营销、品
牌等多重维度， 解读老字号敬
修堂的“时尚基因”。

中医药治疗类风
湿有独特优势

问： 敬修堂旗下老字号名
优产品众多 ， 为何选择发力跌
打风湿药物 ？ 怎么看待中成药
在该领域的前景？

梁铭基：10 月 20 日，中共
中央、国务院发布的《关于促进
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的意见》
提及， 要充分发挥中医药在维
护和促进人民健康中的独特作
用， 其中包括彰显中医药在疾
病治疗中的优势、 强化中医药
在疾病预防中的作用和提升中
医药特色康复能力。

“痛则不通、通则不痛”，我
们认为，在抗风湿领域，中医药
可以充分发挥特色与优势。 而
敬修堂一直专注、专业、专长生
产追风透骨丸、跌打万花油、麝
香跌打风湿膏等风湿跌打类药
品，更因为剂型多、产品全、配
套齐的优势，被认定为“广东省
风湿病药物工程技术研究中
心”，因此，敬修堂遵循以上概
念，立志做大做强自身，服务社
会、服务百姓，为建设健康中国
作出更大贡献。

打造专业运动预
防修复品牌

问： 此次敬修堂成为 2019

广马唯一医药支持商 ， 是出于
怎样的战略考虑 ？ 近年来公司
很注重产品在运动场景里的输
出，目前取得了哪些成效？

梁铭基：《健康中国行动
（2019—2030 年）》 提出要关注
健康的前期因素加强早期干
预，关注重点人群，防治重大疾
病， 而其中的核心内容之一就
是实施全民健身运功。

在健身运动、 体育锻炼过
程中不可避免会产生运动创
伤， 运动群体对运动创伤修复
治疗药物有着极大需求。 由此
可以预见， 运动创伤修复药物
市场将日益增大， 这里将产生
一个 5.6 亿运动人群的庞大运
动创伤修复药物消费市场。

敬修堂的品牌定位于为
“两百年专注运动创伤预防和
修复专业品牌”的企业形象，我
们希望向消费者提供运动创伤
预防和修复的服务。 在参与广
马之前， 敬修堂也积极参与了

“省乒乓球锦标赛”和“省青少
年羽毛球锦标赛”等重点赛事，
这些赛事的总规模达到 10 万
人以上， 我们希望在上述场景
里进一步输出我们的品牌文化
与预防修复的知识。

此次借助广州马拉松赛事
的高聚焦、高热度、高传播的特
点， 我们有望进一步撬动其背
后百万粉丝带来的潜在市场价
值，与更多、更大的赛事合作，
持续进行品牌推广， 将敬修堂

“两百年专注运动创伤预防和
修复”的品牌进一步打响。

两百年老字号焕
发新活力

问： 老字号企业也要与时
俱进。新时代下，敬修堂是如何
通过产 品 、科 技 、营 销 等 多 方
面创新来助推 “时尚中药 ”发
展的 ？

梁铭基： “老字号 ”不代
表不创新。 在产品方面，敬修
堂拒绝对继承下来的古方单
一复制，而是根据现代人的身
体状况 ， 对古方进行改革创
新，制造出适合现代人的家庭
常备中成药，给出家庭健康的

“现代药方”。
如其中， 康寿丸就是秉承

这种精神研制而出的产品，敬
修堂科研人员在广州中医药大
学罗元恺教授研究提议的基础
上深化改良， 使其成药后有补
气养血、润肺滋肾之功，正适合
现代人亚健康调理。

在科技创新方面， 为了让
老字号品牌更有活力， 敬修堂
在人才、 学术方面的引入和研
究不断升级。近年来，多位对口
专业博士、博士后的加入，为实
现敬修堂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
不断的活力。

同时， 为解决中药药效表
征难的瓶颈问题， 敬修堂与暨
南大学等单位合作完成的“情
志致病理论指导下的中药药效
评价体系的建立及应用”项目，
获国家教育部高校科研成果科
学技术进步奖二等奖； 敬修堂

“基于疾病易感性的中药药效
评价及应用”项目，在全省科技
创新大会上荣获广东省科技进
步奖一等奖。

一系列研究成果有力地提
高了生产技术质量，降低了企业
成本， 提高了广大技术人员创
新、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和公司
质量工艺发展的整体水平。

在营销策略方面，公司采取
针对性较强的线下特定场景的
推广和高效的线上品牌推广并
行的方式，进一步夯实敬修堂两
百年风湿药物专家和运动创伤
预防及修复专业品牌的市场基
础，确保重点突破，进而带动全
面，取得公司专业品牌的新跨越
和产品生产经营的新发展。

文 陈泽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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