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际新闻
2020年1月20日 星期一

编报室主办
责编 / 余鹏 版面 / 立方 校对/ 柯心

新闻热线
8244111

广告热线
8230542

15A

伊朗18日说，坠毁乌克兰客机的两只黑匣子将被送往
乌克兰作分析。

伊朗半官方媒体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乌克兰专家正
在伊朗参与调查坠机事件，向伊朗方面请求将黑匣子送往
乌克兰，获得伊朗方面同意。报道没有说明黑匣子将于何
时送往乌克兰。

伊朗民用航空组织事故调查委员会主任哈桑·礼萨伊
法尔说，伊朗眼下无法读取客机黑匣子内容。应乌克兰方
面要求，将把黑匣子送往乌克兰。

乌克兰国际航空公司一架波音737-800客机8日在伊
朗首都德黑兰起飞不久后坠毁，167名乘客和9名机组人员
遇难。伊朗军方11日承认，这架客机遭伊朗军方“非故意”
击落，此事由“人为错误”导致。

坠机当天，两个黑匣子在失事区域先后找到，即飞行
数据记录仪和驾驶舱语音记录仪，有损坏痕迹。

加拿大总理贾斯廷·特鲁多17日说，两只黑匣子受损严
重，而世界上有能力读取和分析黑匣子数据的国家不多，法国
是其中之一。加拿大方面认为，伊朗“缺乏足够的专业技能，
主要还是缺乏所需设备”，应将黑匣子交给法国作分析。

坠机事件遇难者多数为伊朗人和伊朗裔加拿大人，还
有乌克兰、瑞典、阿富汗、德国和英国人。多数乘客原本打
算从德黑兰飞抵乌克兰首都基辅，再转机前往加拿大。

乌克兰先前提出，希望伊朗将黑匣子送往乌克兰作分
析。乌克兰外交部说，预期伊朗代表今后几天抵达基辅。

礼萨伊法尔说，如果乌克兰方面也无法读取，黑匣子
将被送往法国作分析。按照他的说法，希望“利用法国、加
拿大和美国的专业技能”，共同分析黑匣子数据。

伊朗曾提议由第三国帮助解码黑匣子，邀请加拿大、
法国和美国派人赴伊朗下载黑匣子数据，遭三方拒绝。美
国、英国、加拿大等多国建议伊朗把黑匣子送往法国，14日
曾有消息称伊朗已把黑匣子送去法国。 新华社特稿

利比亚问题柏林峰会召开在即，效忠利比亚军事强人
哈利法·哈夫塔尔的东部部族武装夺取多个石油出口港
口，明显意在掐断西部政权、即民族团结政府的财政收入
来源，为哈夫塔尔增加谈判筹码。

釜底抽薪
利比亚国家石油公司18日说，支持哈夫塔尔的部族武

装17日夺取东北海岸沿线和南部多个石油出口终端，命令
国家石油公司下属5个分公司暂停石油出口，总共涉及50
多处油田和多座油港。

这一禁令使利比亚石油出口每天减少 80 万桶，损失
5500万美元收入。

利比亚国家石油公司致信东部政权主要人物、国民代
表大会主席阿吉拉·萨利赫·伊萨，要求对方立即撤销封锁
石油出口的决定。

国民代表大会与哈夫塔尔领导的“国民军”结盟，控制
东部和中部地区、南部主要城市及部分西部城市，与掌控
西部部分地区的民族团结政府分庭抗礼。

利比亚国家石油公司在信中说，封锁石油出口的命令
影响石油生产，眼下利比亚全国仅有两座油田维持运作，
天然气和电力供应马上将出现短缺。

美联社报道，石油是利比亚东西两个政权的经济命脉，
东部武装这一举动无异于给西部民族团结政府釜底抽薪。

会前示强
利比亚国家石油公司负责人穆斯塔法·萨纳拉说：“石

油设施属于利比亚人民，不应该被当作政治上讨价还价的
筹码。”

夺取油港的东部武装则在几座炼油厂组织示威，抗议民
族团结政府拿“卖油钱”收买土耳其和叙利亚的“雇佣军”。

土耳其议会本月初授权本国政府向利比亚出兵。土
方说，应利比亚民族团结政府请求出兵。媒体报道，土方
将向利比亚派遣土方扶持的叙利亚反政府武装。

民族团结政府得到联合国承认，受土耳其、卡塔尔、意
大利等国支持；“国民军”则获埃及、沙特阿拉伯、阿拉伯联
合酋长国、俄罗斯、法国等力挺。

联合国驻利比亚使团18日呼吁利比亚冲突双方“行使
最大克制”，警告封锁石油出口可能造成“毁灭性后果”。

联合国秘书长利比亚问题特别代表加桑·萨拉姆敦促
外国停止干预利比亚冲突，说国际社会应帮助利比亚“自
主发展”。

联合国牵头的利比亚问题国际会议定于19日在德国
首都柏林举行。俄罗斯、土耳其和法国首脑、欧洲联盟、非
洲联盟等国际组织的代表将与会。哈夫塔尔和他的对头、
利比亚民族团结政府总理法耶兹·萨拉杰据信将同时出席
会议。 新华社特稿

英国招聘网站“玻璃门”依据
薪酬、岗位需求度和工作满意度
三个主要因素评估不同工作，评
出2020年最佳工作25强榜单，企
业架构师位列第一。

“玻璃门”榜单显示，企业架
构师年薪中位数最高，为75209英
镑（约合 67 万元人民币）；5 分制
的工作满意度评分中得3.9分；眼
下空缺不少岗位。雅虎新闻援引

“玻璃门”高级经济研究分析员阿
曼达·斯坦塞尔的话报道，这是

“技术角色”首次冲至英国最佳工
作榜榜首，击败营销、财务或运营
等传统“霸榜”职位，反映出技术
工种在英国快速增长。

斯坦塞尔说：“求职者进入一
个新的十年，2020 年英国最佳工
作 25 强榜单旨在突出那些需求
量大、薪水理想及工作满意度较
高的工作。”

排在榜单第二至第十位的依
次为产品经理、运营经理、业务拓
展经理、开发运维工程师、数据科
学家、人力资源合作伙伴、财务经
理、交付经理和合同经理，年薪中
位数从 4 万多英镑到 6 万多英镑
不等，有的工作满意度得分或岗
位空缺数量多于企业架构师。不
过，榜单排名是综合三方面因素
的结果。 新华社特稿

伊朗要将黑匣子送往乌克兰伊朗要将黑匣子送往乌克兰

封锁石油出口
利比亚东部武装为峰会夺谈判筹码

也门胡塞武装发起“钞票战”？

新华社布拉格1月19日电（记者杨
晓红）位于捷克北部边境城市韦伊普尔
蒂的一家福利机构19日早上发生火灾，
已造成8人丧生、29人受伤。

据当地媒体报道，发生火灾的福利
机构里大多是患有残疾的病人。受伤的

人中有 3 人重伤，其他人轻伤或吸入烟
气，救援人员正在核实情况。

当地消防部门说，他们19日凌晨5时
前接到火灾报告，随后立刻赶往现场，目前
火势已得到控制。当地应急管理部门已经
宣布紧急状态。起火原因尚在调查中。

这是 1 月 19 日航拍
的布满火山灰的菲律宾
劳雷尔附近的布索布索
村。

位于菲律宾北部的
塔阿尔火山自 12 日下午
开始剧烈活动并喷出大
量火山灰，持续影响附近
民众的生产生活。

新华社/法新

索马里18日发生自杀式袭击，多名
土耳其工程人员受伤。

袭击发生在距离首都摩加迪沙大约
30公里的阿夫戈耶。土耳其官方媒体阿
纳多卢通讯社报道，一家土耳其建筑企
业4名雇员受伤，在医院接受治疗。

路透社援引当地警方人员的话报道，
土耳其工程人员正与索马里警察吃午饭，

遭一辆装载爆炸物的汽车袭击，3名土耳
其工程人员、一名翻译和2名警察受伤。

索马里反政府武装“青年党”“认领”
这次袭击。

路透社报道，土耳其2011年以来成
为索马里主要援助国，试图与沙特阿拉
伯、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等中东地区对手在
这个非洲国家争夺影响力。新华社特稿

英2020年最佳
工作榜单出炉

捷克一家福利机构发生大火8人丧生

土耳其承包商索马里遇袭

火山灰下的
布索布索村

经历一个月过渡期，也门反政府胡
塞武装针对也门中央银行所发行新钞
票的禁令18日正式生效。

多家媒体报道，胡塞武装与也门政
府开辟“新战场”，也门国内有出现“两
种经济”的风险。

急急““废钞废钞””

胡塞武装去年12月中旬宣布，将废
除也门央行最近3年发行的本币里亚尔
新钞票，这一武装所控制地区的民众今
后不得持有或流通新钞，过渡期一个月。

胡塞武装承诺，过渡期内将为交出
新钞的民众兑换旧钞，或兑换由这一武
装发行的“电子货币”。

“废钞令”18日正式生效。按照胡
塞武装先前说法，在禁令生效后继续使
用新钞的民众将面临惩罚，包括监禁。

胡塞武装2014年占领首都萨那和
部分南部地区，迫使总统阿卜杜拉布·
曼苏尔·哈迪前往沙特避难。也门政府
同年转移至南部港口城市亚丁办公，现
在控制亚丁和西部沿海一些地区。

胡塞武装指认也门政府“无节制”
地印刷新钞，“废钞令”旨在控制通货膨
胀。也门政府则指认胡塞武装在搞“经
济破坏”。

只是，也门政府暂时没有应对办
法。一名不愿公开姓名的政府高级官
员告诉《阿拉伯新闻》日报，也门政府已
经向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写
信寻求帮助，呼吁这两个国际机构向胡
塞武装施压，以让后者收回“废钞令”。

民众民众““苦苦””

也门民众日常消费中，纸币占很大
比重。多家媒体报道，“废钞令”实际上
产生“两种货币”。

路透社报道，也门民众再一次处于
“交叉火力攻击”之下，也门政府和胡塞
武装控制地区的居民都在抱怨生活中
不便之处。

在胡塞武装控制的地区，不少民众
急于将新钞换成“皱巴巴”的旧钞，导致
旧钞供不应求，每天“限量”供应。首都
萨那一名居民说，他在距离禁令生效还
剩一周时前往兑换点，得知旧钞要等3
至5天才能“到货”。

在也门政府控制的地区，里亚尔新钞
普遍流通，但兑换美元汇率大大低于胡塞
武装控制地区，媒体报道后者为582里亚
尔兑1美元，前者为642里亚尔兑1美元。

对往来于双方控制地区的商人而
言，他们必须买进和卖出“不同纸质、不

同大小”的两种里亚尔纸币，做生意的
成本大大提高。

也门政府去年 12 月底说，胡塞武
装的“废钞令”让其控制区域内的不少
银行机构“瘫痪”，影响数以千计民众，
许多人无法拿到薪水或退休金。

相关新闻相关新闻
也门卫生部门 18 日说，也门政府

军位于中部马里卜省的一处基地当天
傍晚遭胡塞武装导弹袭击，造成至少40
名士兵死亡。

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也门卫生部门
官员告诉记者，胡塞武装使用一枚弹道
导弹对政府军在马里卜省东北部的一处
基地实施了袭击。事发时政府军士兵刚
结束训练，准备前往基地内的清真寺做
礼拜。他说，袭击还造成数十人受重伤。

胡塞武装尚未对此作出回应。
胡塞武装于2014年占领也门首都

萨那和部分南部地区，迫使总统哈迪前
往沙特阿拉伯避难。2015年3月，沙特
等国军事介入也门局势，支援也门政府
军打击胡塞武装。2018 年 12 月，在联
合国斡旋下，也门政府和胡塞武装就荷
台达停火、战俘交换等重要议题达成一
致，但是不久后双方即互相指责对方破
坏停火。 新华社特稿

韩国乐天集团创始人辛格浩19日下
午病逝，享年98岁。

乐天是韩国第五大企业，集团当天
晚些时候发布辛格浩逝世消息。

辛格浩1922年出生于韩国庆尚南道
蔚山市，1941年前往日本求学，1948年在
日本创立乐天公司，生产口香糖。日本
1910年至1945年殖民统治朝鲜半岛。

韩日建交后，辛格浩1967年返回韩国成
立乐天制果公司，随后将业务范围扩大至零
售、化学等领域，逐步把乐天集团发展为韩国
第五大企业。2015年，他退出集团经营。

韩国最高法院2019年终审判定辛格
浩贪污渎职，判处他3年监禁，并处罚金
35 亿韩元（约合 2072 万元人民币）。只
是，辛格浩健康状况不佳，韩国检方在法
院宣判后同意他停止监内服刑的申请。

辛格浩的妻子是日本人，育有两子
一女。次子辛东彬目前执掌乐天集团。

韩国社会称呼由家族掌控的大型企
业集团为“财阀”。财阀控制着韩国经济
发展。辛格浩去世后，韩国前五大财阀三
星集团、现代集团、LG集团、SK集团和乐
天集团的创始人都已去世。新华社特稿

韩国乐天集团创始人去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