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法狂歡者燒車過年

【本報訊】據《華爾街日報》2日報道：就
在一批新富起來的中國人急於將資金轉移出境
的同時，美國和加拿大的邊境官員在北美各機
場收繳了大量塞進錢包、皮包和手提箱的現金
。加拿大邊境服務局提供給《華爾街日報》的
文件顯示，從2011年4月到2012年6月初，在加
拿大最繁忙的多倫多和溫哥華機場，有關官員
從中國公民那裡收繳了約1290萬加元（約合
1.015億港元）的未申報現金，約佔同期這兩個
機場繳獲的所有現金的59%，其中大多數現金
返還給原主。在美國，中國公民是機場繳獲的
未申報現金的第二大來源。

去年6月，一名中國男子隨身攜帶價值約
17.75萬美元的現金降落在溫哥華國際機場，這
些現金大都是美元和加元的百元大鈔。這名男
子將現金塞在他的錢包、口袋及藏在手提箱的
夾層裡。發現這些現金的加拿大邊境服務局官
員克拉倫斯說，這名男子告訴他，把這些現金

帶進加拿大是為了買房或買車。這名男子離開
機場時帶走了現金，但他因藏匿及未申報現金
而繳付了一筆罰款。

雖然繳付了2500加元的罰金，但相比成功
逃避中國政府施加的嚴格外匯管制，這名男子
付出的代價不算高。中國政府將公民每年因私
攜帶出境的現金上限定為每人5萬美元。雖然想
要執行這條規定並不容易，但在普遍反腐以及
對資本外逃風險日漸擔憂的情況下，中國政府
正在仔細審查私人攜帶出境的現金。

在機場繳獲的這些現金僅僅只是湧出中國
國門的民間資金的一小部分，但卻凸顯了中國
公民正在使用一種最古老也最簡單的方式來規
避上述管制措施：用手提箱將現金攜帶出境。

多種手段轉移資金
金融犯罪專家們說，除了把錢裝進手提箱

攜帶出境外，還有許多合法和非法的辦法將現

金帶出中國。一個常用的方法是欺騙性地篡改
發票或其他記錄，以便借合法的商業交易將個
人資金以暗度陳倉的方式弄出國。目前已經形
成了一個由專門負責轉移資金的中間人組成的
非正式網絡，他們可以將資金轉移出中國。

想轉移資金出境的家庭還可用化整為零的
方式，讓家庭成員分別攜帶現金乘飛機出境。
加拿大皇家騎警反洗錢部門的代理負責人科米
爾舉例說，一個有六名成員的中國家庭每年最
多可合法攜帶30萬美元現金出境。

有些人為了能更方便地攜帶現金出境甚至
會更換護照。中國內地投資者李先生說，他兩
年前成為香港公民，而促使他這麼做的原因之
一就是香港的貨幣制度比較寬鬆。

華熱錢支撐加拿大樓市
加拿大一直是中國私人現金最熱衷的目的

地。那裡的房產法規對外籍人士來說相對寬鬆

，而且很多情況下加拿大政府會對私人投資給
予居留權。加拿大的生活質量以及龐大的華語
人口是吸引中國新富階層的兩大原因。多年來
，中國人攜帶入境的現金對溫哥華和多倫多等
加拿大城市的房地產市場一直起支撐作用。

近年來，中國投資者的興趣已不僅局限於
房產。2010年，不列顛哥倫比亞省基隆拿的房
地產經紀人布萊克以290萬美元的價格把一個釀
酒廠賣給了一位中國買家。加拿大華人投資者
與企業家協會的會長彭先民說，來自中國的新
移民隨身攜帶10萬到20萬美元進入加拿大並不
是什麼新鮮事，在加拿大這是每天都會發生的
事。該協會屬非營利組織，負責在中國投資者
和加拿大金融顧問之間牽線搭橋。

手提箱藏巨款 圖避外匯管制
中國人逾億現金被美加收繳

1193輛車焚毀 逾300人被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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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據美聯社、新華社2日消息
：法國年輕狂歡者 「傳統上」 會在跨年夜放
火焚燒停放在路旁的空車來迎接新年的到來
，法國內政部長曼努埃爾．瓦爾斯1日發布
聲明說，法國在跨年夜有1193輛汽車被燒
燬，其中344輛是受到火勢波及。

在巴黎大區，209輛汽車和摩托車被燒毀，其中54
輛因火勢蔓延而遭波及；其他地區有907輛被燒毀，其
中267輛是火勢蔓延而起，法國憲兵用車則有77輛被燒
毀，其中23輛是因火勢蔓延而毀。

三年來首次公布數據
這是法國政府三年來第一次公布跨年夜被焚車輛

數據。年輕的狂歡者焚燒路邊車輛已成為法國跨年
夜的一個陋習。2009年12月31日，有1147輛汽車被焚
燒。

法國前總統薩爾科齊執政期間，政府沒有公布跨
年夜焚燒車輛的數據，唯恐肇事者們互相 「趕超」焚
燒車輛的數量，避免讓這些數據成為青少年彼此效尤
、焚車的 「助燃物」。但法國現任社會黨政府鑒於被
燒車輛數量多年不降，寄希望於通過 「透明化」促進
該問題的解決。

薩爾科齊所在人民運動聯盟的相關官員表示，公
布被焚車輛數據會誘發年輕人犯罪，肇事者們在 「臉
譜」、Twitter等社交空間裡爭相炫耀誰焚燒的車輛最
多。

6.5萬憲警維持秩序
瓦爾斯還宣布跨年夜逮捕了339人、拘留244人，

相對於2011年，290人被捕、181人遭拘禁，今年司法
行動增加許多。瓦爾斯還表示，3名警察和4名憲兵受
輕傷。除了在斯特拉斯堡及米盧斯外，民警之間沒有
衝突。總體而言，超過6.5萬名憲警及各協會組織人員
為法國的安全做出貢獻，瓦爾斯向他們表達敬意。瓦
爾斯還提及，一名年輕男子因鞭炮爆炸喪生，另有4人
重傷。

跨年夜焚燒車輛的陋習最早於上世紀90年代在法
國東部斯特拉斯堡的貧民窟附近萌芽。最初，焚燒車
輛的動機包括匪徒隱匿作案線索以及違規套取車險等
，但後來竟然成為法國年輕人迎接新年到來的一種方
式。

實際上，法國青年們不光是在過新年時才燒車，
遇到大的節日他們也經常這麼 「慶祝」一番。例如，
在2008年的法國國慶節前夜，全國有近300輛汽車被燒
。每逢有騷亂，汽車也會遭殃。比如2005年秋天，年
輕族群對法國政府住屋計劃失望至極引發狂暴騷動，
焚車也成為抗議之聲。當時，警方在不到3周內紀錄有
8810輛車遭祝融。

法國刑事處罰條例規定，此類肆意破壞他人財物
且威脅公共安全的行為可以被處以10年監禁及15萬歐
元罰款。

多國政權更新助推國際格局演變
中國國際問題研究所國際戰略研究部主任、副主任 陳須隆

2012年國際形勢的一個重要特
點是，多國進行大選或換屆，實現政權

更新，並影響國際關係，從而助推國際格
局深刻演變。中國共產黨第十八次全國代表

大會召開，選出以習近平為總書記的新一屆中
央領導集體，開闢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更為廣闊

的發展前景，影響世界未來走向。

發展中國家集體崛起
美大選結果打碎共和黨捲土重來希望。奧巴

馬勝選得益於新移民大幅增加之後選民結構明顯
變化，但只得到半數選民支持。美政治兩極化趨
勢還在發展。

俄羅斯普京 「王者歸來」，以歐亞聯盟為外
交首選，以融入歐洲為夢想，以改善對美關係為
期待，以開發遠東為重要地緣政治任務，更加關
注東方，加大對亞太投入。

法國奧朗德政府上台，德國默克爾有望贏得
明年大選。歐盟共識增加，有效遏制歐債惡化趨
勢，危機倒逼歐元區國家前行， 「雙速」或 「多
速」歐洲更加明朗。

日本自民黨捲土重來，安倍晉三再次當選首
相，欲 「突破危機」。日本政府 「一歲一枯榮」
，但大國政治目標基本穩定，政治大國志向下的
外交戰略逐步趨向強勢。

金正恩順利接班，牢控朝鮮政權。韓國大選
塵埃落定，迎來史上首位女總統。朝鮮半島地緣
政治與安全格局醞釀新變化。

2012年非洲舉行25次選舉，整個大陸局勢穩
定，成為僅次於東亞的經濟發展最快地區。 「反
美旗手」查韋斯在委內瑞拉大選中再度獲勝，雖
然癌症危及健康，但拉美左翼力量繼續保持旺勢。

在多國政權更新過程中，發展中國家在全球
治理中地位更加突出。在墨西哥G20峰會上，包
括金磚五國在內的新興經濟體加強協調，大量向
IMF注資，力促國際金融治理改革，推動發展議
題。在聯合國可持續發展大會上， 「77國集團+中
國」加強協作，對各議題施加重大影響，確保會
議成果文件重申 「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原則，
顧及發展中國家對可持續發展的訴求與關切。

亞非拉區域合作繼續推進。亞洲區域合作深
化發展，東亞峰會機制逐步完善。非盟深化一體

化進程，通過《非洲基礎設施發展計劃》，提出
2017年建成非洲自貿區目標。拉美與加勒比共同
體建設繼續推進；秘、墨、智、哥四國成立 「太
平洋聯盟」。

大國關係不斷調適
伴隨多國政權更新，大國關係進行調適。美

強化美日同盟，力促美日韓三邊同盟關係；通過
強化北約、應對西亞北非變局、強調 「亞太戰略
」與 「大西洋戰略」並重等，試圖穩住美歐關係
。但美抱怨歐防務預算嚴重不足，歐則不滿美戰
略東移和對歐債務危機隔岸觀火。歐反對美關於
北約徹底全球化主張，奧朗德上台增大法國外交
與國際獨立性，歐美關係漸行漸遠。

普京開啟新任期，強國興邦目標壓倒一切。
為此，俄重視發展與西方關係，如在反恐、阿富
汗、朝核等問題上擴大合作面，在反導、敘利亞
、伊朗等問題上縮小對抗面。俄正式 「入世」，
將更積極發展與美歐經濟關係，推進貿易和投資
領域合作。美歐欲在世界秩序重塑中 「規範」俄
行為。美戰略界拋出 「擴大的西方」概念，欲將

俄納入歐洲─大西洋體系，使其成為 「民主夥伴
」。與此同時，美對俄推進歐亞聯盟設障。普京
重視對歐關係，助歐應對債務危機，旨在緩減俄
加速發展的外部壓力。日本保守化趨勢加劇，力
圖 「修復」和加強日美同盟，中日關係受到領土
爭端影響跌入谷底。

中國促美高度重視對華關係，並在 「多難選
擇」中保持冷靜， 「構建新型大國關係」倡議獲
美積極評價，中美關係總體穩定的態勢未變。普
京復任後訪華，中俄在經貿、能源、大飛機、軍
工等領域達成新的合作成果。中歐關係因中國增
持歐債而加固，儘管歐盟仍堅持貿易保護主義等
，但西、東、南、北歐普遍重視對華關係局面已
形成。從全局看，中國基本構建起 「總體穩定、
相對均衡、互利共贏」的新型大國關係框架。

概言之，當前國際格局變化的顯著特點是，
各種戰略力量對比與影響力變化在政治、安
全、經濟領域呈現不同步、不平衡現象
。經濟上是 「東興西衰」，政治、安全
上是 「西強東弱」，全球治理上則是
「南升北降」。

【本報訊】綜合法新社、新華社2日消息：當
地時間2012年12月31日午夜，科特迪瓦經濟首都阿
比讓的民眾聚集到市中心觀看盛大的新年煙花燃放
，在歡樂而充滿期待的熱烈氣氛中，告別2012年迎
來2013年。然而，事與願違，就在煙花燃放快要結
束的時候，煙花爆竹的巨響在人群中引起混亂，人
們擁擠推搡，釀成了踩踏慘劇。

據科特迪瓦內政和安全部1日發布的公告，新
年夜發生的踩踏事件導致了61人死亡，49名傷者被
送往醫院救治。

科特迪瓦國家電視台1日晚發布政府公告，宣
布全國哀悼3天以紀念踩踏事件中的遇難者。公告

說，當局決定推遲原定於2日舉行的例行新年交流
會，從3日開始為期3天的全國哀悼活動，全國降半
旗致哀，並呼籲民眾默哀紀念踩踏事件遇難者。

此外，安哥拉除夕守夜發生的人踩人事件，死
亡人數已升至16人。目擊者說，這場悲劇是由爭搶
聖水而引發的。安哥拉副警察總長德阿爾梅達說：
「我們證實有16名信眾死在西達德拉體育館入口，

包括四名兒童，死亡原因包括窒息、推撞和踐踏。
」調查事發原因的當局說，首都羅安達這個有八萬
個座位的體育館，擠滿了超額近一倍的人數，參加
者遠遠多於預期。最初報道的死亡人數是10人，但
警方沒有就新增死亡人數的細節加以說明。

【本報訊】據法新社曼谷2日消息：一名22歲的英國
遊客在泰國著名景點帕岸島參加新年晚會的時候，不慎捲
入爭鬥之中，被槍擊身亡。泰國警方2日表示，他們已經
逮捕了與此案有關的一名泰國人。

該名26歲疑犯，涉嫌在一個酒吧與一群泰國男子爭執
期間開槍，射殺了在沙灘上跳舞的英國度假者斯蒂芬．阿
什頓。素叻他尼府警察局長吉蓬說： 「他被控謀殺，儘管
他自稱並不是向那名遊客開槍。但不管是向誰開槍，都是
殺人。」該名男子於星期二晚上在其住於該島上的家附近
被捕，並被控私藏武器。

帕岸島是一個度假島，位於蘇梅島附近的泰國灣，其
滿月派對往往吸引數以千計的背包客。英國外交部1日宣
布，正在向阿什頓家人提供領事館協助。阿什頓家人說，
死訊使全家人悲痛欲絕。家人透過外交部發表聲明說： 「
他在這種環境下離開我們，實在是悲劇，非常殘忍，因為
他只是一個無辜的旁觀者，正在享受新年慶祝活動。」聲
明說： 「我們不能理解怎會有人作出這種魯莽行為，如此
漠視人命。」

英漢泰國遭槍擊身亡

非洲兩國除夕人踩人77亡

【本報訊】據英國《每日郵報》網絡版2
日消息：據了解，正在古巴一家醫院接受治療
的委內瑞拉總統查韋斯，在癌症手術過後有併
發症，已進入誘導昏迷狀態，並由儀器維持生
命。

古巴該家醫院的消息人士對一份西班牙報
章說，查韋斯的生命指數 「很弱」，醫生 「在
任何時刻」都可以決定關掉儀器。

委內瑞拉副總統馬杜羅當地時間1日晚在
古巴首都哈瓦那發表電視講話表示，查韋斯目
前病情仍不穩定。政府會及時將查韋斯的真實
健康狀況公之於眾。

馬杜羅說，查韋斯的病情時好時壞，但他
本人非常清楚自己所面臨的複雜艱難的術後恢
復過程，正 「勇敢、有尊嚴地」與病魔作鬥爭
。查韋斯要求政府無論他病情如何嚴重都要將
真相告知所有人。

馬杜羅表示，他將在2日離開哈瓦那返回
委內瑞拉繼續負責政府工作。他相信查韋斯一
定能擺脫目前的困境，並要求反對黨派停止散
布有關查韋斯病情的謠言。

查韋斯自2011年6月以來因患盆腔腫瘤多
次赴古巴治療。他在2012年10月的總統大選中
成功連任，但因體內又發現癌細胞，於去年12
月11日再度在哈瓦那接受手術。馬杜羅去年12
月28日赴古巴探望查韋斯，並在日前確認查韋
斯術後繼呼吸道感染後又被確診患上新併發症
，健康狀況堪憂。

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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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名斯特拉斯堡的消防員1
日試圖撲滅一輛火的汽車

路透社

▶斯特拉斯堡遭焚毀的汽車
殘骸 路透社

▲中國民間資金正通過各種各樣的方式流入
北美 互聯網

▲委內瑞拉總統查韋斯（左）已進入誘導昏迷狀態
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