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新聞

A13

■責任編輯：孫志賢 ■版面設計：崔竣明 2014年1月19日（星期日）

加州大旱制水 重挫葡萄業
美國加州遭遇百年來最嚴重旱災，農民生計受損，乾
旱天氣更令山火蔓延。州長布朗前日宣布加州進入「乾
旱緊急狀態」，容許州政府尋求聯邦援助。布朗呼籲民
眾減少用水最少 20%，部分地區已嚴格限制用水，聖克
魯茲當局下令餐廳除非顧客要求，否則禁止提供飲用
水。
受旱災影響，加州農業大受打擊，有養牛戶被迫出售
部分牲口，原本種植釀酒用葡萄的農地，也要改種果仁
等作物。數十名農民上周四在薩克拉門托的州議會大樓
外抗議，批評布朗抗災不力，令他們生計大受影響。

進緊急狀態 或需聯邦政府供水
進入乾旱緊急狀態後，加州可要求聯邦政府提供食
水、財政援助及暫停部分規管措施，農業亦會納入聯邦

埃高票通過新憲法
容軍方擴權

保障範圍，意味可獲聯邦政府提供失業救濟及財政補
助。布朗並表示當局正考慮實施強制節約令。
根據往常情況，加州一半降雨都在每年 12 月至翌年 2
月錄得，但水資源部門表示，加州罕有地連續出現 3 個
旱冬，河流和水庫水量都處於紀錄低位，融雪帶來的水
量只有平常 20%，聖華金谷及南加州部分地區旱情尤其
嚴峻，由去年10至今情況仍然持續。

山火持續數周 僅3成受控
在天氣乾旱下，當地持續數周的山火依然猛烈，上周
四燒毀洛杉磯市外多間房屋，數千名居民疏散。消防員
疲於奔命撲救，但截至前日早上只有 30%火勢受控，兩
名消防員及一名居民在大火中受傷。
■美聯社/法新社/《紐約時報》

■乾旱情況嚴重，湖的水位明顯下降。

路透社

埃及上周舉行憲法公投，選舉委員會昨日公布
官方結果，宣布以高達 98.1%支持票通過新憲
法。是次投票率為 38.6%，高於前總統穆爾西在
前年舉行的公投，今次亦是軍方去年推翻穆爾西
後，首次舉行全國投票，加上新憲法內容涉及擴
大軍權，被視為選民對軍政府的一次認受性公
投。
分析指，軍政府相信會把投票結果解讀成民意
支持推翻穆爾西，並增加軍方司令兼防長塞西參
選新一屆總統的可能性。
■美聯社

自
編
政府指反對派自 炸
曼谷爆炸案 1 傷者亡 示威繼續

泰國反對派未有因前日的手榴彈襲擊而罷休，事件

襲擊目標、示威領袖素貼，昨日帶領數千名支持者上

街，要求警方承認責任。不過執政為泰黨反駁指控，

稱示威者在事發前突然更改路線，又拒絕讓警方搜
證，質疑是反對派自編自導抹黑看守政府的陰謀。

■ 有民眾
在爆炸現
場獻花悼念
死者。
路透社
46 歲男子，延至昨日凌晨因失血過多不治，其
襲餘擊中一名重傷的
37 名傷者中，11 人仍然留院。曼谷藍甘杏大學政治學者汶耶

革表示，爆炸令示威者與政府支持者、警察之間更可能爆發衝突，增
加軍方介入的機會，令政變更可能發生，不過他沒有評論襲擊是哪一
方發動。
素貼聲稱爆炸不會削弱反對派士氣，他帶領遊行隊伍行經爆炸發生
的街道，以示悼念。反對派發言人表示，為防再有意外，已加強保護
素貼，先行隊伍亦會在遊行大隊到達前，檢查沿路有否異樣。
近 2,000 人昨在獲得當局批准後，在警察總部內示威，示威者敦促
政府將爆炸事件的元兇繩之於法。

■「第三派」舉起燭光及標語，
希望爭回投票的權利。 法新社

反對派阻搜證 指政府為幕後黑手
對於反對派批評爆炸的幕後黑手是看守政府，看守總理英祿堅
持政府與爆炸無關，並對暴力升溫表示憂慮，但她強調下月大選
必須如期舉行，以盡快解決政治僵局。為泰黨發言人亦稱，反對
派未能成功封鎖曼谷，於是嘗試用不同策略抹黑政府，又阻止警
察搜證。反對派則辯稱，阻止搜證是怕警員毀滅證據，又指已把
3支在現場搜獲的M16步槍及4部對講機等證物，交給警察。

米農威脅加入封城
除了反對派外，英祿亦面臨另一波示威
潮。泰國北部及東北的為泰黨票倉，前日
有數百名米農因不滿政府拖欠補貼金，
發動示威堵塞道路，要求取回交給政府
的收成；並要求政府在下周六前發放
補貼金，否則會到曼谷加入「封鎖曼
谷」行列。
英祿的米農補貼政策以高價購
入稻米，提高米農的收入，但卻
找不到買家以沽出庫儲，已耗
用了多達4,250億泰銖(約1,004
億港元)公帑。這項政策被批
評是政府貪污的掩飾，全國
反貪委員會正對多個官員展
開調查，英祿作為全國稻米
委員會的主席，難辭其咎。
■一名示威者刻意戴上綠
■路透社/法新社/
色面具遮蓋樣子。 法新社
泰國《民族報》

第三派忍無可忍「我想投票」
泰國一批民眾不滿反對派阻撓下月大選，發起
支持大選集會，又在 facebook 等社交網站表達對
示威曠日持久的厭倦。專家認為，抗拒反政府示
威的「第三派」正在網絡冒起，他們不僅有曼谷
市民，也有各府各城的
人，他們初時只是旁觀，
但現在對反對派的容忍程
度已達極限。

批反政府示威過火 想法不同遭排擠
數百人上周在曼谷市中心一個公園集會，舉着
蠟燭高喊「我想投票」等口號，網上也有多人上
載拿着「尊重我的一票」標語的照片，fb 近日也
陸續出現支持大選的專頁，其中一個專頁的管理
員帕乍里表示，「反政府示威者已經過火，我們
也要為自己發聲」，他的一句標語獲超過 4 萬個
「讚好」。

暴力恐升級 軍方矢言不政變
泰國陸軍總司令巴育警告，隨着反
政府示威持續，暴力可能升級，因為
部分人認為反政府運動只有靠武力才
能成功，或像 2010 年「黑衣人」趁
局勢緊張四出發動襲擊。
反政府組織「人民民主改革委員
會」(PDRC)領袖沙提亦指，一個名
為「Kalamae」的組織相信擁有大量
武器，近期多宗暴力事件都是他們所
為，包括前日的爆炸案， 而該組織
與政府陣營有聯繫。國家安全委員會

秘書長帕拉多恩則稱，相信有一個心
懷不軌的第三方組織挑起暴力，偽裝
成示威者生事。
三軍最高司令塔那塞昨日指出，
有關他準備發動政變並擔任總理的
報道完全是謠言，毫無根據，重申
軍方不會發動政變。當被問及會否
頒布緊急法令，他表示除非民眾守
法，否則法令無用，現階段情況也
未至於緊急。
■泰國《民族報》/《曼谷郵報》

現貨外匯交易主管拉姆錢達尼。

聊天室紀錄揭犯案
監管當局主要調查高級交易員在
電子聊天室上有關顧客倉位的對
話，聊天室也是各大行操縱倫敦銀
行同業拆息(Libor)的主要途徑；花旗
的約翰及阿曼蒂亞便是在聊天室對
話紀錄被檢視後，被勒令休假。

港星查操控行為
此外，摩根大通、巴克萊及瑞銀
亦正接受 FCA 調查；美國、瑞士、
香港及新加坡的監管機構也已調查
外匯市場操控行為。
■路透社/美聯社/法新社

獲19億融資 Dropbox估值達776億
美國雲端儲存服務供應商 Dropbox，據
報獲全球最大基金貝萊德牽頭的財團投資
2.5 億美元(約 19 億港元)，按此推算，其
市值將達到100億美元(約776億港元)，成
為估值最高的風險資本家支持企業之一，
有助行政總裁休斯敦加快商用市場的發
展，以及與對手Box競爭。

2年升一倍半
按這次協議的估值計算，Dropbox 的價
值自 2011 年底以來增加了一倍半。當年
它獲高盛牽頭的大行融資，金額同為 2.5

億美元，當時估值僅 40 億美元(約 310 億
港元)。
目前有超過 400 萬家企業使用 Dropbox
服務，公司去年預測銷售額為2億美元(約
15.5 億港元)以上，較前一年的 1.16 億美
元(約 9 億港元)增加近一倍。休
斯敦去年受訪時表示，
公司上市是遲早的
事，但短期內不會，
強調目前專注於鞏固基
礎和推出新產品。
■《華爾街日報》

■雖然示威發生手榴彈襲擊，但反對派繼續上
街。
路透社

聯國 官員身亡
塔利班炸阿國餐廳

涉操控匯市 匯控花旗 4 人停職
英國金融行為監管局(FCA)及美國
司法部正調查銀行業懷疑操控外匯
交易市場，成為調查目標的匯控及
花旗銀行昨日分別將 2 名交易員停
職。匯控、花旗及德意志銀行是全
球外匯市場其中三家最大交易商，
德銀上周也將數名紐約交易員停
職。
匯控發言人證實有兩名隸屬倫敦
的職員遭停職，消息人士稱他們分
別是平托及薩拉梅尼亞，後者曾任
十國集團(G10)現貨外匯交易主管。
花旗亦證實駐倫敦職員約翰及駐
紐約職員阿曼蒂亞前日起休假，兩
人 均 是 G10 現 貨 外 匯 交 易 員 。 另
外，花旗上周開除停職多時的歐洲

這批「第三派」指反對大選的聲音並不代表他
們，但他們也不屬於親政府派別，只要求雙方以
和平手段解決分歧。
有燭光晚會組織者稱，現在泰國人不願聽別人
意見，所以想用燭光表達想法，並稱看到有警員
在示威中受傷後，認為必須發出有別於親政府與
反政府的聲音。不過部分參加者在表達反示威立
場後，遭朋友排擠。
另外，有逾百名地方官員和村長昨在大城府示
威，支持大選，抗議「人民民主改革委員會」
(PDRC)發起的「封鎖曼谷」行動。
■法新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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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F

阿富汗首都喀布爾一間外國人常光
顧的餐廳，前晚遭受自殺式炸彈襲
擊，造成 21 人死亡，包括 13 名外國
人，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一名高
官和 4 名聯合國官員均遇害。塔利班
事後聲稱要報復美軍上周空襲帕爾旺
省殺死 8 名婦孺。總統卡爾扎伊和聯
合國秘書長潘基文均強烈譴責。
遇襲餐廳位於市中心，顧客以外國
人為主，包括外交官及救援人員，須
通過安檢才可入內，餐廳亦有持槍保
安把守。前晚是當地假期，餐廳生意
繁忙，一名塔利班武裝分子突然在入
口引爆身上的炸彈背心，2 名同黨從
後門潛入，向在場者亂槍掃射，槍手
最後被保安人員擊斃。死者包括餐廳
東主、3 名守衛，以及美國、英國和
加拿大人，另有逾30人受傷。
■法新社/美聯社/路透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