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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风“菲特”致中国450多万人受灾
近日，席卷中国东部省份福建省和浙江省

的台风“菲特”造成456万人受灾。据中国国
家防汛抗旱总指挥部消息，浙江省430多万群
众受灾，房屋被毁，农作物遭受损失。
中国将为巴基斯坦地震灾民提供援助

中国政府将为九月俾路支斯坦省地震灾民

新 闻 瞭 望 台

（本报编辑整理）

10月9日，浙江桐乡，一名骑着电动车的男子
在淹水的街道上点烟。

（来源：浙报集团/东方IC）

提供约600万美元的人道主义援助。
内地家长通宵排队申请香港幼儿园

近日，香港部分幼稚园开始招收新生，并
派发入学申请表。在香港粉岭一所幼稚园，校
方于上午派发150张申请表，却有200名家长通
宵排队等候领取，当中不乏内地家长。来自深
圳的郭女士，从10月2日就开始排队，她说，
粉岭的这所幼稚园是她为女儿申请的第5所香
港幼稚园，因为担心女儿不获录取，所以她会
继续到香港其他幼稚园排队，直到10月8日为
止。
外媒：中国进行“卫星抓卫星”试验

据“参考消息”网站10月7日报道，台
媒援引美国保守派新闻网站“华盛顿自由灯
塔”2日的报道称，中国大陆近日进行一项太
空实验，以一颗卫星“捕抓”另一颗卫星。
中国的石油净进口量已超过美国

美国能源情报署（EIA）预测，到2014
年，最大的石油进口国将不再是美国，而是中
国。自上世纪70年代以来，美国一直都是世界
上最大的石油进口国。
河南发现身着清朝官服干尸 五官清晰

10月9日，多名项城市民致电大河报新闻
热线，称该市新一高附近发掘出一处古墓，现

（←上接第2版 任友谅：《侨界关注礼来公司商业机密
诉讼风波》）

企业在品牌产品专利到期、新药青黄不接的情况
下，无论是研发团队的削减，还是科学家的跳槽，
都是企业面临的敏感性问题。企业无时不在努力寻
求更快、更节省的研发途径，来弥补自身研发能力后
劲不足的有效对策。据生物谷的资料库统计（Bioon.
com），如下表所示，大多数跨国药企尤其是生物制
药企业的研发费用占销售额比重较高，大部分在15%以
上。2011年全球药物销售额统计中，前10位企业研发
费用合计超过656亿美元。除了第9位的雅培外，其它
9 大企业研发费用均超50亿美元。纵观全球前十大制药
公司的研发费用占销售额比，礼来的投入比例最高，

达到22.92%。及至2012年，全球药物销售额前10位企业
研发费用合计609亿美元，较2011年下降47亿美元。

综上所述，全球制药企业研发效率的下降已成为
不争的事实，这使得全球制药业创新的图景正发生巨
变。跨国巨头们都在寻求应对措施，其中一项重要内
容，就是将药物研发从自主研发的制 药公司模式，转
变成合作研发的医药网络模式；或通过收购获得有市
场潜力的新药，同时降低自身研发成本；或通过许可
获得其他公司发现的新化合物，而不是完全依靠本公
司自己内部开发。

总而言之，全球制药业所采取的对策的种种迹
象，在一定层面上反映了同一个事实，即专利到期，
后续产品接力不上，跨国药企正忙于应付由此造成的

损失。但这种发展趋势并没有波及到中国市
场，由于中国医药市场的快速发展和研发费
用的相对廉价，跨国药企在中国不仅没有裁
员，反而保持一路高歌猛进的态势，不断加
大对中国市场的开垦力度。与此同时，不少
跨国药企还将研发中心、生产中心转移到中
国，如“辉瑞+海正”、“默沙东+先声”
式的联姻等等，以此推进本土化进程。由此
联想到，在不久的将来，也许可能会出现“
礼来+恒瑞”这样的搭配，使这一对具有重
叠产品的业内竞争对手，在进一步探索双方
都能接受的、合理解决方案的过程中，能够
化干戈为玉帛，联手分享国际市场份额，达
到双赢的目的，亦未可知。

本报讯：曹国庆的案子一经媒
体报道，不仅在印州本地引起剧烈
反应，在北美华人圈子也引起不小
的 波 澜 ， 很 多 人 在 网 络 上 留 言 评
论，其中甚至有曹国庆的前同事出
来发声，记者摘录了其中一些有代
表性的网络评论。

网友 coisre (zhuce) ：他们不是
钱学森。制药也不是搞火箭。你知
道了那点秘密，是个人都能做。 回
大学的还好点，回去开公司的“千
人”的模式都是：在美国公司干了
很多年，知道技术秘密，回去开公
司，利用中美的产业，技术差距，
挣 钱， 同时孩子老婆放美国。等钱
捞够了，跑回来。他们就是两边通
吃，不忠于美国，也不忠于中国，
只顾捞钱。尤其制药，化学，化工
这些毒性大的行业，美国有严格的
环境保护制度，成本很高，回国后
开个公司，随便排污，以大肆污染
破坏中国环境为代价，自己捞钱， 
国内又有优质低价硕士博士生做劳
力容易压榨。中国近几年，这些垃
圾制药，化学企业发展的最快，都
是曹国庆们回去搞的。

网友 softknife：楼主看到的是
污染，我看到的是中国屁民不用花
天价买进口药，增加中国就业。这
些人主观为自己，客观帮中国。作
为华人，我们应该同情他们，对同
胞的落井下石会损害族群利益。

网友 THR：总之这是小偷小摸
的行为。完全是为了个人利益做一
些不道德或是违法的事。没有什么
值得称赞的。我是坚决鄙视的。

网友 nova888 (nova) ：如果真
抓几个商业间谍，或直接起诉剽窃
公司，我双手赞成。可是现在都是
抓前雇员，真流氓。

这种结果就是要抹黑华人科学
家，让雇主不敢雇用华人。抓的时
候大张旗鼓，抓错了也不道歉。

网友 luobo （菠萝）：天作
孽，犹可恕；自作孽，不可活。到
这一步，他自己应该想到的，也应
该有准备。大家不必幸灾乐祸，但
也不必为他抱不平。

网友wayofflying（小破熊）： 
什么泄密啊，根本就是为了防止中
国在这方面的技术取得进步，而采
取的措施而已。这俩科技民工干的

事可大可小，美国这边随便找个罪
名先把人扣起来再说。美国法律也
就那么回事。没有证据的情况下都
可以把李文和关上9个月，还有什么
可说的？

网友LoveWhoWho98（爱谁
谁）：他们偷的那些东西都是别人
几个月、几年的工作成果，活该！

网友happydawn (It is a girl)
：今天刚看到这个新闻，到现在仍
不能平静。我从前在Lilly工作过几
年，跟涉案的两人都有些交往，和
其中一位及其夫人还是经常打牌的
牌友。

看了一些评论，无端猜测的居
多。这两人绝不是在Lilly混不下去了
才回国的，尤其是Guoqing，至少3
年前我离开的时候是公司里最耀眼
的几位scientist之一。Shuyu也算是
bioinformatics方面的大拿。

这事具体细节我不清楚，但很
难不跟前段时间Lilly在国内因为通过
医药代表行贿被严查联系起来。

请大家还是积点口德。事情真
相出来前不要妄下结论的好。

热 议 曹 国 庆 事 件

华裔被控窃取美国商业机密案例
2011年4月12日，美国法院判定

曾任职于美国福特汽车公司的中国
北汽研究院工程师郁向东盗窃工业
机密罪名成立，根据造成的五千万
到一亿美元之间的损失程度，对其
处以70个月监禁，并罚款1.25万美
元。法院发表的声明称，在福特公
司不知情的情况下，郁向东于2006
年底复制了4000页内部文件到外部
电脑，内容涉及多项知识产权。

2011年12月，印第安纳地方法
院宣布，曾任职于印第安纳州陶氏
化学（Dow Chemical）公司的黄
科学因窃取两家大型美国农业公司
价值巨大的商业机密，并向中国和
德国传送相关数据，被判87个月刑
期。

2012年8月，前摩托罗拉公司
（Motorola Inc.）工程师金韩娟因窃
取摩托罗拉的专利技术iDEN，在伊
利诺伊州被判处四年监禁，她窃取
该技术是为了供自己和一家为中国
军方工作的企业使用。

2012年9月，刘思星因向中国
输 送 美 国 的 军 事 技 术 在 新 泽 西 的
联邦法院被判有罪。他从雇主L-3 
Communications Holdings Inc.那里窃
取了数千份电子文档。

2 0 1 2 年 1 1 月 ， 前 通 用 汽 车
（General Motors Co.）工程师杜姗
姗和丈夫秦裕在底特律被判有罪，
原因是他们窃取了公司混合动力技
术的商业机密。他们计划将这些机
密用于一家中国汽车制造商参与组
成的合资公司。

2012年12月，纽约联邦储备银
行前中国电脑工程师张波因窃取银
行软件被判处六个月居家监禁，这
是三年监督释放判决的一部份。张
波将可能在刑满后被驱逐出境。33

岁的张波在2011年夏天担任纽约联
邦储备银行合约雇员时期，非法复
制“政府会计与报告程序”。

2012年援引路透社消息，美国
检方称，赛诺菲的研究科学家李媛
（Yuan Li，音译）认罪，承认窃取
该公司商业机密并通过一家中国公
司进行出售。 文件称，中国国籍的
李媛2006年8月至2011年6月曾在赛诺
菲位於新泽西州Bridgewater的美国总
部担任研究科学家。她在此工作期
间，曾直接协助研发了一系列化合
物，而该公司将这些化合物视为有
望成为未来推出的药品的“基本成
分”。

2013年3月16日，受雇于美国航
天总署(NASA)兰利研究中心的华人
工程师江波，持单程机票在杜勒斯
国际机场登上前往北京的航班，遭
联邦调查局拦截逮捕。江波18日在
弗吉尼亚州诺福克联邦法院过堂，
联邦检察官起诉他出境时携带一台
手提电脑隐瞒不报，电脑中有美国
航天总署的机密资料。

2013年4月，威斯康星大学医
学院的中国籍博士后赵华军在试图
离境时被捕并被指控犯有经济间谍
罪，检方控告他窃取了该校正在研
发过程中的抗癌化合物C-25，调查
人员在他的电脑里发现了近四百多
个与研发相关的文件，还有一份他
用中文书写的研究项目申请，声称
他发现了这一抗癌化合物，希望中
方（浙江大学）继续资助他完成相
关的研究。

2013年5月，纽约大学三名中国
研究员朱宇东、杨兴和李业涉嫌把
在校内进行的核磁共振造影(MRI)研
究机密，洩露给中国的竞争对手而
遭到起诉。

场发现一具保存尚为完好、身着清朝官服的干
尸，文物部门已介入。
网络舆情分析师成官方认可职业 从业者达200
万

10月8日，《新京报》上周的一份报告披
露，中国有200万名“网络舆情分析师”。人
数之众超过150万的现役三军士兵。
余姚官方：“因穿高档鞋让村支书背”官员已
免职

余姚三七市镇某领导下乡视察水灾，某领
导因穿高档鞋子，迫不得已由年近六旬的村书
记将其背进灾民家里！

根据余姚官方描述，当时庭院前有20-30
厘米积水。王某穿着布鞋准备脱鞋进入，许国
庆（村支书）说“只有五、六米路，我背你进
去好了。”王某坚持要脱鞋。许又讲，还有许
多地方要走访，不用脱鞋了，我背你进去，节
约时间。
中国将投50亿防治京津冀等6省大气污染

中央财政近日安排50亿元资金，全部用于
京津冀及周边地区(具体包括京津冀蒙晋鲁六个
省份)大气污染治理工作，重点向治理任务重的
河北省倾斜。
河北一学校发生百余人斗殴 1名学生死亡

据河北承德市委宣传部14日下午透露，当
日13时40分，承德技师学院发生一起学生斗殴
事件，致1人死亡。
陌生人上门推销化妆水 她闻了闻就晕倒在地
上

一陌生小伙到吴女士家上门推销，他拿出
一瓶透明液体说：“这是我们公司送的化妆
水，绝不添加香精香料和酒精，你闻闻看。”
他把瓶子凑到吴女士鼻子下，吴女士顿时头晕
发软，她用尽力气大喊，吓退对方后关门，然
后失去知觉
陈毅之子回母校组织文革道歉会 向老师鞠躬

陈小鲁已经67岁了，他想寻求一种能够让
自己问心无愧的生活。所以，在这个国庆长假
的最后一个休息日，他早早起床，将一封写好
的“道歉”讲稿装进皮包，然后开着自己蓝色
的大众POLO车向北京八中出发。几天前，他
专门上网看了一晚上“五四宪法”，那是中华
人民共和国的第一部宪法。他说，自己当年违
反的是第89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人身自
由不受侵犯；任何公民，非经人民法院决定或
者人民检察院批准，不受逮捕。

（本报编辑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