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责编 任志江 美编 黄敏 商报官方微信 cdsb86612222 商报官方微博 新浪微博：@成都商报 腾讯微博：@成都商报 商报报料热线 028-86612222 商报电子版 www.cdsb.com

国内·国际 09

韩春雨介绍，《自
然》是第三方，调查是公
正、正式的，结果是公开
的，《自然》的结果就是，
这个实验是可以重复
的，但有的能够做出来，
有的做不出来。

韩春雨承认，NgA-
go这个工具目前确实有
很多不完善的地方，影
响实验结果的还有一些
不确定的因素，做这个
实验需要一定的门槛。

“三无”科学家“诺奖级”成果被质疑 韩春雨接受成都商报记者独家专访回应

《自然》已证实实验可重复
但还有不确定因素影响实验结果

2016年9月6日
星期二

昨日，全球性环保组织——世
界自然保护联盟（IUCN）中国在其
官方微博上发布消息称，新的《世界
自然保护联盟濒危物种红色名录》
已经公布，由于我国政府的大力保
护，大熊猫和藏羚羊的种群数量都
有所增加，受威胁级别都已调低。随
后，国家林业局发布消息称，IUCN
是从理论上作出的判断，从实际工
作情况和保护形势来看，大熊猫仍
是濒危物种，将大熊猫保护等级降
低还为时过早。

IUCN表示，由于有效的森林
保护和恢复工作，之前被列为“濒
危”级别的大熊猫被改为“易危”，这
一濒危状况的改善是对中国政府有
效保护这一物种的认可。另一个国
际环保组织“野生动物保护协会”首
席环保官约翰·鲁滨逊也表示：“很
少有物种能够从（濒危）名单上被划
掉，这说明保护措施有效。”

根据中国去年2月发布的最新
调查数据显示，截至2013年年底，中
国有1864只野生大熊猫，栖息地面
积达258万公顷。不过，IUCN同时
指出，气候变化仍可能在未来80年
中造成大熊猫赖以生存的竹林减少
超过35%，从而抵消过去20年中取
得的成果。要保护这一标志性物种，
必须持续有效的森林保护措施，并
关注新出现的威胁。

在IUCN调低大熊猫受威胁等
级后，国家林业局在其官方微博上
发布消息称，IUCN的报告是根据
相关数据和技术指标，从理论上作
出的判断。国家林业局作为大熊猫
保护管理部门，着眼于现实工作情
况和保护形势，认为大熊猫仍是濒
危物种，将大熊猫保护等级降低还
为时过早。

国家林业局从四个方面阐述了
其理由：一是大熊猫栖息地破碎化
仍是威胁其生存的主要因素，部分
区域种群仍面临生存风险；二是受
栖息地破碎的影响，种群交流状况
有待改善；三是全球气候变暖影响
大熊猫生存；四是保护管理能力仍
需加强。

世界自然保护联盟的濒危物种
红色名录自1963年开始编制，每4年
进行一次重要更新，被认为是记录
全球动植物物种保护现状最全面的
名录。该名录将物种保护级别分为9
级，最高为“灭绝”，其次是“野外灭
绝”。往下顺延的“极危”、“濒危”和

“易危”3个级别统称“受威胁”，之后
是“近危”、“无危”、“数据缺乏”和

“未评估”。 成都商报记者 李秀明

屠呦呦团队新发现
青蒿之内还有宝藏

屠呦呦团队成员、中国中医科
学院青蒿素研究中心研究员廖福龙
5日透露，近期针对青蒿素的研究取
得了新进展。研究发现，青蒿中仍有
青蒿素之外的其他抗疟成分。

廖福龙介绍说，屠呦呦及其团
队仍在进行青蒿素的相关科学研究
工作，近期成果显示，青蒿中还存在
着青蒿素之外的其他抗疟成分，有
可能为疟疾治疗提供新的方法。同
时，屠呦呦团队加强了对青蒿素药
效的研究，发现青蒿素中无抗疟活
性的天然组分能够增强青蒿素的实
验抗疟药效。青蒿内源多组分可以
改变青蒿素的体内过程，提高生物
利用度。

同时，青蒿素的应用领域也得
到了拓展，在抗疟之外，屠呦呦团队
正在探索青蒿素类化合物对其他疾
病的治疗。今年，双氢青蒿素治疗红
斑狼疮的新药研发已经取得国家食
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的临床研究批
件，将为红斑狼疮的治疗提供新的
可能性。

廖福龙表示，青蒿素的功效不
仅仅是治疗疟疾，还有很多值得研
究的地方，如抗病毒、免疫抑制、抗
肿瘤、抗霉菌作用等。 （新华社）

韩春雨因在《自然·生物技术》
杂志刊发了题为《NgAgo DNA单
链引导的基因编辑工具》的论文，成
为世界关注的科学家。论文内容大
致为，以DNA来介导NgAgo对靶向
基因的识别从而进行基因编辑，被
认为是基因编辑领域的重大突破。

但随后，一些科学家抱怨说韩
春雨的实验结果无法重复。至上
月，质疑声音达到顶峰。

有媒体报道，此前曾称已重复
实验成功的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医
学、生物和环境学院教授盖坦·巴
尔焦发表博客称，经过多次尝试，
仍未重复出韩春雨的结果。博客
中，巴尔焦说，他仍未发现任何证
据证明NgAgo能进行基因组编辑。
他甚至得到相矛盾的结果。韩春雨
的文章称NgAgo在37摄氏度以上
的实验条件下起作用，但巴尔焦的
实验结果却为50摄氏度。

与此同时，国际转基因技术协

会（ISTT）在其Twitter上推送数位
科学家的实名评论，其均无法重复
实验结果。

8月2日，有媒体援引该校匿名
人士话称，将在1个月内给予验证
回复。韩春雨告诉成都商报记者，
他从未表态1个月回复，但既然媒
体已经报道了，他仍愿意在此期限
内给予回应。

1个月前，韩春雨曾告诉成都
商报记者，科学技术成果不应该是
在媒体上吵架。真正的好的技术应
该是好用。他认为，自己现在的技
术不是那么好用，所以他要继续改
进。“这么短的时间就宣称实验无
法复制，在时间上本身就不符合科
学，我们必须按照科学的流程和态
度去回应、应对质疑”。

韩春雨认为，澳大利亚专家的
质疑从学术来说根本不严谨。而
ISTT虽然名头很响，但就是个一般
的个人申请的组织。

韩国军方称
朝鲜发射3枚弹道导弹

韩国军队联合参谋本部5日说，
朝鲜当天中午向朝鲜半岛东部海域
发射了3枚弹道导弹。

韩联社援引韩军联合参谋本部
的消息说，朝鲜是从黄海北道黄州
地区发射的这些导弹。韩国军方目
前正在分析导弹的类型。

目前朝鲜方面还没有这一消息
的报道。8月24日，朝鲜曾发射了一
枚潜射导弹。据朝中社报道，这枚潜
射导弹发射获得成功。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8月
29日在谈到朝鲜发射弹道导弹问题
时表示，希望有关各方都保持冷静
和克制，联合国安理会发出的信号
也应该是全面和平衡的。（新华社）

韩进海运的灾难
自救方案被债权团否决

据悉，8月30日，在首尔产业银行
总行召开的紧急会议中，韩国债权团
一致否决了韩进海运的自救方案（约
5000亿韩元，约合30.21元人民币）。韩
国产业银行会长李东杰在债权团会
议之后表示：“韩进海运提出的资金
数额，不足以弥补其1万亿~1.3万亿
韩元的经营资金缺口，并且赵亮镐会
长作为大股东的韩进集团和业主，想
让企业恢复正常化的意志不足。在企
业自救努力不足的情况下，债权团遵
守了不提供新资金支持的结构调整
原则。”8月31日，韩国海进通过理事
会向法院申请破产保护。

即使韩进海运接受法院接管，
考虑到多达5.6万亿韩元（负债比率
1076%）的负债规模，其起死回生的
可能性不大。韩国产业银行结构调
整部副行长郑勇锡（音）称：“这一问
题虽然将由法院决定，但其破产可

能性极大。”
今年5月份，韩进海运在与债权

团签订3个月的附加条件债权团共
同管理协议，但大部分人都未曾预
料到，其会发展到进行法院接管的
地步。因为在加入国际海运联盟后，
韩进海运关于重新调整公司债券、
协商租船费的协商也都进行得很顺
利。但随着拖欠海外船主1000亿韩
元租船费的消息被曝光，加上公司
上半年出现4730亿韩元赤字，令情
况急转直下。

债权团将自救方案的资金规
模，从约5000亿韩元提升至1万亿韩
元以上。虽然韩进海运将债权团共
同管理协议延长了一个月至本月
初，但是没能筹备到可以使公司起
死回生的资金。韩国金融领域人士
认为，韩进海运的破产应归咎于韩
进集团和债权团。韩国经济改革连
带所长金尚祖称：“我们应该回过头
来重新反思韩进集团和债权团是否
因‘积累正当理由’而浪费了时间。”

韩国企业的灾难
出口商每年增加巨额运输成本

在韩进海运申请破产保护这一
消息爆出来后不久，韩进海运的3艘
货船被禁止入港，船上的数百吨货
物滞留在加利福尼亚海岸。韩进海
运9月4日称，该公司旗下的68艘船
无法运行，占到韩进海运旗下船舶
的48.2%。这些船舶无法入港，被迫
停留在海上，部分甚至被扣押。这是
因为主要港湾禁止韩进海运的船舶
入港或出港，且负责装卸的相关企
业以要求支付未付费用等为由拒绝
工作。这类港湾在23个国家和地区，
共有44处。

韩进海运的船舶负责将韩国的
出口产品运到世界各地，但现在有
一半左右的船舶无法出港或入港，
影响正逐渐扩大至出口企业。韩进
曾经负责的运输线路上的运费已经
出现飙升。在釜山-洛杉矶航线上，
40英尺集装箱的运费已跳涨约55%，

从1100美元涨至约1700美元。从韩
国经巴拿马至美国的航运费也上涨
了约50%。

据政府智库韩国海洋研究所估
计，釜山至美国航线的运费将上升
27%，釜山至欧洲航线短期内将上升
47%，导致韩国出口商每年增加约
4407亿韩元的运输成本。对于韩国而
言，净出口约占国内生产总值的50%，
运输成本增加将带来巨大打击。

韩国政府以部门联合的方式成
立“管理中心”，正忙于制定对策。从
决定法院接管至今，还未找到明确
的解决之法。市场多预计，最终结果
是韩进海运资产遭清算。

国际物流的灾难
最终破产或危及全球供应链

韩进海运如果破产，最令人不
安的结果是会不会对全球供应链带
来毁灭性的影响，产生层叠式瀑布
效应？现在全球物流行业的混乱状

态，已经在慢慢体现这种影响了。
韩国海事部8月31日表示，韩进

海运的问题对货物出口会带来两三
个月的影响，约54万箱货物已装上
韩进船只，面临延期问题。不幸的
是，在“即时”交付的当代市场，2~3
个月的货运延迟会造成较大破坏，
因为无数加工商和中间商在生产过
程中，将缺失关键的零配件，从而阻
碍生产的发展。

韩国国际货运代理协会称，现
在协会的电话被打爆了，货运业主
不断打电话来询问他们运输到美国
和欧洲的货物的下落。据咨询机构
Alphaliner称，韩进海运占美国东北
部集装箱运输业务的7%，即涉及数
百亿美元。此外，韩进海运服务35个
国家和地区的60条航线，连接全球
逾90个主要港口和6000个目的地。
因此，韩国国际货运代理协会负责
人表示，如果韩进海运最终破产，这
对整个行业都会带来影响。
成都商报记者 罗天 编译综合报道

受威胁等级从濒危调至易危

大熊猫
“脱险”？
国家林业局：为时过早

成都商报首席记者王毅

3个月前，石家庄河北科技大学的副教授韩春雨在《自然·生物技术》杂志刊发重要论文，研究成果表示，NgAgo（一种核酸内切
酶）可以用来编辑哺乳动物基因组，该成果被誉为“诺奖级”。同时，因其“无名校身份”“无名气”“无职位”的“三无”身份，韩春雨一时
成为广受关注的“网红”科学家。

但随后，一些科研人员质疑韩春雨的实验结果无法重复，而引发“造假”争议。有媒体8月2日称，韩春雨将在1个月后对此作出回
应。上周末，1个月期限已到，此事再次引发舆论热议，韩春雨也并未接受这些媒体的采访。

昨日，韩春雨接受成都商报记者独家专访，回应质疑称，《自然》杂志已证实实验可重复，但还有不确定因素影响实验结果。

昨日，有媒体提出1个月期限
已到，针对NgAgo的实验却依旧
没有任何实验室宣称可以重复，
亦未见河北科技大学的后续声
明，并表示联系韩春雨本人，其也
未做任何回复。

昨日下午，韩春雨接受了成
都商报记者独家专访，对此事做
出回应。

韩春雨表示，起初，他并不想
就此事公开回应。他称，1个月前，
他就此事回应后，一大波媒体蜂
拥而至，导致实验室半个月没
法运转。他担心再次回应后，又
引起关注，“一回应实验室就没
法干了，最好的回应还是做出
东西来”。

韩春雨告诉成都商报记者，
在上个月社会上有了质疑声音
后，“我们不可能放着不管，肯定
要做出回应”，不过对回应的方式
做了选择。他们认为在民间回应

不合适，他们很快就联系了《自
然》的调查员戴卫，用《自然》调查
访谈的方式回应。他们认为，《自
然》对各种事实有比较全面的调
查和报道，这是最好的回应方式。

他介绍，《自然》是第三方，调
查是公正、正式的，结果是公开
的，《自然》的结果就是，这个实验
是可以重复的，但有的能够做出
来，有的做不出来。目前，至少已
经有3名科学家重复了该实验，但
3人在接受戴卫调查后，不希望被
打扰，要求匿名。他认为，《自然》
的调查访谈结果已经相当于是公
开回应了。

韩春雨承认，NgAgo这个工
具目前确实有很多不完善的地
方，影响实验结果的还有一些不
确定的因素，做这个实验需要一
定的门槛。他的科研组正在寻找
更好的方式和检测手段，改进平
台，完善实验。

韩春雨：从未如此表态，但愿意在此期限内给予回应

媒体称1个月后回应
韩春雨：《自然》的调查访谈结果，相当于公开回应

期限已到未见回应

成都商报记者检索了解到，今年8月8日，《自然》正
式发文，就近几个月来持续发酵的“韩春雨事件”进行了
详细的报道，作者是该杂志亚洲通讯员戴卫。文章中提
到：“一名不愿透露姓名（不想被卷入公共争论）独立于
韩春雨实验室之外的中国研究人员告诉《自然》杂志，他
们在好几个细胞系检测了NgAgo系统是否有效，而且他
们的结果显示NgAgo能够在预期的位点诱导遗传突变

——这一结果已经通过测序鉴定。”
该人士认为，NgAgo系统的效率并不比CRIS-

PR-Cas9高，可能还要后续调整改进。“但总的来说NgAgo
是有效（But，in short，it worked）”，这名科学家最后提到。

两名要求匿名的中国科学家提到，他们有了一些初
步的试压结果显示NgAgo是有效的，但是仍然需要进一
步测序去确认。”

自救方案为何被否
▶约5000亿韩元

韩进海运提出的自救方案韩进海运提出的自救方案

▶1万亿~1.3万亿韩元
债权团指出韩进海运的经营资金缺口债权团指出韩进海运的经营资金缺口

对韩国造成什么影响
▶55%的涨幅

釜山釜山--洛杉矶航线从洛杉矶航线从11001100美元涨至约美元涨至约17001700美元美元

▶4407亿韩元
或导致韩国出口商每年增加的运输成本或导致韩国出口商每年增加的运输成本

对全球供应链的影响
▶约54万箱货物

已装上韩进船只已装上韩进船只，，面临延期问题面临延期问题

▶数百亿美元
占美国东北部集装箱运输业务的占美国东北部集装箱运输业务的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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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韩国媒体报道，韩国第一、世界第七大船运公司韩进海运
于8月31日通过理事会向韩国法院申请破产保护。这是因为8月
30日在首尔产业银行总行召开的紧急会议中，韩国债权团一致否
决了韩进海运提出的约5000亿韩元的自救方案。

截至9月5日，韩进海运与债权团的分歧依然没有得到解决。
有分析认为，韩进海运一旦破产，将打破韩国大企业不会破产的
“不死神话”。受此影响，“物流大乱”的忧虑正在笼罩韩国乃至全
球的物流行业。

全球海运费用飙涨
贸易危机幽灵浮现
只因为这家公司面临破产面临破产
韩最大海运公司韩进海运申请破产保护

《自然》
调查员
这样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