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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 调查

地中海贫血（以下简称“地贫”）
会遗传吗？会传染吗？可以治愈
吗？为普及地贫防治健康知识，笔者
邀请了三亚市妇幼保健院相关专家
作出解答。

说起贫血，很多人都认为孩子贫
血没什么大不了，但地贫，却不止贫
血那么简单。

贫血是指血液中红细胞数量或血
红蛋白含量减少。贫血有很多种类，
最常见的有营养性缺铁性贫血和地
贫。营养性缺铁性贫血是由于人体
内没有足够的铁元素，可能是从食物
中摄取不足，也可能因失血导致铁丢
失过多，使用铁剂或常吃含铁量较高
的食物可纠正此类贫血，但地贫却完

全不同。
地贫是因为基因缺失或突变引起

的。正常情况下，一个人拥有两组正
常的珠蛋白基因，一组遗传自父亲，
另一组遗传自母亲，因此它只会遗
传，不会传染。假如父母染色体上携
带这种异常基因，后代就有可能遗传
这种异常基因，也就有可能患上地

贫。
若夫妻双方均为地贫基因携带

者，即两人都是轻型地贫，其下一代
则有 50%的可能是携带父母其中一
方的地贫基因，有 25%的可能是完全
正常，有 25%的可能是携带父母双方
的地贫基因（若夫妻双方均携带相同
类型的地贫基因，即为重型地贫）；若

只有一方是轻型地贫，其下一代则有
50%的可能是完全正常和50%的可能
是轻型地贫，不会有重型地贫小孩。

目前地贫用药物无法治愈，世界
上还没有研究出成熟的基因治疗方
法。脾切除术只是治疗地贫的姑息
手段，骨髓移植是目前唯一可能治愈
中重度地贫的方法，但仅少部分能配

型成功，且治疗费用非常昂贵，至少
得 30万元，还不包括后期治疗，结局
也不一定好。

因此，在地贫高发区有效开展婚
前、孕前以及产前地贫筛查、诊断和
干预，防止中重型地贫患儿出生，是
目前防控地贫的最有效措施。

（ 卢智子）

防治地贫 认知先行——三亚日报、三亚市妇幼保健院联合主办

地贫会遗传 目前尚无药物和成熟的基因治疗方法

暗语揽客、看图选
货、网络交易

“某品牌名酒，2016 年，53
度，500毫升，6瓶，83000 元。”
记者在“京东拍卖”网络平台上
见到，这款酒起拍价比同款商
品市价高出数倍，还标有拼音
字母暗语。

“拍品上的暗语字样，是一
处知名建筑的缩写，卖家以此
暗示该拍品为‘专特供’品，所
以价格昂贵。”经业内人士指
点，记者发现，常见的揽客暗语
均是在暗示商品的“专特供”属
性。业内人士称“这是为了避
开网络平台技术监管。”

记者还发现，在闲鱼、转转
等二手交易平台上，一些卖家
在用暗语揽客之后就会通过私
信发送商品图片供买家选择。
记者收到的图片上，是多款带
有鲜明专特供标识的名酒酒
瓶，样式不少。

为避责任搞假拍卖

记者注意到，此类酒品卖
家大多数采取打着“拍卖”幌子
搞直售的方法。

“这款专供名酒直接购买
4700 元每瓶，确定需要的话，
我们为你做个专用链接。”随后
这名淘宝店铺客服专为记者发
来链接，起拍价4700元、出价5
分钟即可完成竞拍，与直售无
异。“京东拍卖”平台上也有此
类情况。

业内人士透露，卖家这种
操作旨在逃避对酒品质量与消
费者权利承担法律责任。“阿里

拍卖”平台上的拍品下有这样
的提示：拍品介绍均由店铺自
行发布并上传，“7天无理由退
换货”服务为卖家可选服务，不
强制送拍机构提供。还有一些
卖家在店铺介绍中提出，店铺
出售的商品不适用消费者权益
保护法，一经售出，不予退换。

真是“专特供”名酒吗？

据中国收藏家协会烟酒茶
艺收藏委员会副会长陈凯铭介
绍，有些所谓“专特供”名酒是
过去产物，2012 年后已对此严
查严禁。

“现在的真品大多是当时残
存的一小部分。”陈年老酒鉴定专
家、国家一级品酒师刘海向记者
透露，据他的经验，从网店流通入
手的此类酒品八成都是假的，且

“专门造假的情况很普遍”。
记者从一名“高仿”名酒定

制销售人员处得知，当前制作
假“专特供”名酒需求“挺旺
盛”，他们有专门的流水线和模
式满足客户需求。“我们用正宗
的基酒，还会加入正品酒，保证
有正品味道，外行喝不出来。”

另外卖家还告诉记者，6瓶
一箱的假特供某品牌名酒价格
从 2000 元 至 5500 元 价 格 不
等，价格越贵的品相越真。“芯
片是真的芯片”“包装都非常的
贵，比普通的酒贵几倍”“也有
800 元一箱的，但防伪过不了
关，只能过手机 NFC（近场通
讯）验证，酒精也比较次。”这位
卖家还强调“基本上找我的都
是买假的”。

陈凯铭告诉记者，个别地
方存在制售假“专特供酒”产业
链，花点钱就能买整套包装，包
括酒瓶、酒盒、防伪码全套产
品，灌装什么酒都可以。

五粮液有关负责人表示，
自白酒标签禁用“特供”“专用”
字样以来，五粮液严格落实要
求，不再生产或授权生产“专特
供”酒，近年也再未对外销售过
此类酒。

多名卖家告诉记者，购买
者当中的一大部分是为了“送
礼”。

“时常有人买，90%都是拿
去送礼。”有卖家告诉记者。

对于如何鉴定酒品真假的
问题，陈凯铭、刘海等多名专家
均表示目前并无面向普通消费
者的专门技术手段。

卖家则大多并不担心真假
问题。“你见过人家收了礼敢拎
着一箱酒去验真假吗？”一名卖
家问。

酒可能假但责任必须真

多名专家均表示，不少所
谓“专特供”名酒仅是“打个名
头”“名实不副”，有的甚至质量
低劣。

“以标榜‘专特供’为荣，背
后是官僚主义和特权思想。”中
国人民大学纪委办副主任王旭
教授建议，各级监察委可将此
类现象纳入日常监督重点，通
过巡视巡查、信访处理等发现
线索，加强对公职人员尤其是
党员领导干部进行问责追责，
消除特权思想、警惕奢靡之风、
防止利益输送。

对用“假拍卖”逃避责任的
手法，中国消费者协会专家委
员会专家邱宝昌表示，虽然拍
卖法规定了拍卖人、委托人在
拍卖前声明不能保证拍卖标的
真伪或者品质的，不承担瑕疵
担保责任。但在声明不免责的
同时进行虚假宣传同样不合
法，应承担法律责任。他还强
调，卖家不能自我免除法定义
务，其对所售产品应承担的法
律责任不变。

浙江大学光华法学院互联
网法律研究中心主任高艳东认
为，部分商家在网络平台销售
法规政策禁止售卖的物品且涉
嫌虚假宣传、违反反不正当竞
争法，监管部门可对其处以行
政处罚。网络平台则应采取更
积极的技术手段，对“暗语交
易”实施监管，真正尽到合理审
核义务。

中国酒业协会相关负责人

提醒，广大消费者在购买酒类

产品尤其是高端酒类产品时，

一定要擦亮双眼，尽可能选择

正规购买渠道，避免买到假货，

维权困难。此外，酒类行业也

要加强规范管理，一旦发现存

在制假售假现象，要及时向相

关管理部门反映、举报。

（新华社厦门 8 月 23 日电）

TikTok将就美方相关行政令
提起诉讼

据新华社洛杉矶8月22日电（记者 黄恒）总部
位于洛杉矶的互联网公司 TikTok22 日宣布，将就
美国政府涉及该公司及其母公司字节跳动的行政
令提起诉讼，以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TikTok当天发布声明说：“近一年来，我们怀着
真诚的态度，寻求跟美国政府沟通，针对他们所提
出的顾虑提供解决方案。但美国政府罔顾事实，不
遵循正当法律程序，甚至试图强行介入商业公司谈
判。为确保法治不被摒弃，确保公司和用户获得公
正的对待，我们将通过诉讼维护权益。”

字节跳动证实，诉状将于当地时间8月 24日提
交，针对的是美国总统特朗普 8月 6日签署的行政
令。

字节跳动表示，由于相关行政令可能导致公司
在9月 15日后无法向其1500多名美国员工发放工
资，公司正在制订预案，积极联系海外银行和信投
机构，寻找在行政令生效情况下能够为美国员工支
付工资并维护他们其他合法权益的可能性。

据美国媒体报道，除计划 24日提起的诉讼外，
TikTok 美国员工也计划发起针对特朗普的诉讼。
将代表员工提起诉讼的互联网政策律师迈克·戈德
温表示，特朗普签署的相关“禁令”属于行政越权，
会损害公司员工宪法权利。

美国主导的国际联盟
向伊拉克移交一军事基地

新华社巴格达8月23日电（记者 张淼）美国主
导的打击极端组织“伊斯兰国”国际联盟 23日向伊
拉克安全部队移交位于伊首都巴格达以北的塔季
军事基地。

国际联盟当天发表声明说，这是国际联盟向伊
拉克移交的第八个军事基地。在与伊安全部队完
成移交后，国际联盟部队将在未来数天撤离该基
地。

据伊拉克通讯社23日报道，伊军方代表当日与
国际联盟代表签署了塔季军事基地的移交文件。

塔季军事基地位于巴格达以北约20公里，驻扎
着负责训练伊拉克部队的美军官兵。20日，美国总
统特朗普在华盛顿会见到访的伊拉克总理穆斯塔
法·卡迪米时重申美军撤离伊拉克的意愿，但并未
就撤军给出具体时间表。

今年1月 3日，美国在巴格达发动空袭，杀死伊
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下属“圣城旅”指挥官卡西姆·苏
莱曼尼和伊拉克什叶派民兵武装“人民动员组织”
副指挥官阿布·迈赫迪·穆汉迪斯等人。随后，伊拉
克国民议会通过决议，要求结束外国军队在伊拉克
的驻扎。

美机构统计

全球新冠死亡病例超80万
韩国收紧防控措施

全球数据

世界卫生组织：截至欧洲中部时间 22 日 14 时

09分（北京时间 22 日 20 时 09 分），全球确诊病例较

前一日增加275499例，达到22812491例；死亡病例

增加5926例，达到795132例。

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截至北京时间 23

日 6时 27分，全球新冠确诊病例达23110732例，死

亡病例为 802610 例。美国是全球疫情最严重的国

家，确诊病例达5664736例，死亡病例为176317例。

新闻事件

据韩国中央防疫对策本部22日通报，当地时间

21日零时至22日零时，韩国新增新冠确诊病例332

例，连续两天单日新增确诊病例超过 300例。自疫

情暴发以来，韩国所有 17 个道（市）首次同时出现

新增确诊病例。韩国保健福祉部长官朴凌厚当天

表示，韩国正处在面临疫情大规模流行的十字路

口，形势严峻，政府决定从23日开始在全国实施保

持社交距离第二阶段政策。

印度经济监测中心日前发布的最新报告显示，

由于新冠疫情导致大量企业关闭，印度自今年4月

以来有超过1800万领取固定薪酬的员工失业。

吉尔吉斯斯坦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 21日

宣布，吉方已于 20日开始允许包括中国在内的 31

个国家公民入境。指挥部说，做出这一决定是因为

这些国家的新冠确诊病例减少，疫情趋于稳定。

德国疾控机构罗伯特·科赫研究所22日公布的

新冠疫情数据显示，截至当日零时，德国较前一日

新增确诊病例 2034 例，创 4 月 25 日以后单日新增

病例数新高。目前，德国累计确诊病例232082例。

乌干达卫生部长简·阿曾 22日说，乌干达北部

一所监狱的153名囚犯被确诊感染新冠病毒。

（新华社北京 8 月 23 日电）

随着各地中小学和高校开学
时间的敲定，广大师生着手进行
秋季开学前各项准备工作的同
时，也面临着不少困惑。低风险
地区返校的孩子需要隔离吗？在
学校还戴不戴口罩？国庆放假大
学生能否离校……

面对广大师生和社会对秋季
开学的种种疑问，近期，教育部应
对疫情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王登
峰接受采访，回应关切。

错峰开学怎么错，
低风险地区返校的孩子
还需要隔离吗？

问：开学是一个涉及 2.8 亿名
学 生 和 2000 万 左 右 教 师 的 事
情。错峰开学是主要为了解决什
么问题？怎样错峰？错峰又是要
达成怎样的目标？

教育部应对疫情领导小组办
公室主任王登峰：不论高校还是

中小学，都面临着学生来自不同
风险地区的问题。所以来自不同
地区的学生返校时间要错开，这
是客观上的要求。

第一，来自中高风险地区的学
生，在返校前要实行自行或者集
中的 14 天医学观察，7 天内核酸
检测阴性才可以返校。根据最新
发布、修订后的《秋冬季新冠肺炎
疫情防控技术方案（更新版）》，从
低风险地区返校的学生，返校之
前不需要进行隔离，但沿途要做
好防护，入校后要严格按照校园
疫情防控要求做好各项工作。

第二，对高校来讲，如果所有
的学生在一个时间都回到校园，
报到就是一个问题。从疫情防控
的要求到体温检测各方面的落实
来看，如果错开一两天，每天的人
数不至于有那么多，这对于学校
开学的有序进行也是非常必要
的。

另外，对每一个学校而言，如
果所有的学生都回来，一下子进

校门，包括宿舍、教室等公共场
所，人员密度过大，可能会带来更
大的风险，所以学校内部错峰也
是有必要的。

把好校门不意味着
学校完全封闭

问：在《秋冬季新冠肺炎疫情
防控技术方案（更新版）》当中，
特别强调把好校门关，但并没有
强制说绝不允许学生出校门。这
种情况下如何做好把好校门关？

王登峰：把好校门关和封闭
式管理是两个概念，封闭式管理
是学生进入校园后，没有极特殊
情况不允许离开校园。严格把控
好校门，就是要确保每一个进入
校园的人是健康的，所以进出校
门的老师和学生都要查验身份证
件，同时要查验体温。如果离开
校园，去什么地方，行动轨迹要非
常明确，要报告给相关部门。因
此从校门管控来讲，没有必要不

出校门；如果有事情，有工作要
做，出校门也是可以的。

师生必须要做核酸
检测吗？

王登峰：并没有统一要求，很
多地方有自己的一些要求，比如
来自中高风险地区的学生、老师
要做核酸检测和医学观察，来自
低风险地区可能不一定必须做核
酸检测，这个还是需要各地和各
校根据当地疫情防控要求来做出
安排。

开学戴不戴口罩？

王登峰：根据最新发布的《技
术方案》，所有的学校从幼儿园到
大 学 ，在 校 内 是 可 以 不 戴 口 罩
的。但考虑到这些情况，常备口
罩是必要的：①如果校内出现特
殊情况，比如说班上有人突然发

烧或者有其他的一些身体异常的
情况，可能其他同学也要把口罩
戴上。②如果有突发的疫情，应
急预案要紧急启动，可能就要求
相关人员采取相应防控措施，其
中首先要做到就是佩戴口罩。

“十一”放假大学生
能不能离校？

问：开学后，没隔多久就将迎
来“十一”长假。假期期间，学生
可以回家吗？可以去低风险地区
玩吗？

王登峰：原则上应由各地各
校自行制定相关的一些规定。实
际上可以考虑，如果一个大学生

“十一”假期要回家，或者是到外
地去旅游，那么他回来的时候，其
实跟秋季学期刚开学的时候的要
求是一样的，所以这件事情应该
还是由各校自己来决定。

（新华）

8 月 23 日 10 时 27 分，我国在酒泉
卫星发射中心用长征二号丁运载火
箭，成功将高分九号 05 星送入预定轨
道，发射获得圆满成功。这次任务还
搭载发射了多功能试验卫星、天拓五
号卫星。

新华社发（汪江波 摄）

充电 30 秒可跑 5 公里，行驶一趟
可完成一架中型客机所有乘客的转运
……一款高能量型超级电容有轨电车
8 月 22 日在中车株洲电力机车有限公
司下线。

据中车株机公司城轨系统研发部
经理聂文斌介绍，这款将应用于昆明
长水国际机场捷运系统的储能式有轨
电车，采用 3 组 6 万法拉高能量型超级
电容供电。7 模块编组（即 7 节车厢）
时，最大载客量 500 人，可在乘客上下
车的 30 秒时间内完成充电，并在平直
道上运行 5 公里，最高时速 70 公里。

新华社发（颜常青 摄）

开学戴不戴口罩 国庆放假后能否离校？
教育部应对疫情领导小组办公室回应师生关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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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家电商平台上一位卖家展示的“专特供酒”细节图
片（网页截图拼版照片）。 新华社发

我国成功发射
高分九号05星

搭载发射多功能试验卫
星、天拓五号卫星

充电30秒能跑5公里！

我国高能量型
超级电容有轨电车下线

图说

“一瓶 2015 年的专供
名酒，115000 元。”记者近
期发现，多家网络平台上
有卖家经营“专特供”名
酒。

早在 2013 年，国家多
部门就对“利用互联网销
售滥用‘特供’、‘专供’
等标识商品”进行了集中
清 理 整 顿 ，并 明 确 发 文

“严禁中央和国家机关使
用‘特供’、‘专供’等标
识”。

这 些 所 谓 的“ 专 特
供”名酒是真的吗？货从
何来？怎样交易？新华
社记者就此展开调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