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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6日至14日，海南省三沙考察
团对三沙市相关岛礁和海域进行实
地考察， 并慰问守礁官兵和渔民，以
加强和推动三沙市后续各项建设。

此次考察是三沙设市以来，海南
省组织的第一次对三沙市的全面考
察活动。 考察人员乘坐“中国渔政
310”船深入三沙海域及其岛礁，全程
2270海里， 重点考察了南沙曾母暗
沙、永暑礁、美济礁、渚碧礁等地，并在

曾母暗沙举行了主权宣示活动。
此外，考察团还与守礁官兵和渔

业企业员工进行座谈，慰问了南沙守
礁官兵、渔民和美济村委会村民。

据了解， 此次考察主要为编制
三沙区域发展规划进行实地调研；
对三沙海洋资源进行调查， 对海洋
环境进行监测， 促进资源开发和环
境保护。

■综合新华社

72小时通牒到，菲律宾服软
四项要求答应三项，赔偿问题还未正式答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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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当局领导人马英九发
出的“72小时通牒”14日24时
到期，14日， 菲律宾“驻台代
表”白熙礼抵台，最后确定答应
台湾地区当局要求的三项条
件，包括正式道歉。

菲方此前的轻佻态度使
得台湾“愤声四起”，民间抗议
制裁活动已经发生。 台北市、
台中市先后宣布暂停与菲交
流；农委会也已暂停与菲农渔
业合作。

此外， 大陆游客也对菲律
宾的行为忍无可忍。14日上
午，业内人士向记者透露，目前
大陆赴菲游市场已经出现企业
单团退团的情况。

�������痛风是嘌呤代谢紊乱造成
的尿酸盐结晶沉淀在关节周围
及皮下组织、骨骼及尿路引发的
病变。 间歇性反复发作，以足拇
趾关节踝关节多见， 发作时红、
肿、热、痛，浑身像上万条虫子在
啃骨头，痛得睡不着觉，走不了
路，膝盖飕飕冒凉风，比寒风都
钻心刺骨， 高烧不退以夜间为
重。 若不及时治疗，会诱发关节
变形或形成痛风石、 尿路结石、
肾结石、肾衰竭、尿毒症，甚至危
及生命。

一直以来，医学界对于痛
风缺乏确切有效的治疗方法，
目前的共识是单一的服用秋水仙碱片、别嘌醇对胃肠及肾脏损
害较大而且反复发作治不好。 日前，在北京召开的全国痛风学
术研讨会上传出一个令痛风患者特别振奋人心的消息，由我国

痛风攻关组在藏医药治疗痛风
精髓的基础上， 研制的痛风新
药《藏羚十五味乳鹏丸》在经过
2236 例痛风患者近五年的临床
试验终于获得成功。 临床观察
证实： 该药的有效成份可将长
期沉积在体内各部位的痛风结
石分解成水， 二氧化碳和可溶
性钠盐，通过尿液排出体外，防
止再次沉积形成结石， 从而达
到治愈的目的。

目前，藏羚十五味乳鹏丸已
获得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批准 ， 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Z20003201， 它攻克了痛风久治

不愈反复发作的难题，服药后 3-7天显效，2-3个疗程临床治愈，
5-6个疗程还你健康生活。（注：2盒一疗程）。据悉：该药已在湖南
火爆销售，读者可拨打 0731-85516127咨询。 免费送货或邮寄。

痛风新药 在我国研制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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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省首次对三沙全面考察
在曾母暗沙宣示主权

施压

台湾当局对外部
门等相关单位称已做
好最坏打算，限时一
过， 菲方若无回应，
15日零点零分，马上
停止接收菲劳申请，
即 刻 召 回 驻 菲 代 表
抗议。

台湾当局领导人
马英九13日会见外宾
时，也特别提到对菲律

宾的通牒。 马英九说：
“要求菲律宾在72小时
内对我们的要求回应，
否则的话，我们不得不
采取制裁措施。”

另据报道，若菲律
宾未正面回应台湾方
面要求，不只冻结菲劳
工申请，还有第二阶段
扩大经济抵制，全面抵
制菲律宾。

台当局或将扩大经济抵制

13日，台湾当局防
务部门官员杨念祖面
对“立法委员”质询，防
务部门是否能在5月底
前于“中菲重叠水域”
举行联合军演，他表示
“没有问题”。

据台湾“中央社”
报道， 为展现护渔决
心，台湾当局将于16日
在台湾岛南方海域实
施军演，届时将出动基
德级驱逐舰与成功级
巡防舰，还有可能出动

F-16战机。
而台“海巡署”指

出，菲方舰艇若有不适
当的行为， 台海巡舰
艇上的英文跑马灯会
先示警， 如果菲舰骚
扰台湾船只或进入台
方护渔南界， 巡防舰
将随即广播， 并以黑
烟阻碍对方视线。如果
菲方向台湾渔船或舰
艇开火， 保卫渔权的
“相对应的手段” 势必
不可避免。

台湾拟在“重叠水域”军演

台北市、台中市先
后宣布暂停与菲律宾
的交流活动；台湾两家
有聘用菲律宾劳工的
电脑公司已表明，若当
局向菲律宾实施制裁，
会尽量配合，并调动台
湾员工代替菲律宾人
的工作。

此外，有台湾渔民
到菲律宾驻当地办事
处外抗议。渔民要求菲
律宾为开枪打死台湾
渔民洪石成赔偿道歉。

由于菲律宾至今

未正式道歉，导
致台湾方面已
全面抵制赴菲
游， 大陆也已
出现退团情况，
赴菲游恐再跌
“冰点”。

近3年，菲律
宾的种种“劣行”直
接影响着大陆的赴
菲游市场。 业内人士
分析说，经历这些事件
后，菲律宾这个旅游目
的地在游客心中的印
象已经变得“很不好”。

民间制裁行动已经开始

道歉

据台湾东森新闻
网报道，14日， 菲律宾
“驻台代表” 白熙礼抵
台，最后确定答应台湾
地区当局要求的三项
条件， 包括正式道歉、
尽速彻查事实严惩凶
手等，但赔偿损失部分
则没有正式答应。

另据台湾《中国时
报》 电子报5月14日报

道， 抢在台湾当局下令
通牒的最后一夜， 菲律
宾代表白熙礼预计于5
月14日晚间7点钟抵台，
将带去菲律宾总统阿基
诺三世的授权道歉。

据悉，菲律宾15日
将派特使裴瑞兹抵台，
表现善意，届时可能提
出赔偿承诺，并到家属
家中致意。

菲律宾答应正式道歉

菲律宾在13日举
行大选，阿基诺三世也
回到户籍地投票，投票
后，现场记者问到台湾
要求在72小时之内道
歉一事，阿基诺三世首
度表态， 他简单回应

说， 双方冷静以对，对
大家都好。

阿基诺三世还表
示，“他将不再针对这
起 事 件 作 出 任 何 回
应”， 而是希望经由外
事管道解决。

阿基诺放言不再作出回应

面对台湾的
忿怒以 及 冻 结 菲

国 外 劳 的 警 告 ， 菲
律 宾 劳 工 部 则 称 会
把 劳 工 转 输 到 中 东
和韩国等地。

菲律宾劳工部长
发出书面声明回应称，
如果遭到台湾制裁，菲
方已经备妥应变方案，
考虑把外劳转为输出
到中东以及韩国等地。

根据菲律宾海岸
警卫队的说法， 调查工
作将于14日正式展
开， 但截至14日中
午， 距最后期限
只剩下12小时，
菲方若想完成
台湾提出的
要求可能只
剩下理论上
的可能。

另据报
道，14日，菲
律宾总统府

发言人陈显达表示，为
确保调查的公平性与
可信度，菲律宾国家调
查局将会与菲律宾其
他部门一起就“广大兴
28号” 渔船射击事件，
展开平行调查。

据悉，台湾当局曾
表示，5月14日午夜零
点后， 菲律宾若无合
理的交代， 台湾当局
将冻结未来所有“菲
劳”的申请案，拒绝“菲
劳”赴台。

菲称将平行调查台渔船事件

或转移劳工至其他地区应对制裁

■综合法制晚报、新闻晚报■制图/王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