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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夫妇患癌

孟山都或需赔 20 亿美元

据新华社微特稿 美国加利福尼亚州一
个陪审团 13 日裁决孟山都公司赔偿一对夫
妇 20.55 亿美元，缘由是这家企业生产的
“农达”除草剂导致二人罹患癌症。
奥克兰县一家地方法院的陪审团认定，
“农达”导致阿尔瓦·皮利奥德和妻子阿尔伯
塔患上非霍奇金氏淋巴瘤，孟山都应向这两
名原告分别支付 10 亿美元惩罚性赔款，合
并支付二人 5500 万美元补偿款。
阿尔伯塔现年 76 岁，告诉美联社记

者，夫妇二人最近 9 年一直与癌症抗争，
确诊以来不得不放弃许多活动，生活彻底
变样，因而“痛恨”孟山都。
孟山都母公司德国拜耳公司当天回
应，将就裁决结果提起上诉。皮利奥德夫
妇的律师说，已做好长期诉讼的准备。
在加州大学黑斯廷斯法学院教授戴
维·莱文看来，原告拿到 20 亿美元惩罚性
赔款的“可能性为零”，与相当于原告“实
际损失”的补偿款相比，前者金额过高，

预期法官会大幅削减。
美国环境保护局认定，
“农达”无论出
现在农场、庭院或路边，或者残留在作物
表面，都不会对人体构成“引发担忧的风
险”
。然而，由于“农达”有效除草成分草
甘膦构成致癌风险，且产品缺乏显眼警告
标识，孟山都面临大量民事诉讼。全美仍
有大约 1.3 万名“农达”诉讼原告等待审
理结果。
拜耳公司认定，每起诉讼都有各自

“事实和法定情节”，皮利奥德夫妇一案不
会影响后续诉讼案走向。
包括这起诉讼在内，孟山都在加州去
年 8 月以来三起诉讼中全部败诉。旧金山
一个联邦陪审团今年 3 月裁决孟山都赔偿
一名患癌男子 8000 万美元。旧金山一个地
方法院陪审团去年 8 月裁定孟山都赔偿一
名高尔夫球场护草员 2.89 亿美元，法官稍
后宣判时把赔款金额削减为 8900 万美元。
孟山都就诉讼结果分别提起上诉。

吉米 卡特

94 岁的美国最长寿前总统

卡特猎火鸡前摔伤髋部

·

据新华社微特稿 美国前总统吉米·卡
特 13 日动身猎火鸡前，在家中摔伤髋部，
所幸成功接受修复手术。
卡特中心发言人迪安娜·康吉利奥在一
份声明中说，卡特在佐治亚州阿梅里克斯市
就医，正处在术后恢复阶段。91 岁的妻子
罗萨琳陪伴左右。两人迄今相守 73 年。
康吉利奥暗示卡特精神状态良好，说他
主要担心猎火鸡季本周结束，狩猎限额还没

有用完，“希望佐治亚州允许他把未使用限
额延续到明年”。
卡特现年 94 岁，今年 3 月成为美国最
长寿前总统。这项纪录先前的保持者是已故
前总统乔治·H·W·布什、即老布什。他
去年 11 月 30 日去世，享年 94 岁 171 天。
卡特三年多前确诊黑素瘤，癌细胞扩散
到肝脏和脑部。“我度过精彩的一生，
”卡特
当时披露患癌时说，“我有数以千计朋友，

我的经历充满冒险，令我兴奋和满足。
”
卡特接受治疗7个月后，
体内癌细胞消失。
卡特农民出身，1971 年至 1975 年出任
佐治亚州州长，1977 年至 1981 年出任美国
第 39 任总统。离开白宫后，他和妻子罗萨
琳 1982 年在佐治亚州亚特兰大市创立非营
利机构卡尔中心，关注全球人权事务。
卡特夫妇如今仍住在佐治亚州小镇普莱
恩斯。那里是两人出生、成长和结婚的地方。

优衣库日本网站

逾 46 万名顾客

信息遭泄露

据新华社微特稿 日本迅销公司 14 日发
布声明说，旗下品牌优衣库、GU 销售网站
逾 46 万名客户个人消息遭未授权访问，可
能造成信息泄露。
共同社援引声明内容报道，优衣库和
GU 两家线上店 4 月 23 日和 5 月 10 日遭黑客
攻击，客户姓名、地址、电话号码和信用卡
信息可能泄露。不过，目前还没有相关信息
为第三方使用的报告。迅销公司说，已经给
相关程序漏洞打“补丁”，作废了受影响账
户的登录密码，并要求受影响客户重新设置
线上店登录密码。迅销公司为此次事件向客
户致歉，承诺将防止同类事情再次发生。

巴基斯坦奎达发生爆炸袭击

至少 4 名警察死亡

巴基斯坦西南部俾路支省首府奎达
13 日晚发生爆炸袭击。当地卫生部门
官员说，爆炸造成至少 4 名警察死亡，
另有 12 人受伤。
据新华社/法新

澳大利亚
时薪最高是水暖工

每小时 420 元人民币
据新华社微特稿 澳大利亚职
业介绍网站“寻求服务”（ServiceSeeking） 出 炉 最 新 “ 技 工 富 人
榜”。依照榜单，眼下澳大利亚时
薪最高的技工是水暖工，平均时
薪达到 87.88 澳元 （约合 420 元人
民 币）， 而 2018 年 是 84.53 澳 元
（404 元人民币）。
英国 《每日邮报》 13 日援引
榜单内容报道，澳大利亚平均时
薪排名第二至第五位的技工依次
为土方工程工人、空调技工、电
工和混凝土工，平均时薪均超过
70 澳元 （334 元人民币）。
建筑工、浴室翻修工、制图
员、砖瓦工等技工的平均时薪也
较高，均超过 60 澳元 （287 元人
民币）。
不过，与去年相比，排在榜
单前 20 位的技工工种平均时薪总
体下降 3.6%，其中砖瓦工降幅最
大，为 12.8%。
最新榜单还显示，澳大利亚
平均时薪最低的技工是清洁工，
为 34.39 澳元 （164 元人民币）。此
外，园艺工人和油漆工的平均时
薪也较低，均不到 50 澳元 （239 元
人民币）。

广告

茅台镇封坛原浆酒一箱 6 瓶只需一百元
注意

5 月 16 日厂家品鉴促销活动，
100 元可认购茅台镇封坛原浆酒一箱售完为止！

快来认购
认购咨询：0898-66810750

100 元

茅台镇封坛原浆酒如何生产
6 瓶/箱

一箱
（6 瓶）

厂家只为推广 您可尽得实惠

机会难得！
“百元品鉴认购茅台镇封坛原浆酒”
大型品鉴促销活动，厂家不设门槛，认
购方便。除此外，
还有礼包装可选。

销 售 地 址 ：海 口 市 大 同 路 香 港 城 一 楼（义 龙 中 学 公 交 车 站）

01、
天然秀水
赤水河被誉为“中国美酒河”，集灵泉于一身，自然生态保护完好，
水质天然，
酸碱适度，
钙镁离子含量，
硬度均符合标准的良好引用水。

02、
原生精粮
仁怀原产地独有的
“红缨子”
糯高粱，
是茅台镇特产的一种有机糯
高粱，只能在茅台镇具有的水分、土壤和气候环境下种植，颗粒坚实、
饱满均匀，
粒小皮厚，
支链淀粉含量达 88%以上。

03、
古法酿制
精粮固态发酵，
续槽配料，
混蒸混烧。每年重阳分两次投料，
同批
原料要经九次蒸煮，八次摊晾，加曲，高温堆积，入池发酵，七次取酒，
历时整整一年。这就是茅台镇独有的“298732”酿造工艺！传承古法
传统工艺，
经典千年流传！
（详 情 请 到 店 详 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