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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份法庭文件 7日显示，美国波音公
司已经就印度尼西亚狮子航空公司波音
客机坠毁引发的大部分诉讼达成和解协
议。

狮航一架波音 737MAX 型客机 2018
年 10月失事，189名乘客和机组人员全部
遇难。路透社援引法庭文件报道，波音
告诉美国芝加哥一家联邦法院，就关于
其中 171 名遇难者的诉讼，波音已经“完
全”或“部分”达成和解。

波音没有披露赔偿金额。路透社去
年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在已经达成
的和解中，波音向每一名遇难者赔偿至
少 120 万美元。

波音发言人戈登·约翰德罗 7日在电
子邮件中说，波音近几个月在处理遇难
者家属诉讼方面取得“重大进展”，“公平
地赔偿了他们”，正致力于了结剩余诉
讼。同时，波音向遇难者家属致以“最深
切慰问”。

去年 10 月发布的狮航空难最终调查
报告认定，9项主要因素共同导致客机坠
毁，包括客机设计缺陷、美国政府监管机
构疏忽大意、狮航自身培训不足。

狮航空难发生后不到半年，埃塞俄比
亚航空公司一架 737MAX 客机失事，157
名乘客和机组人员全部遇难。两起空难
均关联客机防失速的“机动特性增强系
统”，737MAX系列客机随后全球停飞，今
年 1月停产，5月恢复生产。 据新华社电

日本东京一名女子 7日因涉嫌把 3岁
的女儿独自留在家中致使女儿饿死遭逮
捕。警方调查后怀疑，她不仅经常不照顾
女儿，还虐待孩子。

日本共同社 8 日以警方为消息源报
道，女子名为梯沙希，现年 24 岁，2017 年
离异后与长女稀华住在东京都大田区一
间公寓内。经警方调查，梯沙希 6 月 5 日
将稀华独自留在家中，前往鹿儿岛县见男
友。8天后，她回到家中，拨打紧急求助电
话，称女儿没有呼吸。稀华在医院被确认
死亡，死因是严重脱水和饥饿。

调查显示，稀华胃内几乎空无一物。
救援人员到达时，稀华穿着纸尿裤，但她
臀部有皮疹，疑因纸尿裤长时间未换所
致。另外，稀华生前胸腺萎缩，这一疾病
常见于受虐待或疏于照料的儿童。

梯沙希被捕前接受警方问询时，谎称
女儿“几天前就不舒服，不吃饭，咳嗽”，但
她没钱给女儿看病。监控录像证实，梯沙
希 6 月 5 日独自外出，13 日回家。梯沙希
被捕后承认留女儿独自在家多日，改称没
想到这么做会导致女儿死亡。

梯沙希一个朋友告诉警方，梯沙希曾
“离家多日或者很晚才回家，致使女儿无
人照料”。 据新华社电

正在韩国访问的美国副国务卿、朝鲜
政策特别代表斯蒂芬·比根 8 日表示，美
方将继续在推动朝鲜半岛和平进程上与
韩方保持密切合作，并期待在今年年内取
得进展。

比根当天在首尔分别与韩国外交部
长官康京和、外交部第一次官赵世暎、外
交部半岛和平交涉本部长李度勋举行会
谈，并在随后的记者会上作出上述表态。

就朝鲜日前表示无意与美国对话，比
根说，他此次访韩旨在与韩国磋商，未曾
要求与朝鲜官员进行会面。他的工作指
导原则来自过去两年间美朝领导人的会
谈成果。比根说，美国强烈支持韩朝合
作，认为韩朝合作是构建半岛和平环境的
重要组成部分。

比根 7 日抵达韩国。据悉，他计划 9
日前往青瓦台与负责外交和安保事务的
总统幕僚进行会谈，随后将赴日本访问。

朝鲜外务省美国局局长权正根 7 日
发表谈话，批评韩国想要在朝美关系中充
当“仲裁者”，并再次明确表示朝鲜无意
与美国坐到一起对话。 据新华社电

美国高德纳咨询公司说，全球技术类
初创企业已裁减数万员工以应对新冠疫
情，这可能阻碍信息技术行业的创新。

高德纳公司研究总监马克斯·阿察哈
姆 7 日告诉《华尔街日报》：“初创企业是
信息技术行业巨大的创新来源，但是眼下
其资金尤为紧张。”

他说，新冠疫情致使初创企业的投资
者风险偏好显著降低，致使对信息技术企
业的投资资金锐减。

总部位于英国的券商 BuyShares.co.uk
的一份报告显示，自今年 3 月至上周，全
球将近 7万名技术初创企业员工失业。

报告写道，包括硅谷在内的美国旧金
山一带，初创企业已裁减超过 2.55万个工

作岗位，其中不乏优步、高朋网、爱彼迎
等知名企业。

优步 5月宣布裁员超过 6500人，占员
工总数约四分之一。它的竞争对手利夫
特 4 月说，将采取裁减约 17％员工、强制
员工停薪休假和降低工资等节流措施，尽
量弥补因疫情而丧失的销售业绩。

计算机技术行业联合会负责研究和
市场情报的执行副总裁蒂姆·赫伯特说，
那些主营人工智能等新兴数字工具的企
业都属于技术领域，已连续 4个月裁员。

由于缺乏来自外部的融资，初创企业
今年一直努力削减成本。美国市场情报
机构 CB 洞察力公司提供的数据显示，全
球私营市场今年一季度对初创企业的投

资仅为 670亿美元，同比下降 22％。
另外，根据美国扶持小企业的“薪水

保护计划”，大多数获得风投融资的初创
企业难以获得联邦抗疫救助资金，理由是
政府认定这部分初创企业与“金主”风投
基金“业务联营”，因而“不差钱”。

《华尔街日报》认为，技术初创企业大
幅裁员，可能有碍各行业公司寻找具有创
意的数字工具，从而难以挺过新冠危机，
或应对后新冠时代的市场竞争。

技术咨询机构“汉普尔顿伙伴”公司
总监乔纳森·西姆内特说，“新冠危机加
速不少经济领域对创新的需求”，例如远
程办公、电子商务和信息技术服务等。

据新华社电

欧洲联盟气象机构汇总的数据显示，
上个月是俄罗斯西伯利亚地区有记录以
来最热的 6月，气温超过往年平均水平至
少 5摄氏度。高温催生林火，林火的数量
和规模同样创下纪录。

欧盟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项目观察
到，全球 6月平均气温与去年同期基本持
平，但北极圈内的西伯利亚今年格外热，
平均气温比前年和去年分别创下的最高
纪录还要高至少 1摄氏度，比近几十年平

均水平高 5摄氏度多。
西伯利亚小镇上扬斯克 6 月 20 日报

告出现 38摄氏度高温天气，高出当地 6月
平均最高温 18摄氏度。世界气象组织正
在核实这一数字，若属实将成为北极圈内
有记录以来最高气温。

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项目负责人卡
洛·布翁滕波说：“最令人忧心的是，北极
比地球其他地方气温更快变暖。”

布 翁 滕 波 道 出 不 少 科 研 人 员 的 担

忧。全球变暖背景下，受北极放大效应影
响，北极地区的气温升高更快，可能两倍
于地球其他地方。北极地区冰雪融化后，
露出的海水或陆地反射阳光较原来雪地
少，吸收更多热量，因此加速升温，形成
北极放大效应。

高温使得西伯利亚广袤的针叶林和
冻土层蒸发水分，触发火灾。俄罗斯林业
部门说，截至 7 月 6 日，该国西伯利亚地
区共发生 246起森林火灾，过火面积达到
14 万公顷，7 个地方政府宣布紧急状态。
俄罗斯国家电视台本周播放消防飞机灭
火的画面。

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项目说，西伯利
亚上个月发生的林火比往年任何一个 6
月都多，火灾排放的二氧化碳总量估计达
到 5900万吨，比去年同期多 600万吨。

专家担忧，高温还会导致永冻土融
化。西伯利亚地区上月发生柴油泄漏事
件，运营商说是由于储油设施的支撑部件
突然塌陷，发生塌陷的原因之一在于永冻
土融化。

美国伯克利地球研究所研究员罗伯
特·罗德注意到，不只是西伯利亚地区，
俄罗斯全国今年以来的气温都明显高于
往 年 。 俄 今 年 1 月 至 5 月 平 均 气 温 比
1951 年至 1980 年同期的平均值高出 5.3
摄氏度，创下最高纪录。 据新华社电

俄罗斯国际文传电讯社 7 日报道，俄
航天局局长的一名顾问因涉嫌为某北约
国家充当间谍被拘捕，面临叛国罪名指
控。

报道说，这名顾问名叫伊万·萨夫罗
诺夫，是一名有影响力的记者，曾任职于
俄知名媒体《生意人报》和《导报》。他两
个月前受雇于俄航天局，成为局长德米特
里·罗戈津的信息政策顾问。

报道以俄联邦安全局为消息源说，萨
夫罗诺夫据信为某北约成员国搜集俄方
机密军事情报。俄航天局称，这起案件与
萨夫罗诺夫在航天局的工作无关。报道
暗示，案件追溯至萨夫罗诺夫的记者生
涯，可能与他作的军方报道有关。

如果叛国罪名坐实，萨夫罗诺夫最高
可被判处 20年监禁。

俄总统发言人回应说，据克里姆林宫
收到的汇报，萨夫罗诺夫被捕与他的“记
者活动”无关。

北约方面暂未回应。 据新华社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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