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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基斯坦一大学遭武装分子扫射 已造成21人
死亡

1月20日，数名枪手闯进巴基斯坦西北部
恰尔萨达（Charsadda）地区一所大学开枪扫
射。警方21日宣布，该袭击事件已造成21人
死亡，清剿袭击者行动结束。

安倍向普京致亲笔信邀其访日
据日媒报道，正在俄罗斯访问的日本自

民党副总裁高村正彦于当地时间12日上午，
在莫斯科与俄外长拉夫罗夫举行会谈。双方
就加速开展日俄间对话的方针达成一致。

当天，高村转交了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写
给俄总统普京的亲笔信。鉴于此次会谈，安
倍政府希望能让陷入僵局的争议岛屿谈判步
入正轨。两人还确认将争取实现普京在适当
时期的访日。

越共十二大召开
越南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将

从20日至28日在河内召开。越南《青年报》
称，1510名代表将代表越南全国400多万党员
参加会议。

美向伊朗清偿17亿美元旧债
美国国务卿约翰·克里17日证实，美国

将向伊朗支付17亿美元赔偿，以了结一笔30
多年前的旧债。

这笔债务追溯至伊朗上世纪70年代末发
生的伊斯兰革命前，是当时伊朗政府用于购
买军事设备的信托基金。按照克里的说法，
美方将根据双方和解协议偿还本金4亿美元，
并支付13亿美元利息。

伊朗1979年发生伊斯兰革命，推翻了与
美国关系密切的巴列维王朝。同年11月4日，
支持伊斯兰革命的伊朗学生占领美国驻伊朗
大使馆，把52名使馆人员扣为人质444天。这

新 闻 瞭 望 台 一 览 晓 天 下
一事件导致美伊关系恶化。1980年4月7日，
两国宣布断交。

1981年，旨在解决美伊历史债务的“伊
朗－美国追偿法庭”在荷兰海牙成立，伊朗
方面就军购基金向美方提出追偿要求。

按照美国政府的说法，这笔旧债与因伊
朗核问题全面协议正式执行而被解冻的数百
亿美元伊朗海外资产没有关联。不过，美国
在伊核全面协议“执行日”第二天宣布偿债
和解协议，不免让外界解读为双方致力于扫
清两国关系不利因素的进一步举动。

伊朗经济制裁被解除 多国争抢与其做生意
据香港《文汇报》1月20日报道，西方国

家撤销对伊朗的经济制裁后，全球多国企业
争相希望与伊朗做生意，除能源工业外，还
包括电讯、汽车、航空及会计商务等企业。

3名美国军事培训专家在伊拉克被绑架
据报道，3名美国公民在伊拉克首都巴

格达被不明身份的武装分子绑架，目前下落
不明。私营的伊拉克民族通讯社报道说，被
绑架的3名美国人为军事培训专家，他们在
其翻译位于巴格达市南部的家中被一伙武装
人员带走，他们的翻译也被一同带走。报道
没有提及他们何时被绑架。

朝鲜因核试验被拒绝参加达沃斯论坛
世界经济论坛（达沃斯论坛）2016年年

会于1月20-23日在瑞士度假胜地达沃斯举
行。时隔18年，希望重新与会的朝鲜因6日进
行核试验而遭拒绝。对此，朝鲜发函表示抗
议，指责这一做法是“不当行为”。

朝鲜核试验后美扩大对朝鲜制裁
美国国会众议院12日高票表决通过一项

制裁朝鲜的法案，这是朝鲜本月6日核试验

据英国《每日邮报》17日报道，美国宇航员
斯科特-凯利在NASA空间站中培育出了一朵百日
菊，成为第一株在外太空开放的花朵。（来源：搜
狐新闻）

后美方决定追加的惩罚措施。

印尼遭遇恐袭
印尼首都雅加达市中心14日上午响起一

连串爆炸声和枪声，身在现场的目击者和报
道员称，发生至少6起爆炸，其中包括至少
一起自杀式爆炸袭击，人数不详的袭击者与
警方交火并投掷手榴弹。

警 方 说 ， 爆 炸 已 经 造 成 至 少 7 人 死
亡、17人受伤，随着事态发展，死伤人数可
能进一步攀升。目前尚无任何组织或个人宣
称制造袭击。警方怀疑，凶手可能与宗教极
端组织有关。

美国务卿宣布扩大美国难民接收项目计划
美国国务卿克里于13日宣布扩大难民接

收项目计划，同时概述了今年美国的外交政
策目标。克里表示，新的条款将为来自萨尔
瓦多、危地马拉和洪都拉斯的人们提供更多
的法律和安全途径。很多来自这些国家的人
被诱惑开始危险的旅程，使得他们容易受到
人口贩子的欺凌和压榨。

土耳其遭恐袭至少10人遇难
1月12日上午，土耳其伊斯坦布尔苏丹

艾哈迈德广场附近发生严重爆炸事件，导致
至少10人遇难，15人受伤，大部分死者是外
国人。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表示，爆炸是来
自叙利亚的自杀式恐怖袭击者实施的。

布基纳法索恐袭 30人遇难
西非国家布基纳法索首都瓦加杜古的一

家酒店日前遭遇恐怖袭击，目前已经导致包
括多名外国公民在内的30人遇难。“伊斯兰
马格里布基地组织”(简称AQIM)宣布对此
次袭击负责。该组织已经发布了被击毙的3
名枪手的照片和姓名。

日本遭暴雪袭击200余人伤
18日，日本东部及东北部迎来大雪，东京

市区罕有出现6厘米积雪。恶劣天气导致204人受
伤，大部分是不慎在雪地跌倒，仅东京便有约40
人因跌倒或其他事故入院。

62名富豪拥有世界近半财富
据台湾东森新闻网1月18日报道，根据英国

乐施会（Oxfam）的最新报告，全球共有62位超
级富豪，他们的总资产相当于全世界半数人的财
产。这些富豪其中一半都来自美国， 榜中包括了
微软创办人比尔盖茨、股神巴菲特等。

加元贬值，将扼杀“加拿大梦”？
【本报综合】从去年10月份至今，加元

兑美元的汇率从0.77跌至现在的0.69，贬值幅
度超过10%，这也是2003年以来的最低水平。 
加拿大《国民邮报》报道说，银行告诫客户
准备迎接“灾难性一年”和全球通货紧缩的
危机，并警告全球主要股市可能跌五分之
一，原油价格可能掉到16美元一桶。

加拿大央行维持利率不变
市场对于加拿大央行周三（1月20日）再

次降息25个基点已经达成共识，然而事态并没
有向大家预期的方向发展。路透渥太华1月20
日消息称，加拿大央行决定不进行降息，但
承认做出这一决定并不轻松，央行在经济滑
坡的同时对加元迅速贬值也感到担忧。

“可以说...我们在讨论开始时是倾向于进
一步放松货币政策的，”央行总裁波洛兹罕
见地提到央行管理委员会讨论的内情。

虽然一些分析师认为央行因此错失扶助
经济的良机，但这一决定还是帮助提振加元
兑美元从将近13年低点反弹，至少暂时是如
此。加拿大央行维持指标利率在0.5%不变，但
将2016年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预估从2.0%
下调至1.4%，并将2017年预估从2.5%下调至
2.4%。央行自去年7月降息后，一直未再调整
利率。

加拿大经济在2015年上半年曾经历轻
微衰退，并一直在努力避免出现所谓的“双
底”衰退。

食品价格大涨
据彭博报道称，加拿大民众日常消费的

新鲜水果和蔬菜将近80%都是进口的，汇率的
下跌导致日用品的价格飙涨，让民众不得不
将更多的钱花在日用杂货的购买上，货币贬
值给他们带来生活上的巨大压力。

根据食品研究所的调查报告，去年，
加拿大水果和蔬菜分别上涨了9.1%和10.1%

。CBC表示，食品价格上涨带动通胀上涨了
4.5%。3美元的黄瓜、8美元的菜花、15美元
的磨砂片，GMP的资本市场总监在接受彭博
采访时开玩笑称，“我们很快就会遇到一美
元一根香蕉的情况。”

食品价格飞涨也成为加国民众最关注的
话题。一条“多伦多华人超市的韭黄比龙虾
还贵”的新闻刷爆加拿大朋友圈，甚至漂洋过
海传到了中国，成为新年以来的第一枚“网
红”。

不过，细心的主妇很快就发现，虽然加
元汇率下降令蔬果的价格上调，但是各超市
的涨幅并不一样，华人超市的涨价幅度要比
西人超市高很多。

加拿大通讯三巨头联手提价
“韭黄比龙虾还贵”，但这似乎只是涨

价大战的一个开始。加拿大通讯3巨头也联手
提价了。

上周，BCE公司第一个宣布，部分新
用户每月的月费将增加5元。通讯科技网
站 Mobile Syrup 也以类似的幅度在提价。据
悉，Rogers 和 Telus 也在酝酿着类似的提价计
划。

对此，BCE称，他们之所以进行价格调
整，主要还是因为近期以来加元的下跌，以
及对通讯网络投入的增加。

Telus 也将矛头指向了加元汇率下跌。其
发言人 Emily Harmer 称，公司每年都需要对
通讯网络投入数十亿，加元的下跌使得通讯
网络建设的成本增加。Harmer 还称，此次价
格的调整只会对新用户和续约用户生效，并
不会影响目前的用户。

许 多 市 场 分 析 专 家 预 测 ， 今 年 3 巨 头
在提价之后，从每名用户获得的平均利润
（ARPU）将增加约1%。

获利、受害，影响不一
据加拿大华人网消息，加币汇率的陡降

对于加拿大人以及各行各业的影响不一。
获利者
电影行业：无论是温哥华还是多伦

多，甚至包括经济下滑的卡尔加里，这些
城市的电影行业都发展迅猛。随着加币的
贬值，成本的降低，使得许多美国的电影
制作人都纷纷向加拿大涌来。

畜牧业：加拿大去年出口到美国的牛
肉产品总共价值15亿。畜牧业市场分析专
家Brian Perillat 称，美元的持续增值使得加
拿大的牛肉仍旧能卖出好价钱，尽管美国
肉类市场的需求已经开始紧缩。

旅游业：加币的下跌使得越来越多的
美国人涌入了加拿大，许多著名旅游景点
都人满为患。而且，越来越多的加拿大人
今年都选择在境内旅行。

对此，B.C.省的滑雪场发言人Sarah 
Morden 称，今年滑雪场迎来了许多美国的
游客。对于他们来说加拿大无疑是非常好
的选择，因为距离华盛顿州的距离很近，

而且加币兑美元的汇率又那么低。
矿 产 业 ： 温 哥 华 的 矿 产 开 发 公 司 T e c h 

Resources就称，加币的贬值是帮助公司挺过石油
危机的关键。因为该公司可以在加拿大运行，但
产品可以以美元进行出售，因而降低了运营的成
本，增加了盈利。

受害者
消费者：加拿大家庭无疑得做好相应的准备

了，因为所有进口产品的价格都在增加，包括食
品。据估计，今年每个加拿大家庭在食品上的平
均支出将会增加约345元。

雪鸟族：毫无疑问，对于那些在冬季习惯性
地奔赴美国温暖地带的加拿大“雪鸟族”来说，
随着加币的贬值，美国之行的成本也相应增加
了。

专业运动员：随着加币的贬值，那些与 
NHL 和NBA 等球队以加币签约的运动员，签约
金也在不断在缩水。

                                 （图片摘自网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