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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北京12月17日电 国
家主席习近平 12 月 17 日就巴基斯
坦发生恐怖袭击造成大量人员伤亡，
向巴基斯坦总统侯赛因致慰问电。

习近平表示，惊悉贵国白沙瓦
发生严重恐怖袭击事件，造成重大
人员伤亡。我谨代表中国政府和
人民，并以我个人的名义，对遇难

者表示沉痛的哀悼，向伤员和遇难
者家属表示深切的慰问。

习近平强调，中方反对一切形
式的恐怖主义，强烈谴责这一惨无
人道的恐怖袭击。中国人民对巴
基斯坦人民的悲痛感同身受。中
方坚定支持巴基斯坦政府打击恐
怖主义的努力。

据新华社贝尔格莱德 12 月
16日电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当地
时间 16 日下午在贝尔格莱德出席
第三次中国—中东欧国家领导人
会晤。与会各方就进一步拓展中
国－中东欧国家合作进行深入讨
论，达成广泛共识。

李克强就深入推进中国—中
东欧国家合作提出五点建议：

第一，打造中国与中东欧合作
新亮点。发挥双方的互补优势，以
基础设施建设为牵引，以产能转型
合作为抓手，以金融合作为支撑，
充分照顾各方关切，推进合作不断
取得新进展。

第 二 ，构 建 互 联 互 通 新 走
廊。双方可以依托匈塞铁路、希
腊比雷埃夫斯港等打造亚欧海陆
联运新通道。

第三，拓展产业合作新空间。
将中国在高铁、核电、电信等装备制

造和钢铁、水泥、平板玻璃等原材料
生产方面的优质产能与中东欧国家
大项目建设的巨大需求结合起来。

第四，搭建投融资协作新框
架。中方决定建立中国—中东欧
协同投融资合作框架，一是鼓励中
东欧国家继续用好“100 亿美元专
项贷款”，中国将根据项目情况，提
高贷款优惠力度，降低融资成本；
二是设立 30 亿美元规模投资基
金 ，启 动 第 二 期 10 亿 美 元 的 中
国－中东欧投资合作基金；三是鼓
励中东欧国家企业及金融机构在
中国境内发行人民币债券，探索设
立人民币中东欧合作基金。

第五，扩大人文交流新领域。
希望各方继续简化签证手续，便利
人员往来。

会晤后，中国与中东欧 16 国
共同发表《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
贝尔格莱德纲要》。

巴基斯坦发生恐怖袭击致重大伤亡

习近平向巴总统
致慰问电

李克强出席第三次中国—中
东欧国家领导人会晤

打造亚欧联运新通道

遏制市场投机行为 缓解卢布贬值态势

俄出售 70亿美元外汇救市

白宫发言人乔西·欧内斯特说，“总统倾向
于签署制裁俄罗斯的法案”，与此同时，至于新
制裁是否最终“落地”，法案对此保留余地。

围绕进一步制裁俄罗斯，美国国会一些议
员持强硬态度。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
民主党参议员罗伯特·梅嫩德斯说：“我高兴看
到奥巴马对此持支持态度，签署这项我认为将
改变乌克兰事态变化的重要法案。”

美国国务卿约翰·克里 16日在英国伦敦说，
如果普京继续采取措施缓和紧张局势，为结束乌
克兰冲突履行停火协议，对俄制裁可在“数周或数
日内”撤销，这取决于“普京总统作何抉择”。

俄罗斯经济发展部长乌柳卡耶夫 16 日表
示，俄政府已制定措施稳定货币市场。

俄政府总理梅德韦杰夫当天主持召开金融
经济形势会议。乌柳卡耶夫在会后表示，政府
将通过提高俄银行货币流动性、将再融资重点
由卢布转移到外币等措施使内部货币市场供求
更为平衡。一方面必须增加外币供应，另一方
面需要通过卢布流动性资产降低对外币需求。

“这种情况下，保持俄罗斯银行和政府的行动一
致性很重要”。

据俄罗斯财政部网站 17 日消息，俄财政部
部长西卢安诺夫表示，当前卢布汇率被严重低
估，为遏制外汇市场上抢购美元的投机行为，俄
财政部决定向市场出售 70 亿美元。俄财政部
副部长莫伊谢耶夫也表示，如需要，俄财政部会
一直向市场出售美元。

（新华社供本报特稿）

华尔街制造了滑铁“卢”？
12月 16日，俄罗斯央行的火速加

息未能阻止卢布的跌势，卢布的暴跌引
发了市场对于是否有投资机构对其大举
做空的猜测。对此，华尔街人士指出，投
机行为仅占卢布下跌原因的一小部分，
目前市场缺乏流动性，未出现投资机构
大规模做空卢布的现象。

中信资本旗下对冲基金CCTrack首
席执行官罗伯特·萨维奇表示，我不认为
有大规模做空卢布的行为在发生，市场
流动性不足，能参与交易的做市商的数
量是有限的。

在专家看来，国际油价的暴跌、西
方对于俄罗斯的制裁以及强势美元对
新兴市场的影响才是造成此轮卢布暴

跌的三大主要原因。
美国咨询公司 McGladrey LLP 首

席经济学家约瑟夫·布鲁苏埃拉斯表
示，卢布贬值和近期油价下跌有直接联
系，俄罗斯经济在很大程度上依赖石油
出口。同时，石油是俄罗斯政府税收的
重要来源，油价下跌也大大降低了俄罗
斯政府对本国货币的支持能力。

此外，美元的走强使得包括卢布在
内的新兴经济体的货币承压。萨维奇
说，因为经济形势不同，美国和欧洲的利
率走势完全相反，市场预期美国的利率
将上升，欧洲利率水平将下降。市场的
预期和美国经济的持续复苏使得美元不
断升值，国际资本开始从新兴市场回流

至美国，俄罗斯等国的货币面临下行风
险。当市场对于卢布的担忧加剧，资本
外逃的风险也将加大，投资者的恐慌情
绪进一步升温，卢布的暴跌便在所难免。

萨维奇说，俄罗斯原本的市场流动
性就不高，俄罗斯央行本应通过降息来
刺激经济，升息不仅不会从根本上达到
提振货币的效果，还会使市场流动性进
一步降低，很可能造成恶性循环。

专家指出，俄罗斯要想真正扭转卢
布的跌势，需要满足三个条件，一是油
价止跌回稳，二是俄罗斯与欧美关系缓
和，三是俄罗斯央行斥巨资来支持卢布
和加大银行间的流动性。

（据新华社纽约12月16日电）

又到岁序更新时。即将到来的 2015 年，
世界局势可望总体保持稳定，但一些或事关
国际安全前景、或事关人类未来的悬疑问题
仍值得人们高度关注。

悬疑一：“伊斯兰国”能否剿灭
【现状】叙利亚和伊拉克军队、库尔德人

武装都不同程度同“伊斯兰国”处于交战状
态。以美国为首的多国联盟多次对该组织
发动空袭。这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伊斯兰
国”的扩张速度。

【前景】在同“伊斯兰国”的战斗中，如果
叙利亚军队无法扮演更重要的角色，同时其
他国家又不能派出大规模地面部队，短时间
内将其剿灭几无可能。

悬疑二：伊朗核问题能否解决
【现状】自今年 2 月伊朗与美国、英国、法

国、俄罗斯、中国、德国开始全面解决这一问
题的谈判以来，谈判已举行 6 轮并取得不小
成果，解决了大部分分歧。

【前景】2015 年，全面协议能否达成，取
决于主要当事国伊朗和美国的政治意愿。
国际油价持续下跌使伊朗明年财政收入吃
紧，走出困境的最有效办法就是早日达成全
面协议，以摆脱制裁。但因奥巴马总统面临
的掣肘更多，在谈判桌上难对伊朗让步。

悬疑三：埃博拉疫情能否终结
【现状】世界卫生组织数据显示，近期，

几内亚和利比里亚新增感染人数比高峰时
期大幅下降，但塞拉利昂的病毒感染率仍
居高不下。但总体而言，疫情已开始呈趋
缓迹象。

【前景】从目前看，抗击埃博拉疫情已取
得一定成效，明年基本控制疫情是可能的。

但是，国际社会不能放松努力，不能减小援
助力度。

悬疑四：乌克兰危机能否化解
【现状】目前，乌克兰危机主要表现为政

府军与东部民间武装之间的武装冲突。虽
然双方在明斯克达成了协议，但事实上协议
并未完全得到遵守。此外，美欧与俄罗斯之
间的制裁和反制裁仍在继续。

【前景】通过谈判和平解决是唯一出
路。危机的破解之道还在于乌克兰对立双
方的国际盟友超越各自利益，从中斡旋，拿
出让双方都能接受的方案。否则，危机在来
年仍将持续。

悬疑五：朝核六方会谈能否重启
【现状】今年 11 月，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

在会见到访的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特使

崔龙海后透露，朝鲜准备在不设先决条件的
情况下恢复朝核问题六方会谈。

【前景】不能完全排除明年六方会谈重
启的可能性，但由于美朝双方缺乏政治和战
略互信，重启会谈面临困难。

悬疑六：气候变化新协议能否达成
【现状】今年 12 月 1 日至 14 日，最新一次

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在秘鲁首都利马举
行。会议进一步细化了应对气候变化新协
议应包括的各要素，为明确新协议草案内容
奠定了基础，向国际社会发出了确保在 2015
年达成新协议的积极信号。

【前景】许多国家对明年底巴黎气候变
化大会达成新协议抱有希望。这种希望有
可能变成现实，但谈判任务还很艰巨，需要
各国既要有决心、雄心，还要展现出更大的
灵活性。 （据新华社北京12月17日电）

2015年世界局势六大悬疑

据新华社平壤 12月 17日电
朝鲜 17 日举行一系列活动纪念已
故最高领导人金正日逝世三周年。

当天上午，中央追悼大会在平
壤锦绣山太阳宫广场举行。朝鲜
最高领导人金正恩及朝鲜党、政、
军干部在主席台站立，左臂佩戴黑
色袖章。

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
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委员长
金永南致悼词。金永南在致辞中
高度评价金正日毕生为党、国家和
军队建设作出的贡献，号召全党、
全军、全民从政治思想上拥护并用

生命保卫金正恩，彻底树立党的唯
一领导体系，巩固革命队伍的统一
团结。

中国驻朝鲜大使刘洪才等外
国驻朝使节、国际机构代表受邀参
加大会。

会前，金正恩偕夫人李雪主及
朝鲜党政军领导人到安放朝鲜已
故领导人金日成和金正日遗体的
锦绣山太阳宫拜谒。

16 日，中国驻朝鲜大使馆外
交官、驻朝中资机构代表等到万寿
台广场向金日成、金正日铜像敬献
花篮，行鞠躬礼。

新华社安卡拉 12月 17日电
土耳其中部一著名旅游区 17 日发
生热气球意外坠落事故，中国大使
馆证实已造成中国游客 1 死 4 伤。

据土耳其媒体报道，这个载有
中国和马来西亚游客的热气球当地
时间 8 时 15 分（北京时间 14 时 15
分）在中部的卡帕多基亚旅游区突
然坠落，造成 1 死多伤。救援人员
及时赶到现场抢救。除中国游客
外，还有数名马来西亚游客受伤。

当地官员说，有可能是风向突
变造成热气球失控，但事故的确切
原因还在调查中。

中国大使馆在得知有中国游
客死伤后，正派人赶往事发地协助
处理。

卡帕多基亚具有丰富的喀斯
特地貌，许多外国游客都选择乘热
气球升空鸟瞰。先前这里也发生
过热气球空中相撞、造成外国游客
丧生的事故。

朝鲜举行一系列活动

纪念金正日逝世三周年

土耳其热气球坠落

中国游客1死4伤

■国际观察

国际社会的目光为悉尼人质事件吸引
之时，极端组织“伊斯兰国”在叙利亚的同
伙“救国阵线”一天之内连续攻占叙政府军
在西北部伊德利卜省的两大军事基地，直
接威胁连接首都大马士革与北部重镇阿勒
颇的交通要道。“叙利亚人权观察组织”12
月 16 日说，双方共有将近 200 人战死，政府
军上百人被俘。

作为“基地”组织在叙利亚的分支，“救
国阵线”在伊德利卜省节节推进，同时打击
了美国等西方国家扶持的所谓叙利亚温和
反对派。

总部设在英国首都伦敦的“叙利亚人
权观察组织”说，“救国阵线”在叙反对派
中的宗教武装“自由人组织”、“阿克萨战
士运动”配合下，14 日开始向政府军在伊
德利卜省的两大据点瓦迪代夫和哈米迪
耶发起总攻，当天夺取多处外围据点，15
日早晨占领瓦迪代夫，当天午后占领哈米
迪耶，同时沦陷的还有当地多座村庄。

“救国阵线”在微博客网站“推特”的
账户宣布夺取瓦迪代夫，声称正在追杀
政府军士兵。叙利亚国家电视台 15 日

晚些时候以军方人士为消息源的报道含
蓄承认失利：“军方今天上午在瓦迪代夫
地区重新部署，在哈米迪耶地区投入激
烈的战斗。”

一 名 来 自 黎 巴 嫩 真 主 党 武 装 的 消
息人士告诉法新社记者，极端和宗教武
装 动 用 3000 多 人 发 起 这 次 连 环 攻 势 。
真 主 党 武 装 人 员 在 伊 德 利 卜 省 协 助 政
府军作战。

英国爱丁堡大学中东问题专家托马
斯·皮埃雷说，极端反对派武装的这一战果
在军事上意义重要，因为两座基地位于一
条连接首都大马士革、中部哈马省直至北
部阿勒颇省的主要公路旁。

政府军眼下依然控制阿勒颇省首府
阿勒颇市的一部分，与“救国阵线”等极
端反对派武装苦战，补给依赖陆路运输
和空投。

美国智库布鲁金斯学会多哈中心的查
尔斯·利斯特预计，接下来，“救国阵线”可
能会对尚在政府军控制下的伊德利卜省会
伊德利卜市发起攻击。

（新华社供本报特稿）

叙军事重地连遭极端武装攻占

12月 15日，在俄罗斯首都莫斯科市中心的一家电器商场，顾客购买平板电视机。卢布的持续贬值引发消费者对物价
上涨的担心，俄罗斯市场出现抢购电子产品，家具和汽车等商品的购物潮。 新华社发

当地时间12月17日，叙利亚极端组织武装人员在掩体内监视政府军动向。 东方IC供图

俄总理梅德韦杰夫主持召开金融会议，稳
定货币市场。 新华社发

美国白宫 12月 16日表示，奥巴马将签

署一项法案，涉及追加对俄罗斯制裁。

为应对近期市场变化，俄政府总理梅

德韦杰夫当天主持召开金融经济形势会

议，将通过提高俄银行货币流动性等措施

稳定货币市场。俄财政部 17 日出售 70 亿

美元外汇储备，稳定汇市。

12月 17日，前大韩航空副社长赵显娥（前中）抵达首尔一处检察官
办公室接受问询。赵显娥为大韩航空会长赵亮镐之女，近日在飞机上
撒泼要求飞机返航，韩国检察官就此案展开进一步调查。 新华社发

韩检方问询任性富二代

救援人员在事发现场搜救。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