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责编 王涵 编辑 余小红 美编 袁治华 校对 田仲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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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年2月25日
星期四国际·社会 09

24日凌晨路透社称，美国密苏里
州一个陪审团裁定，强生公司须向一
位因使用该公司含滑石粉的卫生用品
而患癌死亡的女受害者福克斯的家庭
赔偿7200万美元（约合人民币4.7亿
元），包括1000万美元实际损害赔偿和
6200万美元惩罚性损害。据悉福克斯
曾在长达30多年的时间里使用强生的
婴儿爽身粉和优润佳沐浴露。

日前宣布的裁决中，陪审员们
要求强生向福克斯的家人赔偿7200
万美元，包括1000万美元的实际损
害赔偿，以及6200万美元的惩罚性
损害赔偿。福克斯三年前被诊断患
上卵巢癌，并于去年10月病故。

代表福克斯家人的律师Jere
Beasley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强生

早在上世纪80年代就知晓这一风
险，但一直选择“欺骗公众和监管机
构。”Beasley表示，这是强生首次在
与上述产品相关的诉讼中被要求作
出损害赔偿。为提振销售，强生曾在
数十年的时间里对消费者隐瞒其滑
石粉产品的致癌风险。该公司目前
在美国面临数百起类似诉讼。

2013年10月，美国南达科他州
Sioux Falls一家联邦法院也曾裁定，
强生的婴儿爽身粉产品是导致一位
女原告患上卵巢癌的因素之一。不
过，该案的原告未能获得任何赔偿。

医学专家根据大量的病理检查
发现，约有75%的卵巢癌患者，由其
组织切片中可见到2微米左右的滑
石粉粒子，这充分证实大多数卵巢
癌患者都有会阴部接触滑石粉多年
的历史。 （综合东方早报）

王毅同克里会谈：
反对在韩部署“萨德”

正在美国进行正式访问的外交部
长王毅23日在华盛顿同美国国务卿克
里举行会谈。王毅说，今年是落实习近
平主席访美成果的重要一年。双方要
按照两国元首的共识，继续拓展双方
在更广泛领域合作。中方支持美方3月
底4月初在华盛顿主办第四届核安全
峰会，欢迎奥巴马总统9月赴华出席二
十国集团领导人杭州峰会。

王毅阐述了中方在台湾问题、南
海问题上的原则立场，同时也表明了
中方反对美方有意在韩国部署“萨德”
反导系统的严正态度。

克里表示，美中关系十分重要，美
方期待习近平主席出席第四届核安全
峰会，支持中方举办二十国集团领导
人杭州峰会。美中在伊朗核、气候变化
等问题上成功合作在全球产生了积极
影响。美方赞同加快美中双边投资协
定谈判，愿意加强同中方各领域合作，
发展更加富有成效的美中双边关系。
美方希进一步深化双方在气候变化等
全球性问题上合作，愿同中方在亚太
开展良性互动，不希望南海问题成为
美中两国间问题。美坚持一个中国政
策，反对“台独”。双方还就朝鲜半岛
核、伊朗核、叙利亚等国际地区问题交
换了看法。 （新华社）

尼泊尔飞机坠毁
一中国人遇难

尼泊尔文化、旅游和民航部长波
卡雷尔24日确认，当天上午在尼西北
部山区失联的小型客机已经坠毁。机
上23人生还希望渺茫。据中国驻尼泊
尔大使馆方面消息，乘客中有一名中
国人。波卡雷尔说，飞机坠毁地点位于
距离首都加德满都180多公里的苗地
县丛林中。尼泊尔军方等已出动3架直
升机前往坠机地点进行搜救，但山区
大雨阻碍了救援行动。一旦天气好转，
将开展更大规模搜救。

这架编号为9N-AHH的“双水
獭”飞机当地时间早上7时50分（北京
时间10时05分），从尼中部旅游城市博
克拉起飞前往北部山区佐莫索姆，不
久后失去联系。

除3名机组成员外，机上有包括一
名中国人和一名科威特人在内的18名
成人和两名婴儿。中国驻尼泊尔大使馆
已确认，乘客中的中国人为一名来自中
国香港的女性。目前尚不清楚飞机失事
原因。但当地媒体报道说，飞机失事附
近地区22日晚曾发生山体滑坡，近日一
直被浓雾和尘埃笼罩。 （新华社）

据英国《卫报》报道，由
于担忧消费者可能被产品中
的塑料片噎到，全球知名的
美国食品制造商玛氏（Mars）
宣布在55个国家召回一系列
的巧克力棒。此次召回涉及
的品牌包括士力架、银河棒、
玛 氏 、什 锦 巧 克 力 礼 盒 和
Mini Mix品牌。报道称，一名
德国的消费者在1月8日购买
了一款士力架产品，发现了
一片红色塑料。这名消费者

将这一问题反馈给公司。公
司随后追踪塑料来自位于荷
兰南部城镇费赫尔的一家工
厂。公司最终确认这一塑料
片来自其生产过程中的一个
保护性覆盖物。

玛氏美国总部的媒体关
系全球主管乔纳森·穆德称，
仅有包装上标明了“玛氏荷
兰”的产品受到此次召回的影
响，不涉及中国市场产品。

（法制晚报）

美国《纽约时报》22日关注了年
轻人最爱的早餐，文中数据令人吃
惊：“明特尔研究机构（Mintel）在
2015年的报告中指出，美国大约40%
受访的“千禧一代”（1984～1995年
出生）称，把谷物（比如麦片）当早餐
吃不方便，因为吃完后还得洗碗。”

谷物早餐销量缩水

报道称，和过去的欣欣向荣相
反，谷物早餐产业正在下坡路上苦

苦挣扎。过去15年间，其销售量缩水
了几乎30%，而其未来仍飘忽不定，
原因是许多人并不在家中吃早餐，
相比传统的谷物早餐，他们更愿意
吃三明治和酸奶酪。同时，还有很多
人忙得根本不吃早餐。

更令人恐惧的是：很大比例的
“千禧一代”（尤其是1990年以后出
生的孩子）之所以对谷物早餐不感
兴趣，是因为吃它就必须用碗，而碗
不能自动清洗。

在人人懒惰的趋势下，咖啡业

也面临相似困境。虽然眼下咖啡的
第三次浪潮正风行全美，讲究品质
胜过一切，但美国人最看重的还是
便利性。欧洲商情市场调研公司“欧
睿国际”一名产业分析师霍华德说，
美国人所购买的咖啡豆中，只有不
到10%为新鲜咖啡豆，咖啡粉的销售
量每年都在扩大领先优势。咖啡饼
的兴起（类似茶包，冲泡即可饮用），
则是美国人追求便利的进一步证
明。数据显示，2004年至2014年期
间，咖啡饼的销售量增长了1383倍。

人们不再经常做晚餐

快递的普及，也让提供便利成
为一种受欢迎的趋势。Technomic公
司的统计数据显示，美国餐馆中大
约15%的菜品通过外卖方式销售。在

“千禧一代”中，这一比例超过20%。
美国政府最新数据显示，几乎

三分之二的家庭都需要父母同时工
作供养，这是有史以来的最高纪录。
在选择食物时便利性越高，家人用

于准备食物的时间就会花得越少，或
在餐馆中等待的时间就越少。同时，
人们不再像以前一样经常在家做晚
餐。去年，美国人在家中享用的晚餐
中，只有不到60%是在家烹饪的。而30
年前，在家做晚饭的比例接近75%。

布劳恩研究公司2014年所做的
一项全国调查发现，82%的家长称
他们孩提时曾被父母要求做家务。
但被问及如今他们是否要求自己
的孩子做家务时，只有28%家长的
回答是肯定的。 （综合法制晚报）

爽身粉致癌！强生被判赔4.7亿元
■ 一名美国女性使用强生婴儿爽身粉30年，患上卵巢癌
■ 强生早在上世纪80年代就知晓这一风险，但一直隐瞒
■ 卵巢癌患者组织切片中，可见2微米左右的滑石粉粒子
■ 目前强生在美国面临数百起类似诉讼

别跟美国90后比懒
他们懒得跟你比
数据显示，“千禧一代”懒出新高度

40% 90% 60% 28%
●懒得洗碗
40%的人连麦片
都不泡

●懒得磨豆
超过90%的人只
买咖啡粉

●懒得煮饭
不到60%的晚餐
是在家中烹饪

●懒得做事
只有28%的家长
要求孩子做家务

贿赂医生 强生被罚22亿美元

据报道，美国司法部2015年11
月2日宣布，强生公司已同意支付
22亿美元，以了结有关其向医生和
药房提供回扣，以及非法营销药物
用于未经批准用途的刑事和民事
调查。

此次和解牵涉到强生及其子公
司杨森制药，涉及的药物包括精神分
裂症治疗药物Risperd，抗精神病药
物Invega，以及心脏病药物Natrecor。

在总计22亿美元的罚款当中，
有17.2亿美元是支付给美国联邦和
州政府的民事和解金，另有4.85亿美
元是刑事罚款和没收利润。

士力架含塑料被召回
不涉及中国市场

新闻链接 同步播报

在武侯区龙江路，锦宏骏苑小
区与凯莱国际小区一墙之隔，老墙
将两个小区之间的空地一分为二，
分别形成了一条商铺林立的小通
道。因老墙年久失修，存在安全隐患
并且影响环境，2008年以来，凯莱国
际的开发商在建楼盘时，曾试图拆
掉围墙，对道路进行美化，而社区、
街道办也多次与锦宏骏苑小区物业
沟通，不过，拆墙都没有成功。之后
的几年，社区也经过多次与锦宏骏
苑小区业主协商，春节前还进行过
协商，希望能拆掉围墙，但都遭到锦
宏骏苑小区业主的否决，业主认为，
如果拆除围墙，围墙区域将变成开
放性的公共用地。昨日，成都商报记
者走访锦宏骏苑小区及相关部门。

拆墙
7年多来都拆不下来

据小区所属的临江东路社区工作
人员说，老墙原来是一汽车厂和一食
品厂的分界线。2003年，其中一侧的厂
房被新建的锦宏骏苑小区取代，该小
区分布在龙江路两侧，正好围墙也分
了两端，从此，老墙一侧成了公共道路，
另一侧通道为锦宏骏苑小区用地。

2008年，老墙另外一侧，建起名
为凯莱国际的小区。据临江东路社
区副书记涂晓红说，凯莱国际的开

发商为美化楼盘旁边道路的环境，
想把老墙推了种植绿化带，不过，两
小区之间的通道，被老墙分开，其中
一侧属于锦宏骏苑小区用地，“你把
墙推了，小区用地就亮在外面，成了
公共用地了。”

从2008年至今，包括社区、街道
办在内的相关部门均有意将老墙拆
除。不过，物业在征求小区业主的意
见后，遭到否决。如今，另一段的老
墙对面，又建起了一座新的楼盘，涂
晓红说，春节前，在与锦宏骏苑小区
物业沟通拆墙事宜时，碰到了新楼
盘的开发商，“对方也在和物业沟
通，想拆一端墙，打造一下环境，结
果仍然无功而返。”

反对
小区用地成公共用地

尽管拆墙后通道只是步行街，但
多名和卢淑敏一样靠近老墙的业主都
表示，过往的人多了，声音肯定会变
大，并且家中被盗的风险也会增加。

为了更全面地了解小区业主对
“拆墙”的态度，记者昨日找到锦宏
骏苑小区曾经的一位业主委员会负
责人，该负责人坦言，“拆墙”一事纠
缠了很多年，在以往的小区业主投
票表决大会上，一提到拆墙，大家都
持反对意见，“这条通道，每位业主

都摊了公摊面积，通道卫生由小区
物业做，夜间还有小区保安在通道
巡逻，这些业主可都是缴了物业费
的。这本身是属于小区内部用地，开
放成公共道路后，路上的设施该由
谁维护，而如果临街的住户和店铺
被盗窃或窗户受损，业主该找小区
物业还是找辖区派出所？”这位曾经
的业委会负责人对小区业主反对拆
墙的原因做了这样的总结。

赞同
让更多人“进小区”买东西

街道办处于安全和美观的考
虑，而对于围墙内的商铺老板来说，
也有自己的算盘——拆掉围墙让通
道形成一个公共步行街，让更多人
的“进小区来”买东西。

在这条连接龙江路和致民路通
道附近，有多条主要道路，记者在围
墙旁的通道发现，从通道经过的人并
不多，路边的商铺生意冷淡。“拆了围
墙把通道打造一下，走的人多了，生
意也就好了。”对于开面馆的老李来
说，这是显而易见的道理。对于拆墙，
通道边的商贩基本持赞同意见。“不
过不管用，我们只是租用了小区的铺
面，一般不参与这些事情的讨论。”
成都商报记者 逯望一 摄影记者 张直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卢淑敏为化名）

小区“破墙”
7年拉锯

横在凯莱国际小区和锦宏骏苑小区之间的老墙

反方
“这本身属于小区内
部用地，开放成公共
道路后，路上的设施
由谁维护”

正方
“拆了围墙把通道打
造一下，走的人多了，
生意也就好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