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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伦多楼市不祥信号？
省府今春收集买家国籍 ， 居住状况

省府今春开始收集房屋买家国籍居住状况
　　 尽管加拿大安省政府多次重申，省府反对仿效卑诗省徵收海外买家税，但
下周二(21日)省议会复会，安省政府即将在今年春季引入一个全新的数据收集系
统，其中就包括收集有关房屋买家的国籍或居住状况的信息。这对多伦多楼市
可计算作一个不祥的信号。因为卑诗省在出台打压大温哥华楼市政策之前，也
是先着手收集房屋买家国籍及居住状况。

　　 安省省长韦恩曾在去年10月表明，安省不会采取与卑诗省相同的做法。她
在解释安省的立场时说，对海外买家徵税
措施所针对的市场，与安省完全不同。此
外，她也无意推行可能给安省带来意外後
果的措施。省府担心，一旦向海外买家徵
税，可能会导致安省房地产市场的崩溃，
并导致已经购买房屋的业主积累的财富缩
水。

　　 然而，安省财政厅的发言人Kelsey 
Ingram在回覆传媒查询时指出，安省政府

现正与安省的资讯和隐私专员合作，将在今春引入一个全新的数据收集系统，
这是省府对现行的「土地转让税法」(Land Transfer Tax Act)进行修订的组成部分
之一。

　　 她指出，上述数据收集系统收集的数据可能包括：新的业主是计划自住或
者出租;房屋买家的国籍或居住身分等。卑诗省政府在去年8月初实施新法规，向
在大温哥华地区购买住宅的海外买家徵收15%的税款，导致当地的住宅成交量及
独立屋的平均价格显著回落。

　　 据统计，在15%的物业转让税实施之前，海外买家占大温楼市的比率高至
19%。但到去年8月底时，海外买家所占的比例已急降至1%。自从卑诗省徵收海
外买家税以来，多伦多已取代了温哥华，成为加拿大房地产市场的一匹黑马。

　　 正如一些地产界人士及经济专家所预期的，海外买家撤离温哥华，转战加
拿大的其他城市，其中包括最受海外买家青睐的多伦多。有关多伦多的待售物
业的查询数量已超过了有关温哥华、满地可、卡加利和渥太华的查询数量的总
和。多伦多地产局的前任主席西尔弗(Richard Silver)估计，在他的客户中，海外
买家所占的比例接近20%，这些海外买家来自中国、印度和中东，他们对多伦多
市中心和附近地区的豪华共管柏文单位和房屋非常感兴趣。

　　 而根据多伦多地产局在上月发表的一份调查报告，在过往12个月内，海外
买家在大多伦多地区置业的交易活动仅占成交总数的4.9%。不过，多伦多的华
裔地产经纪指出，在多伦多、烈治文山市和万锦市这些房地产交易活动非常活
跃的地区，海外买家所占的比例远远不止5%。

　　 安省房地产协会(OREA)的行政总裁赫达克(Tim Hudak)指出，任何针对海外
买家的徵税都是基於廉价的政治分化。

　　 他说：「让海外买家成为导致房价上涨的替罪羊，并非基於健全的公共政
策或可靠的数据。」他坚持说，确保房屋价格更加能够负担的唯一途径就是兴
建更多的房屋。

移民撑起大多伦多楼市 
每2栋新房，1栋被移民买走

移民撑起新屋市场半边天
　　 根据地产顾问公司Altus Group最新发表的一份报告，来自海外的移民
是支撑加拿大房地产市场的主力军。在购买大多伦多地区新建房屋的买家
中，移民所占的比例高达一半。
统计数据显示，加拿大人的置业率高达约70%，在全球位居前列。
　　 地产顾问公司Altus Group分管数据解决方案的高级总监Matthew 
Boukall指出，该公司在今年1月发表的一份报告揭示，在大多伦多地区新建
的每两栋房屋中，其中的一栋被移民购入。移民的定义是指那些出生地不是
加拿大的人士。他又指出，加拿大在2011年至2016年期间，将每年吸纳移
民人数定在26万人，联邦自由党政
府已宣布将移民吸纳目标提高至每
年30万人。
　　 他说∶「事实上，我们的新屋
市场的一半是被新移民占领的。我
们将有更多的新移民来到加拿大，
给新屋市场带来更好的前景。」他
还强调说，在加拿大每年吸纳的新
移民中，约有30%的新移民在多伦
多定居。
　　 皮尔区的卡利登市位居多伦多
的西北面，人口约3万人。卡利登市的市长汤普森(Allan Thompson)说，政
府可以尝试各种方法，但人们仍将保留对於置业的梦想。他说∶「我记得我
有一个邻居是葡萄牙人，他告诉我，他家在葡萄牙时的过往20代人，均在
镇上租房子住。他们有自己的绵羊、山羊和牛，而他是整个家族中第一个拥
有自己的住房的人。」
　　 在他看来，追逐置业的梦想才是导致加拿大的房地产价格持续攀升的
主要原因。即使海外买家可能对於房价的上涨起到一定的作用，但房地产市
场的蓬勃发展更可能是由新移民驱动的，旨在实现一个加拿大梦。

新移民的思维模式就是，置业是已经实现加拿大梦的标志。
　　 而满地可银行的首席经济师波特(Douglas Porter)在上周指出，多伦多
的房地产市场的泡沫是由来自海外的资金、打破历史纪录的需求以及独立屋
供应的严重短缺造成的。

温哥华炒房资金消失近半 
房价跌20% 多伦多心嘁嘁

　　 在过去一年里，在温哥华房市流通的资金几乎消失近半，导致房屋销售量
急剧下降，房价也随之下滑。根据加拿大房地产协会(CREA)的数据，1月份大温
地区二手房均价为878,242元，较去年同期下降了18.9%，当时为103万元。
　　 房价如此大幅的下滑可由两个因素造成：一是卖方降低要价;二是高端住宅
销售量急剧下降，改变了各类型房屋销售的比例。在如今的温哥华，可能两个
因素都存在。温哥华市场的许多观察家表示，房价下降，特别是独立屋价格下
降幅度最大。温哥华房市引领
房屋销售下跌的主要是高端住
宅，高端住宅的销量在去年2
月达到高峰，自那时以来已大
幅下降。
　　 虽然在卑诗去年8月实施
对外国买家征收额外的税之
前，房市就已出现下滑，但有
证据表明，新税对房屋销售产
生了立竿见影的影响。大温地
区房屋销售量与去年同期相比
下降了39.7%，而交易额下降
了51.1%。在一月份的交易额
为13.6亿元，而一年前为28
亿元。
　　 卑诗省房贷机构
Dominion最近发出警告称，中
国新实施的货币规定，可能会抑制温哥华的房市。自上个月起在中国，要求货
币兑换的中国人现需签署一份声明，称他们不会使用这笔钱购买房产等。任何
违反规定的人，将被禁止兑换货币两年，并将接受税务审计。
　　 Dominion首席经济师库珀(Sherry Cooper)表示，中国政府这么做，虽然没
有人预期来自中国的需求很快就会下降，但是这种做法妨碍了那些没有海外资
产，不懂得规避这项规定的首次购房者在海外买房。与此同时，多伦多房价继
续以惊人的速度上涨，基准房价上涨22.6%，达到705,900元。
　　 或许看到温哥华房市的迅速下滑的状况，满地可银行首席经济师波特
(Doug Porter)在本周三的一份报告中，宣称多伦多房市有泡沫。报告称，多伦
多及周边城市房市都过热，这种过热也许是危险的。

2017大温楼市销量崩盘80% 独立屋公寓全军覆没
　　 这么多年以来，中国传统的春节对大温哥华地区(Greater Vancouver 
Region)的房地产市场来说一直都是买房高峰期，然而2017年春节却一反常
态，温哥华购房潮冷却，房屋成交量较之前些年都有所减少。
　　 早前，一份来自某中国房产门户网站的调研报告显示，2017年春节有近
一半的中国游客会考虑到加拿大买房，虽然趋势如此，但从1月份开始，中国人
将资产转移至国外的难度也加大，所以到底温哥华进入2017年的房地产交易实
情如何呢?根据温哥华房产经纪人Aaron Best提供的数据，今年年初在温哥华购
房的人数确实比往年少得多，尤其是在春节期间。

独立住宅屋销量锐减87%
　　 中国鸡年春节期间，独立屋销售市场遭遇了最明显的冷遇，成交量仅为
119笔，较之去年降了87.28%。而2012年至今温哥华春节期间的售房量平均值
为563笔，2017年春节成交量锐减了87%，数字非常惊人!

Condo(公寓)销量锐减72%
　　 近年来，Condo越来越受欢迎，春节期间近几年Condo的销量一直也都比
独立屋好。但是，今年温哥华Condo春节销量也出现颓势，仅成交283笔，比
去年少了72%。Condo成交量截至2012年平均值为608，比2017春节销量高出
114%。只能说，虽然比独立屋行情好点，但也同样惨不忍睹。

联排住宅屋(Townhome)销量锐减78%
t虽然买的人相对较少，但是还是有很多人愿意买Townhome住，毕竟萝卜
白菜各有所爱。一直以来Townhome销量都不如前两者，2017年中国春节
Townhome销量也很惨淡，温哥华仅成交58笔，比去年同期的成交量减少
了78%。2012年至今的均值为191笔，也就是说，高出大温地区鸡年春节
Townhome成交量的
229%。不过Townhome
毕竟不是房市的主力
军，所以其实对温哥华
的整体房屋交易方面的
影响构不成威胁。
不过提供数据的房产经
纪并未明确说这些春节
购房者里中国人占大
头，事实上，自从去年
中国春节以来，温哥华
房市基本上已无法跟踪
海外购房者的信息，所
以也不得而知到底哪个
国家买房的人比较多。
不过，最起码我们看
到，温哥华拥有加拿大
最热的房产市场，但今
年开始已出现了明显的
衰弱趋势，较之前五年确实丧失了很多置业者的购房热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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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我的亲身经历说说加拿大的天才班
　　 我是七岁随父母来到加拿大的，现在算是1.5代移民了，来加拿大
后，我从小学二年级开始上起。所以小学，中学和大学所受的教育，基本
就是在加拿大完成的。在上小学和中学期间，我父母经常会跟我提到他们
朋友多么想让它们的孩子上天才班。我也知道，越来越多的华人家长为孩
子考天才班，对孩子施加了很大的压力。但是还有一批人觉得天才班有拔
苗助长的作用。作为经历过天才班的我，很想和大家分享一下我的切身经
历。也表达一下我对天才班的看法。
　　 我觉得很多家长想让孩子们上天才班并没有错，但却不究其所以然。
所以，如果动机不对，很有可能会对孩子的心理产生意想不到的打击。
什么叫动机不对？家长为了攀比，时时刻刻都把别人小孩和自己的孩子相
比较。或者打着望子成龙的旗号迫使小孩做到一些自己小时候做不到的事
情。在某种程度上满足家长的虚荣心。我认为，强调竞争不是一件坏事，
但是这种拼搏精神需要从孩子内心中加以激发。
那什么动机才是对的？为什么要上天才班？上和不上有什么区别？怎么才
能上？
　　 首先我要批评一下天才班这个翻译词。英语是"Gifted/Enhanced 
Program"。记得不清楚了，但是好像CCAT 在英语和逻辑（数学）要考在
97percentile以上，也就是差不多百里挑三。说白了，就是一个像门萨一
样的智力考试，聪明的小朋友聚集起来一起上课。在中国也就是快班/重点
班。有一点区别的是，在国内如果拼命学习，期中期末考的好就可以进重
点班。反倒在加拿大，进天才班需要你聪明才能进。。那进不了的97%都
怎么办？尤其在乎这个的很多都是中国人，不可能大家都进吧？在这一点
上我个人更赞成中国的重点班，通过努力获得和其他努力的同学在一起读
书，而不是只凭天赋。
　　 回到动机的问题，我们为什么要上？上不上重要吗？我的答案是：重
要。能上最好上。为了给家长们提供参考。我回忆了高中4年在天才班的

收获，归纳如下：我在上小学4年级准备考
CCAT的时候，正好我们家买了房搬家，一
直拖到了8年级，有一天老师找到我，叫我
去考CCAT。就这样，懵懵懂懂的我在毫无
准备的情况下进行了考试。
　　 意外幸运的是，我竟然考过了，
一下子从ESL变成Enhanced。八年
级的时候班里的enhanced学生屈指
可数，直到九年级各个班才正式分
Enhanced，Academic，Applied还有
Locally developed。
　　 这极大地提升了我的自信心。从来到
加拿大以后我的成绩都是中等偏下（其实
主要是英语障碍原因）。考上天才班以后
我的自我感觉和以前大不相同，这种自豪
感变成了强劲的学习动力，第一次感受到
了“天生我才必有用”。随着自信心的提

高，我也更加刻苦地投入到学业中。这动力是内在的，而不是我父母强加
于我的。
　　 在天才班，老师的水平自然会高，学习强度也加强了不少。但我觉
得，这个不是根本的好处，因为如果你真的好学，你完全可以自学或在外
面补习一些难的课程。天才班，对高中就业和升大学都会有帮助。我的经
历表明，在加拿大做的任何有价值的东西都可以为下一步铺路。在高中找
一个临时工可以为你在大学里找internship,在大学里的internship为你找
正式工有帮助。在高中平生第一份工作是一个tutor的临时工（一礼拜在礼
拜五去3个小时）。老板说在选我的时候天才班给我加了很多分。我报考
多大的时候，在我的personal statement里提到了我是天才班。相信还是
起了一些作用。
　　 但以上诸多优点，我认为都不是最重要的。其实天才班的环境才是我
们为什么要上的根本原因。古人云，近朱者赤近墨者黑。跟什么样的人混
就有什么样的人生境界。和用功读书的同学相处，自然就会产生压力，对
自身的要求也就更高。觉得做作业考高分就是理所应当的。男孩子在天才
班学的不好就没有女孩子青睐，相反也是一样的道理。而且，这些同学很
多人面面俱到，琴棋书画一样不落下，情商还都特别高。
　　 在这种环境下成长的同学所学到的不仅仅是学校里学的那点儿东西，
而是方方面面的提高个人的基本素质和能力。当然这些都不是当事人可以
轻易意识到的。我的很多好朋友都是高中认识的，现在他们很多已经成为
了90后的精英。我们互相所产生的影响是巨大的。
说点具体的。小孩子天生没那么聪明考不好CCAT怎么办？我认为即使是智
力测验也可以用练习的方法来考出好成绩。CCAT 很多题都是一些可以在
补习的时候学到。例如：1，1，2，3，5，8下面是什么数字？如果提早学
过Fibonacci Sequence 就会不假思索地做出来。这种初级智力考试准备重
要的是培养思维能力；而不是盲目刷题。我个人没有准备过，没有太多好
的经验可以分享，但是我觉得准备绝对比不准备要好。
　　 我要说的是，天才班不是一切，他只是一个培养精英的一个很初级但
又很好的平台。它的好处很多，但就算没考上也没关系，因为来日方长。
其实人人都明白，一个人成功与否不在于成绩或智商，更多的是要靠自身
的努力和对自我人生的定位和认识。而这些因素的根源是一个人外在的环
境的影响和内在动力所结合的。如果天才班是一个很好的学习的环境，那
么体育锻炼，音乐美术，旅游阅读，等等等等。都可以作为一个人成功和
快乐的资本。

至此我个人认为，天才班是重要的，但并不是必要的。

多伦多的那个大冰天：我做了个正确决定

　　 见过很多次多伦多的大雪天，却在三年多前遇到一个大“冰天”！记得是2013
年的圣诞节前的某日上午九点，我出门准备去 接九点半练车的学员。双脚一踏上家
门口的地面就滑了起来，小小的惊吓使我注意到地面有透明发亮的薄冰！再看车道
上的座驾，好像穿了一层一公分厚的冰衣，几个车窗玻璃都处于混沌模糊状态。我
费力拉开车门点着发动机，把热风开到最大，并打开后备箱取出冰铲处理玻璃上的
冰，结果发现它们坚不可摧，无动于衷。看来一时走不了了，关上车门，让热气从
内部发挥作用吧。打电话取消第一个练车后，我回屋呆了约十五分钟再走回到车旁
铲冰。这时，玻璃上的冰变得非常容易铲掉，因为车内的热气让冰的附着力变得越
来越小，铲子一下去就一触即溃，有点多米诺骨牌效应。
　　 当我十一点钟把车开到第二位学员家时，这位三十岁左右的女子居然不敢从
家门口走出来，而我的车就在她家的车道上。开始我还以为她过于胆小和娇气，当
我小心翼翼走过去伸手搭上她的手时，没想到她在我的牵手下直接就被动地滑了近
三米来到我的车边，她先一手抓住的是汽车左边镜，另一只手才与我的手分开。我
这时才发现她家门槛到我的车之间有一点坡度，不免也暗自佩服她自我保护的本能
是多么正确。头一次经历这样的接客方式：牵手溜冰上车！由于换上了新的雪胎，
再加上时时注意减速行驶，无论小区或大街，都在平时规定时速的基础上减少十公
里；另外，在转盘、刹车、加油这三个环节上严格做到均匀、缓慢。所以，随后这
一个半小时的冰天驾驶训练居然没有发生意外情况。
　　 但是，在紧张中度过的这九十分钟显得格外漫长，为什么呢？一方面要防滑，
另一方面经常会遇到从树干上掉下来的大堆裹着冰茬子的树枝，它们挡住了去路使
我们不得不做三点掉头的练习，偶尔还有很多路边躺着被冰棱压断的电线，这可是
有可能要命的场合噢。加上学员是新手，脚下难免会放错地方或者踩重了踏板。
　　 在凶多吉少的不详预感下，我做出了一个事后认为是聪明的决定：取消今天
的其他三位共四个半小时的驾驶练习。为什么要让自己和学员在高度紧张下教、学
呢？一旦发生事故会给学员留下心理阴影，对今后的学车和开车都会造成长久的负
面影响……为什么大雪天常见而大冰天却不常见呢？这是因为需要满足两个条件的
天气才会形成大范围的快速结冰，即气温刚好在零度到零下二度之间时发生降雨！
低于这个温度范围，只会降雪或者落霜；高于这个温度雨水也不可能结冰。所以人
们经常也把冰天称之为冰雨天。
冰雨天最可怕的是驾驶汽车特别容易出现侧滑或者漂移，有时候一个刹车动作汽车
就被动换线了，或者穿越黄线进入逆向车道（这是最危险的局面），或者旋转一百
八十度变成了开倒车。此时，如果当事人头一次遇险，可以用四个字形容：魂飞魄
散！为什么冰雨天驾驶最危险而不是大雪天？
　　 因为雪天驾车几乎人人都会小心翼翼驾驶，但是冰雨天就不一样了，它的危险
经常不容易被察觉，尤其是结冰的柏油路看上去依旧是黑黑的马路，这也就是所谓
的“黑冰”！驾驶员在这种情况下很容易按照平时的驾驶习惯而没有给予应有的特
殊对待，于是，一个在平时看来是很正常的减速刹车即可导致车辆侧滑引发交通事
故。上面谈到的就是冰雨天为什么交通事故特别多的原因。唐代诗人杜荀鹤的一首
哲理诗《泾溪》也从另一个角度总结了这类生活经验：泾溪石险人竟慎，终朝不闻
倾覆人。却是平流无石处，时时闻说有沉沦。

90岁老汉为76岁老太办理团聚移民成功
　　 一直想写一篇小文，关于一位我很敬佩的老人。但因为各种杂事无法静下心
来。圣诞节前夕，到处洋溢着一派节日的气息。沐浴在冬日暖阳里，呷了一口枸杞
红枣茶，忙里偷闲的我打开了回忆的匣子……2015夏天，住在单位附近一所老年公
寓的一位90岁的老人到了我们办公室，请一位同事帮他团聚在国内新结识的女朋

友。因我们共用一个办公室，所以我听到了一些大致
的信息：这位76岁的女朋友是他回国旅游时认识的，
当时两人相谈甚欢。回加拿大后他们通过网络继续保持
联系了半年多，对彼此的感觉越来越好，所以他们决定
结婚！基于社工的基本程序，同事向他了解了更多的情
况，比如双方的子女是否同意他们结婚，女方现在已经

76岁，是否考虑过如果来到加拿大后，男方去世了，她如何安排自己的生活等……
老人都保证没有问题。于是同事帮他填写了申请表，并静候佳音。
　　 2016年2月份，被团聚的老人顺利来到了加拿大。我午饭休息在外面散步时看
到了他们也在散步，手牵手，看起来非常普通的一位老人。过了几周，这位丁阿姨
来单位找我，希望参加我组织的老人英文学习班。当时正好有名额，所以我很快就
给她安排了。填写申请表时，我注意到她写一手非常漂亮的字。对她的好奇增加了
几分。又过了几周，她要求参加我星期五的排舞班，也顺利加入。我发现她跳舞感
觉很好，舞步轻盈，面带微笑，舞台表演经验非常丰富。一问才知，她在国内是一
所老年大学的舞蹈老师！
　　 几个月后，一位客户无意中问我，有没有看过丁阿姨打太极拳，我说没有。她
说她的太极拳打得非常好！带着浓郁的好奇心，我邀请丁阿姨在端午节聚会上表演
太极拳，她欣然应允。于是我有幸看到了她表演的杨氏四十式太极拳，外柔内刚，
如行云流水，令人叹为观止！看过她的表演，我觉得太极拳并不仅仅是一种强身健
体的方式，而是中华文化的一种境界！
2016年夏天，单位组织老人们参加了多伦多市政府举办的Toronto Challenge，该
活动的主要目的是为全市的老人活动筹款。当我向客户们宣传这个活动并鼓励他们
通过捐款、走路或跑步参与时，丁阿姨说既要参加5公里跑步，还要捐款！考虑到她
现在没有加拿大来源的收入，我接受了她的跑步报名表，婉拒了捐款要求。但心中
对这位老人的品行又多了几分敬佩！
　　 因为喜欢，所以我跟她亲近起来。对她的了解也更多：为了了解加拿大文化，
尽快融入社会，她积极去学习英语；她利用自己的技能，在各个不同的社区做义
工，帮助别人；她免费教其他老人家做运动，打太极拳；并坚持去老人院为比她更
年长的老人做免费腿部按摩，帮助他们促进血液循环！……
在社区里，我经常看到76岁的她健步如飞，奔波在学英语，或做义工的路上。她这
种积极进取的精神值得多少整日不思进取而只知怨天尤人的新移民学习啊！而她的
淡泊、天真、热心、坦诚等高尚的品行和众多的技能另这位看起来很普通的老人在
我心目中熠熠发光，并促使我更多地反思，因长达十余年的教学生涯已使得“反思”
由一种职业要求成为了我个人的一个习惯。在她的榜样作用下，我由强迫自己去做
户外活动到爱上了运动，学会了打太极拳，并成功减肥15磅！三人行，必有我师。
在长长的一生中，我们会遇到很多人，给我们直接或间接的、积极的或消极的影
响。而在当今纷繁复杂、日新月异的世界，学习已经变成了终身的需求，这样才能
跟得上时代的步伐。
　　 王家卫说：见自己，见天地，见众生。是啊，看得是别人的风景，修得是自己
的心。我很庆幸能遇到这样一位老人，给我积极的影响，让我更多地思考身边很多
看起来理所当然的事情；我亦很欣慰已然不惑的我依然拥有一颗喜欢学习、善于反
思的心，让我日趋完善，从看似平淡的人生中收获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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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华裔男子申难民成功：收养弃婴也获移民

　　一名中国男子以宗教迫害为由在加拿大申请难民成功，其后申请妻子和女
儿移民。但是加拿大移民官发现他的女儿既非亲生也没有正式办理领养关系，
因此拒绝了他女儿的移民申请。当事人不服，向联邦法院申请司法覆核，获法
官认可，法官认为从当事人提供的证据看这个女儿就是家庭成员之一。
　　法庭文件显示，2010年钟某以宗教迫害为由中国逃到加拿大，随即提出难
民申请并在2013年3月取得难民身分。一个月后他申请成为加国永久居民，并将
妻子和女儿列为家庭成员。加拿大移民官在审批申请时，发现他女儿的出生证
明是手写的，因此起疑，在2015年3月要求3人进行DNA测试，测试结果显示女儿
不是钟氏夫妇的亲生女儿。因此认为其不合符“受扶养子女”的资格，拒绝其
永久居民申请。移民官警告钟妻，如果她不诚实回答问题，连她也可能因失实
陈述而被拒入境。
　　2015年5月钟妻回应移民官时承认撒谎，并称撒谎是不得已，她为此道歉请
求原谅。据钟妻介绍，1997年3月25日深夜，有人将一女婴弃置在她家门外，
因她不能生育，因此夫妇决定收养女婴，当作亲生女儿。为求女儿快乐成长，
夫妇俩从未将真相告诉任何人。夫妇在2000年通过非法途径为女婴取得出生证
明，成功登记户籍，因此也就无需办理领养手续。
　　夫妇俩在收到领事馆通知后，曾试图在中国正式领养她，但遭地方民政部
门以申请人超过14岁为由拒绝。但民政部门证明现年19岁的女孩从1997年起已
跟钟氏夫妇共同居住，已是实际上的领养家人。
　　申请人希望以人道理由要求当局重新考虑她的申请，并称在中国没有户口
的儿童会遭歧视，不能接受医疗服务或上学。申请人又出示相片和相关文件，
证明钟氏夫妇的确把她当亲女儿抚养。离开钟氏夫妇的抚养她生活不能独立;最
符合她利益的做法便是让她跟从钟妻来加拿大团聚。
　　移民部认为钟氏夫妇递交申请时撒谎，怀疑钟氏夫妇的整体可信度，直到
DNA测试后才才承认女儿出生证明书是从不法途径取得。申请人现在已19岁，在
中国出生、长大和受教育，完全有自立能力，因此拒绝女儿移民申请。
　　联邦法院法官认为移民部审批人员在拒绝申请时，没有提到两份重要证明
文件，包括中国地方民政部门发出的证明书和家庭医疗卡，这个家庭医疗卡就
说明申请人是钟氏夫妇的女儿。申请人提交的学业纪录和照片，都强烈说明申
请人是钟氏夫妇的实际家人。法院最后裁定将该移民申请发还当局重新处理。

加拿大BC省真的更宽容吗？
82%少数族裔曾遭歧视

　　BC省主流社会真的更宽容吗？82%该省有色少数
族裔表示曾遭种族歧视
　　根据一项最新民调，82%的BC省有色少数族裔表
示自己曾经遭受过种族歧视。这个比例之高，让这项
民调的委托者Vancity银行都有些惊讶。银行发言人鲁
格戴特在接受Radio-Canada采访时说，这说明我们可
能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宽容。但是另一方面，同样
有高达82%的BC省人(包括少数族裔和本地人)认为多元
文化对加拿大是好事。76%的人认为加拿大每年接收
移民的数量应该保持现状或增加。
　　这项民调是在今年1月由Insights West公司通过电
话进行的。民调结果还显示，46%的BC省有色少数族
裔认为他们的背景使他们在社会上不占优势，33%表
示他们曾经遭遇过不公正的对待，29%表示他们曾经
因自己的名字受到过歧视。

联邦补选：伍凤仪赢得万锦-康山
选区的自由党提

　　加拿大总理办公室华裔资深官员伍凤仪(Mary 
Ng)在刚刚过去的周末(3月4日)击败另外两名对手，
赢得大多Markham-Thornhill选区的自由党候选人提
名，将代表该党角逐前移民部长麦卡伦留下的众议
院议席。麦卡伦已改任驻中国大使。伍凤仪是香港

移民，过去二十年里先后在安大略省
政府和联邦政府任职，竞选前在总理
办公室担任公共任职主任。
　　上个星期，和伍凤仪争夺自由党
提名的对手之一Juanita Nathan宣布退
出，理由是竞选不公正不透明，偏向
伍凤仪。她说，自由党决定在2月14
日以后登记的新党员无权投票，致使

她发展的两千多人不能投票。
　　伍凤仪的竞选团队说，他们发展的新党员也有
人因此无法投票。自由党方面则表示是按有关规定
办事。补选将于4月3日举行。同时需要补选议员的
还有另外四个选区。这将是特鲁多政府上台后的第
一次重要选战。

加国的士司机与裸体醉酒女案件
裁决引发连锁反应

哈利法克斯出租司机与醉酒女案件裁决引
发连锁反应

　　 加拿大新斯科省法官格雷戈里·勒内汉
(Gregory Lenehan)认为检控方无法提供当时那位
醉酒妇女曾经拒绝的证据， 因此判处出租车司机无
罪。这一裁决在当地引起
了一系列连锁反应。星
期天，一些妇女在市图
书馆碰面，商量一起给有
关机构写请愿信，要求对
此案的裁决重新进行司法
评估。
　　 27岁的汽车修理工埃丽丝·麦金泰尔(Elise 
MacIntyre)是组织者之一，她说自己没有组织经
验，但被案件的细节所触动，无法接受法官的“醉
了就代表同意”被性侵的逻辑。因此她决定举办这
一活动，探寻如何争取司法评估和重判此案。麦
金泰尔说，警察的证词说已经看到出租司机阿尔拉
维脱掉了醉酒女子的裤子和内裤，如果这还不算犯
罪， 那就等于说，对醉酒妇女可以胡作非为。
　　 莎拉·贝赞森(Sarah Bezanson)是一名中学教
师，她认为这一案件的裁决证明这个司法系统的失
败，也会使其它受害者丧失信心。几位妇女每个人
都写了一封投诉信，然后放在一起，提交给省司法
委员会。

恐袭还是意外？
加国华人最爱商场被人盯上

　　 一名母亲描述了她上个星期六在大多伦多 Vaughan Mills购物商场所经历的惊
魂一幕。这位要求媒体隐去她真实姓名的Bolton居民说，2月25日下午大约5点半的
时候，她和她14岁的女儿为了一个家庭旅行购置衣物。她们决定去Vaughan Mills的
Winners/HomeSense里好好逛逛。

　　 “我刚刚走向女装区域，突然听到一名男子的声
音，非常大声。我们不明白他在说什么，因为它不是英
语。它听起来像诵经。”她感到惊慌、害怕，根据一种
不好的直觉，她立刻抓住她女儿的手，开始走到出口，
打算跑到户外。
　　 她说：“我想赶快去外面，于是就开始跑，但他
的声音越来越大，我觉得他离我越来越近，我的女儿吓
坏了，一直在哭。我感觉这个人已经在那里伤害了什么

人。”她听到从她身边奔跑的其他购物者的尖叫，有人说这个人“拿着枪”。
　　 她说：“当时一阵骚乱。人们纷纷试图从后门离开。有人在哭，有人在喊，
有人在寻找自己的孩子，有人还推着婴儿车，很多人想躲到衣服架子下面。”她提
到，人们太慌乱，互相推推嚷嚷，结果使一些人失去了平衡摔倒，结果反而增加了
混乱。“当我终于跑到外面以后，我立刻拨打911报警。”与此同时，她继续跑到
她的车上去。当她开出来的时候，她目睹了第一辆警察巡逻车进入停车场。
　　 警方没有找到该名男子，但发布了一份声明，希望寻找目击证人。约克区警
官Andy Pattenden说：“目前调查人员已经确定，当时是一名男子进入商店，用
不同的语言大喊，引起商店里人们的恐慌。在观看了视频录像以后，我们发现当时
有大量的人都很害怕地跑出了商店。估计有80个人的样子。但是目前没有犯罪的证
据。”
　　 这位Bolton母亲说，这件事给她和她女儿的影响很大，她希望警察能够找到该
男子，无论是为了他自己的安全还是别人的安全。
　　 “即使他患有精神病，也应该管管啊，毕竟平时人们通常不会去做这样的事
情，”她说。“我不想吓唬人，但是知道他没有被抓住真的让人很害怕。如果他有
心理健康问题，那么他需要帮助。”

加拿大纳税人直接网上报税 
可用税局NETFILE服务

　　 报税现在愈来愈方便，加拿大纳税人可使用
税务局的NETFILE服务，直接在网上使用NETFILE认
可的报税软件，便可直接向税务局报税。除了2016
年的税款，民众也可以透过NETFILE报过去3年(即
2013年、2014年和2015年)的税款。税务局的自动
电子填表(Auto-fill my return)服务今年继续，帮报
税人填写部分表格。今年当局放宽登入帐户的时间
限制，增加适用报税表的数目，报税人也可用此服
务报过往税务年度的税款。要使用自动填表服务，
必须在税务局网站的「我的帐户」(My Account)登
记，并选择提供自动填表服务的NETFILE认证报税软
件。在自动填表完成後，报税人最好在递表前检查
有否出错。
　　 今年适用於电子填表服务的税表包括∶T3、T4
、T4A、T4RIF、T4RSP、T5、T5008、RC62和注册
退休储蓄计划收据(RRSP contribution receipts)。
　　 税务局今年也推出Express NOA服务，报税
人可即时获发「评
估结果信息」，翌日
也可从报税软件看到
评估通告(Notice of 
Assessment)。要使用
这项服务，报税人必须
向税务局登记电邮地
址，并使用认证的软件
电子报税。其他新增服
务包括手机程式，方便
民众随时随地查阅税务资料。
　　 报税截止日期为4月30日，但因当日为星期
日，在5月1日午夜前递交的表格和款项，也会获税
务局考虑，邮寄税务表以邮戳为准。

「资历认证贷款」 
助加拿大新技术移民找专业工

　　联邦自由党政府计划将前保守党政府时期启动的
试验项目「海外资历认证贷款」(Foreign Credential 
Recognition Loans )永久化，帮助新技术移民尽快回
到专业技术领域。联邦自由党政府计划将前保守党政
府时期启动的试验项目「海外资历认证贷款」(Foreign 
Credential Recognition Loans )永久化，帮助新技术
移民尽快回到专业技术领域。
　　对於新登陆的专业技术移民来说，像专科医生、
牙医、工程师以及高技术类的移民，他们在求职找工
中首先面临的障碍是，为自己海外的专业证书认证或
参加各种职业培训，不得不支付高昂学费和争取「加
拿大工作经验」。前联邦保守党执政期间试行的「海
外资历认证贷款」项目，政府只需要投入小额贷款，
就能够帮助新移民克服各种找工障碍，这既缩短了新
移民回到专业工作领域的时间，更间接降低了政府对
新移民安置生活的支出成本。
　　加拿大就业及劳工部新闻发言人Jean-Bruno 
Villeneuve表示：「前联邦保守党政府2011年实施的
为期3年的这个试验项目取得很好效果，显示新技术
移民成功找到专业工作的比例增加47%，极大地减轻
了对政府福利的依赖性。」「我们将继承这一好的做
法，在这个项目的框架内进一步完善，使它成为一个
永久性政策。」
　　早前联邦保
守党政府计划投
资3,500万元在5
年内实施「海外
资历认证贷款」
项目，到2015年
更成为一个永久
性政策，但後因
政坛更替，项目
搁浅。纽宾士域大学( University of New Brunswick)
劳动力市场研究经济学家埃默尔(Herb Emery)说：
「当技术移民通过这项目，很快从低技术工作转回到
自己的专业领域後，对联邦政府的财政支出有正面影
响。如一名新移民登陆後的首年就可找到专业工作，
政府同年就可收回引进一名技术移民的支出成本，从
此以後，这名技术移民创造的价值基本上是高於政府
对他的投入。」他又说：「但现实情况相反，一方面
我们大洒金钱引进技术人才，另方面却不能发挥他们
的专业技能，他们不得不参与各种教育和专业证书培
训、考试，既浪费时间，更付出额外经费。」
　　目前，几个由联邦和各省政府贷款的数额在5000
元到1.5万元不等的「海外资历认证贷款」项目正在运
转，效果明显。加拿大商业协会(Canadian Chamber 
of Commerce)技术和移民政策总监Patrick Snider表
示：「联邦政府应该采取进一步措施加速海外学历认
证过程，包括提高贷款额度，扩大职业培训学习项目
的范围等。」
「加拿大是世界上最受欢迎的移民国家，我们应抓住
这契机大量引进高技术移民，为经济发展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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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切随缘，别把抱怨拿出来，别把愤怒放心间，人生就那么一次轮回，别
简单的耽误，别误会的活着。人活一世，简单明了，该走的，别多说一句话，
该留的，哪怕付出一生，无怨无悔。人活着，别太直，有良心，才是美德，有
心得，才有舍得，放得下，才能安心，静下来，才能看世界。一寸时间，一生
留恋，别忘了生命的修行，人生的真谛，不错过，不后悔，才有希望。
　　 人外有人，不是每个人都看得起自己，但是自己必须对得起别人，活着
争口气，为家人着想，等着争口气，为未来付出。有良心，一定有未来，有真
心，一定有好报，有珍惜，一定有好缘，有责任，一定有希望。人生知足，不
因痴心失去多，不因获得就得意忘形，才能了解真诚，感悟真善美。十指紧
扣，一生不求人间富贵，但愿一生问心无愧。
　　用心，就不怕后悔，付出了，就不怕别人说三道四，一生总会错，来的
早，改的早。做人，做的好不如说的好，处事，学会周
旋，别总是冲动。安静，学会静心，平凡，看透世态炎
凉，一生就是那么几个今天，何必想着别人的明天，为
了生命的今天，珍惜缘分的自己。心能静下来，就能看
自己，人能静下来，就能看别人，梦能静下来，就能见
天地。
　　 人活着，不为什么，不争什么，只是一个等，一
个休息，一个拒绝，还有一个温暖。有一种冷，不说不
知道，有一种拒绝，失败了才懂，人生如花开，安静来
的早，明白看的深，人生如花落，无意来的早，放下早
知道。心中坐着一幅画，此生的美德，人中写着一句
暖，今生的良心，路上还有缘和静，这就是随遇而安，
不争不闹。
　　有一种美，叫做韵意，这便是人生的形容，有一种
好，叫做微笑，这便是生命的阳光。人生如茶，满的人
不在乎别人，容易吃亏，看不见人生的第二个太阳，生
命系别，流星赶月。繁华过后，就是一场平静，平凡走
后，就是一段缘聚，人生一语，就是一束歌魂。
　　做人要有良心，不怕苦，不怕难，才能走的宽，想
的远，说的真诚。一辈子，不贪图别人的，问心无愧，一句话，不伤害人心，
心安理得，人有良心，天不欺人，人不负人，一定有一个好未来。人生，就是
一场修行，别人欠自己，自己睡的安慰，自己欠别人，懂得感恩，一生福禄无
穷。良心不是敷衍，而是真诚，温暖，良心不是太直，不是太满，而是懂得分
寸，有底线。
　　 做人要厚道，不看不起人，不欺负人，不刁难人，为了尊严活着，为了
自信活着。人活着，是一种幸运，别人说的，自己做的，自己不违背良心，正
义，就是人生最美。厚道一点，可以吃亏，但是不能认命，厚道一点，可以被
骗，但是不能欺骗更多人，厚道一点，可以穷，但是不能没骨气。人有厚道，
就有担当，不负现在，不惧将来，有缘用心说，无缘用等追。
　　做人要低调，别抢风头，不然容易吃亏，别耽误自己，不然容易埋没自
己，别想了就说，不然别人防备自己。低调是本分，处事有本分，才有规矩，
有规矩，就有格局，有格局，就有创新。人活着，低调如落叶，虽然有伤，但
是已经闯过了风雨严寒，经历了春夏秋冬。不忘恩，不忘情，有良心，低调做
人，诚恳，有错敢认，无事干闯，帮别人开路，为自己架桥。
　　做人要有梦想，不敢想的人，容易失败，不敢问的人，内心过于封闭，不
敢说的人，怕错，只有闯，经过错，吃过亏，才能优秀，走近梦想。人活一
世，没有梦想，就会说的窄，懂的浅，问的难，不经世事，就无法看透自己，
不经人事，就无法了解大爱无声。有梦想，有付出，行说一致，说话低调，处
事懂舍得，看宽点，想宽点，梦想会更近。
　　做人要有真诚，真诚感恩，报答父母，传递爱心，奉献更多人关怀，真诚
表达，不玩心眼，不耍脾气。真诚，不是说谎言，不是做坏事，不是骗感情，
而是传递真情真意，而是告诉别人良知。一切随缘，自己付出良心，让别人明
白良知，让世人读懂感恩，禅意，学会放下。真诚，是一幅画，一个梦，人生
没有下辈子，且行且珍惜，为了世人说，做个有良知的人。
　　　45度做人，低头是一种诚恳，也是一种愿意，为别人心宽，为自己点
灯，路上不烦，问心无愧。四十五度做人，做的是一种微笑，给别人希望，给
自己阳光，人生无处不相逢，低头的麦穗，是一种明白，透彻。经历过，就知
道世事如画，肯认错，是一种美德，肯为别人折腰，一定是有情怀的人，放得
下格局，拿得起尊严，收的起委屈，丢的下寒冷。
　　90度做人，光明正大，脚踏实地，不欺人，不负人，有良心，懂感恩，活
的快乐，等的阳光。90度做人，做的问心无愧，做的心安理得，一辈子，不为
名利，不为富贵，为了一个温暖，为了一个家庭，活的没阴影，面朝大海，春
暖花开。做人有尺，做人有度，一生有缘，只为一个情字，一双情眼，只为写
一个恩字，一生付出，只为一个今天。

　　180渡为人，做人不虚伪，看人不说损话，一辈子不争，不斗，看的开，
走的正。路过昨天，不说烦恼，走着今天，不问明天，一路拿付出说话，一路
拿助人为乐。做人有本分，有底线，有良心，不求人间富贵，但愿问心无愧，
一生不能得到很多，但是得珍惜时间，感恩世人。人活着，走直线，不耍心
眼，不玩心机，为了美德，为了人到中年一句好。
　　360度处事，只为三种人，亲人，帮自己的人，帮大家的人，人活着只是
为了感恩，对感恩的人感恩，对亲人感恩，对朋友不忘交情。360度处事，给
别人真诚，给自己微笑，给别人快乐，给自己阳光，一份理解，两份美德。人
的一生，就是一个缘，命的一生，就是一个情，处事不争，是心宽，做人不
争，是看宽，活着不争，是自己的路宽。
　　逞强的忙不能帮，不仅会对自己的经济压力改变，还会耽误自己的实际努

力，有时候情愿拒绝，也不要逞强，讲义
气。太逞强，后悔来的早，过于逞强，不但
别人不心领，还会让自己寸步难行。一切都
有注定，不要超过自己的范围去逞强，不要
超越良心的底线去逞强。
　　介绍朋友到自己耽误上班，关系近了，
可是容易看透了，人走的太近，容易疏远，
说的太浅，容易再也不见，说的太深，容易
无法回头。朋友之间，不是帮了，就有好
报，而是对好人，对真诚的人，不是对完心
眼的人，不要用别人的金口玉言，成就两人
的劳燕分飞。
　　需要委托第四人的帮忙，这样的划算，
三个人的看法，一个人的躲避，就会得不偿
失，就会赔了夫人又折兵，这样就会让更多
人不会尊敬自己。自己能做到，就不要委托
别人，自己做不到，何必委托别人，去委托
别人，这样的三角关系，容易让自己得不偿
失。

　　帮助别人做重大决定，如果别人成功了，当然是好事，如果失败了，自己
也理亏于人，所以，就算是百分百的了解，千分千的看透，也不能帮别人做重
大决定，毕竟别人不是自己。帮人做决定有三大错觉，帮人选择错了，关系淡
了，帮人为人处事过了，朋友散了，帮人说话错了，人缘没了。
　　太过于撮合朋友之间的爱情，不仅会让自己的烦心事，表达不畅快，也许
还会耽误双方的未来，毕竟自己不是两个人的恩人。劝人三分，只是劝人，而
不是做决定，给双方建议，只是建议，好坏都说，藏多了，撮合起来，两个人
的爱情不和，到最后还是自己的错。
　　重复帮助同一人太多次，这个人不但不会勤奋，还有有依赖的想法，这样
下去，这个人就不会懂人情世故，不懂世态炎凉。救人救急不救穷，帮人帮苦
不帮难，重复帮人，会掉以轻心，也会容易被人敷衍，丧失自己的理智，耽误
自己的心思，容易让更多人误会。
　　人可以吃苦，但是不能总吃亏，人可以穷，但是不能不努力，人可以笨，
但是不能不奋斗。做人，别人说的只是说，自己听的只是听，没必要成为别人
的说客，没必要耽误自己的时间。处事，太善良，容易让别人说闲话，做人，
太善良，容易让别人说谎话，为人，太善良，容易让别人说狂话，为事，太善
良，容易让别人说怨话。
　　人活着，善良在左，失败在右，没有分寸，错误来的总是很早，没有底
线，难过总是用泪水说话。人，被骗一次，是吃亏，被骗两次，是无奈，三次
就是太善良，善良不能做大了，做大了，就是失败。一次迁就，未必不会让别
人重复欺负自己，一次忍耐，未必不会让别人继续横行霸道，一次不言不语，
未必不会让别人再次伸手借钱。
　　人穷了，善良就是让别人看笑话，人笨了，善良就是让别人讽刺，人懒
了，善良就是让别人抓住把柄。人活着，别耽误，人等着，别误会，善良是给
对的人，善良是给对的时间，而不是造就吃亏，而不是骗自己。人善被人欺，
别负了自己，人善被人说，别辜负家人，人善良过了头，别人就会对自己玩心
眼，耍心机，影响自己的人生观。
　　做人的最高境界，看清别人的底线，明白自己的分寸，说清自己的路线，
准备生命的底线。善良是一种美德，给了坏人，就是缺德，给了好人，才是美
德。人生没有第二个善良，善良一次，可以被人骗，善良两次，可以被人说，
善良三次都错了，就是自己的糊涂。看不清，别做善事，看不懂，别说善事，
看不透，别总结别人的善事。
　　一劝善良，别把真诚给了坏人骗自己，二劝世人，别把良知给了忘恩负义
的人，三劝人生，别把真心给了不珍惜的。善良可以让说一句好，糊涂就会让
别人说一辈子的不好，良知可以换来一辈子的安心，但是帮错了人，害了更多
人，就是最大的耽误。

靠谁不如靠自己，说的真好

人生的20个经典哲理

这个世界上，真正有用的哲理，往往都是最简单，
人人都懂，却最难付诸行动的。你能坚持多少？

　　1、人生有三样东西是无法隐瞒的：咳嗽、贫穷
和爱；你想隐瞒，却欲盖祢彰。
　　2、人生有三样东西是不该挥霍的：身体、金钱
和爱；你想挥霍，却得不偿失。
　　3、人生有三样东西是无法挽留的：生命、时间
和爱；你想挽留，却渐行渐远。
　　4、人生有三样东西是不该回忆的：灾难、死亡
和爱；你想回忆，却苦不堪言。
　　5、人生最悲哀的：并不是昨天失去的太多，而
是沉浸于昨天的悲哀之中。
　　6、人生最愚蠢的；并不是没有发现眼前的陷
阱，而是第二次又摔了进去。

　　7、人生最寂寞的；并不是想等的人还没有来，
而是这个人已从心里走了出去。
　　8、人生最卑鄙的；并不是点燃了一根导火索，
而是看到爆炸后的效果。
　　9、人生最肮赃的：并不是出卖了自
己的肉体，而是出卖了自己的灵魂。
　　10、人生最痛苦的；并不是没有得
到所爱的人，而是所爱的人一生没有得
到幸福。
　　11、人生最幸福的；并不是终于得
到了一束花，而是永远被花包围着。
　　12、人生最快乐的；并不是别人给你带来快
乐，而是你给别人带来快乐。
　　13、人生最富有的：并不是拥有一座金山，而
是拥有一座金山买不到的东西。
　　14、人生最高尚的：并不是别人还记得你的
好，而是自己忘记了给别人的好处。

　　15、特别警惕三种人：(1)官不大，特能办事的
人。(2)挣钱不多，特能花钱的人。(3)不太熟，特能
套词的人。
　　16、做好人，靠的是一颗善良的心。做老好

人，靠的是一张善变的脸。
　　17、不要说自己有多好，别人一般不会相
信。不要说自己有多坏，别人一般都会相信。
　　18、得意时，朋友认识了你。落难时，你
认识了朋友。
　　19、是非窝里；人用口、我用耳。热闹场

中；人向前、我退后。
　　20、“不幸”是所没人报考的大学，但它年年
招生，能毕业的，都是强者。

　　 这篇有关于人生的20个经典哲理的文章，
就为您介绍到这里，希望它对您有帮助。如果

您喜欢这篇文章，请分享给您的好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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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学生眼泪哗哗！安省省提名下周重开 
配额6000人

加拿大安省移民提名计划 重开硕博生优才类别
　　 2月16日(星期四)，安省政府宣布，从下周起，省移民提名计划将重新
开放三个类别，即国际硕士毕业生、国际博士毕业生及“快速通道”优才类
别(Human Capital Priorities)，以吸引更多国际人才移民安省。今年还增加
了500个名额。星期四，安省副省长马修斯(Deb Matthews)与移民厅长艾博
妮丝(Laura Albanese)在多伦多大学国际经验中心宣布了这一消息。她们表
示，留学生对安省经济的繁荣发展至关重要。留学生的语言能力强，能给安
省带来很多国际人脉。
　　 移民厅估计，今年会有更多人获得省提名，因为名额从5,500增加到
6,000人。与往年不同的是，申请人必须上网申请，这将缩短申请过程，可
以帮助雇主找到所需的人才。在本省获得硕士或博士学位的人，不需要有工
作就可以移民。博士拿到学位就行，硕士则需要提供7.0的雅思成绩。申请
费是每人1,500加元。与往年不同的是，如果国际硕士毕业生住在境外，也
有资格申请省提名，可通过雅思以外的其它方式证明英文或法文水平达标。
　　 去年5月9日，安省移民厅突然宣布，暂停大部分省提名项目，如国
际硕士毕业生、国际博士毕业生及“快速通道”优才类别，原因是申请数
量太多。这一决定使许多打算申请的人感到措手不及。为避免此事再次发
生，移民厅决定，以上三个类别将定期暂停与重新开放。 2月21日，移民厅
将在官网上公布更多细节。请登陆www.ontarioimmigration.ca/en/pnp/
OI_PNPNEW.html。

“快速通道”低分者爱优才类别
　　 截止今年2月8日，“快速通道”有史以来的最低门槛是447分。如果候
选人的分数低于447分，怎么办?可选择优才类别。业内人士称，如果候选
人在“快速通道”有400分，可以考虑申请安省提名的优才类别。省府之前
暂停了这个项目半年多，如今重新开放。这对“快速通道”400至450分的
候选人是好消息。一旦安省政府提名某人，他(她)也愿意移民安省，他(她)
可在“快速通道”立即获得600分。这使他(她)马上有资格申请移民。

在过去几年里，大约98%的安省提名者通过了联邦政府的审批。
留学生新希望！安省省提名下周重开 配额6000人
　　 根据安省移民局的最新消息，2017年安省省提名配额是6000人，而且
安省硕士、博士项目和EE技能优先类别项目计划下周开放在线申请。去年5
月9日，安省突然宣布暂停大部分安省移民提名计划，包括硕士毕业及博士
毕业的国际留学生的省提名计划。很多留学生感觉受到了致命的打击，这次
OINP重开，大概会给留学生带来一些希望吧!

移民配额比去年增加500名，增至6000名
　　 近年来，安省的省提名移民计划的配额在逐年增加。2014年是2500
名，2016年是5500名，而今年则是6000名。可以获得安省提名成为永久居
民的类别分别是：技术移民、国际留学生、有经验的创业者以及寻求扩展到
安省市场的外国企业的关键职员。

下周，安省提名计划(OINP)将重开并同时启动以下项目的在线申请：
　　 1、国际博士毕业生;(申请资格及步骤)
　　 2、国际硕士毕业生;(申请资格及步骤)
　　 3、EE技能优
先类别项目;(申请
资格及步骤)

对于国际留学生项
目，申请人必须已
经在安省公立大学
毕业。

移民局为了更有效
率地处理申请，这
三个类别将会间歇
性暂停和重开。

和之前相比，硕士
毕业生的申请条件
将有所变化。

重开之后，居住在安省之外的符合条件的硕士毕业生将可以申请。申请者还
可以使用新的语言评估机构提供的语言成绩。
EE技能优先类别项目重开后，移民局将会在联邦的快速通道候选池里搜寻符
合条件的申请人并发放省提名邀请函(PT Notification of Interest)。

本次政策相对放宽了条件，值得注意的变化主要有：
　　 1、硕士可以在海外申请了，不用再居住在安省，去年因为工签到期不
得不回国的申请人也可以申请，但是依然要求拿到毕业证之后2年内(按照毕
业证书上的日期)申请。
　　 2、新的语言考试机构虽然没有公布，但是据估计是思陪(CELPIP)，这
个考的人不多。一般硕士申请人雅思考4个6都不是问题，所以预计影响也
不会太大。

OINP热议：安省硕士、博士和400分项目下周开放在线申请

移民加拿大只要447分了！
快速通道抽签分数新低

　　 好消息!移民部2月8日的快速通道抽签结果显示，获邀人数达3664
人，而抽签的分数线，也就是申请人综合评分(Comprehensive Ranking 
System points，CRS)继续下降至447分，这也是自两年前快速通道首次
实施以来门槛最低记录。

分数下降原因解析
　　 业内分析认为，抽签分数依然有进一步下降的空间。事实上，这种
预测与去年11月快速通道评分标准改革有关，当时的改革政策规定留学
生根据学业的不同可加15-30分，符合条件的工作可以加50-200分。移民
部表示，新的评分系统将更加平衡，更注重申请人的人力资本、技能以
及经验。

不过快速通道改革并非分数下降的唯一原因。
　　 另一方面，抽中的人越多，要求的分数就越低。自去年12月以来每
次抽签的人数大幅增加，大约是2016年夏天时抽签人数的5倍。资料显
示，由去年11月30日至最近一次的2月8日，移民部共进行了7次抽签，分
别是去年11月30日、12月16日和
22日的3次，及今年1月4日、11
日、25日和2月8日的4次。相比
2016年全年透过特快入境系统抽
签获得移民邀请的人数总共接近
34,000人，今年以来的4次抽签
已抽出13,408人。
　　 2016年11月30日的抽签中，被抽中收到永久居民申请邀请的候选人
仅有559人，要求的综合评分高达786分。至今年2月8日展开的抽签中，
申请人综合评分线降至447分，被抽中的技术移民申请人急增到3664位。

符合条件者应尽快申请
　　 移民顾问王文诗说："现在的移民申请条件非常有利于中国留学生
申请人。去年快速通道移民申请最低分数标准最高有700多分，最低也要
450多分，而这次抽签结果打破了450分标准，相信未来抽签分数还会降
低，但不会再降很多，所以现在是留学生申请移民的好时机。"
　　 移民顾问吴冰分析，以最近一次抽签综合评分最低447分，能达到
这一分数的应该是具有大学本科或是至少3年专科学历、具有两年或以上
工作经验、英语程度很好(虽然不一定是满分或是最高分)的申请人。如
果依现在每月3次、每月一万人左右的节奏，在未来再经过一、两个月及
三、四次抽签之后，分数或许有望降到430至435分左右，那么基本上有
大专学历、一年工作经验同时英文程度较好的申请人，也有希望被抽中
申请成为永久居民。

分数虽降条件未变
　　 尽管分数下降，但这并不意味着移民的条件降低。移民评分系统是
根据申请人的综合条件打分的，所以申请人应提高自己的各方面条件。
吴冰建议留学生从以下几方面提高申请条件：首先，参加英语培训，提
高自己的英语水平，雅思成绩最少要达到7.5分;其次，找到B类职业的工
作，且最好在工作两年后再申请移民;再次，如果申请条件不是很优秀，
可以考虑继续学业，攻读一个大学本科学历。最后，根据自己的职业情
况，可以考虑转投省提名申请项目。
　　 吴冰表示：“根据新的快速通道移民申请评分系统，在加攻读本科
以上学历的申请人可以获得移民加分30点(points)，攻读一到两年的大
专课程可以获得移民加分15点。另外，加拿大工作经验加分必须满足加
拿大职业类别(NOC)中最少B类，即基本专业技术工作的标准。这两项都
对留学生申请有利。B类工作一般较易达到，除销售、文员、服务员等非
技术类工作外，其他工种像秘书、技术员等属于B类。另外，即使工作与
所学专业不符，也不受影响。”

移民部长：加拿大难民配额历史高位 
不会再增加

加拿大不增加收留难民的数量

　　 加拿大移民部长阿哈迈德•胡森表示，加拿大将不增加吸收难民的数量。
美国总统特朗普发布行政命令，暂停美国
难民计划并禁止七个穆斯林国家的国民进
入美国后，新民主党、人权团体和难民律
师都建议加拿大吸收更多寻求庇护者。
　　 但胡森表示，“我国移民计划在难民
方面的配额已达到了历史高位，我们打算
保持这一计划。”加拿大2017年的移民计
划是吸收4万名难民。
　　 因为美国现在同意允许872名先前已
经过筛选、处于过渡阶段的难民以及先前被拒绝的难民入境，胡森表示，这表
明情况发展很快，加拿大将密切关注局势并确保向加拿大民众提供信息。
　　 与此同时，要求举行紧急辩论的新民主党移民问题批评者Jenny Kwan星期
二举行新闻发布会，敦促政府取消对私人担保的难民人数和快速难民申请的人
数限制，建议采取特别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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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些人一聽到「人大釋法」四字即如遇洪水猛
獸。他們害怕釋法，無非是覺得中央插手香港事務，
破壞「一國兩制」。但其實他們對人大釋法又有多少
認識呢？負責任的人會慎言，不負責任的政棍卻是唯
恐天下不亂，以歪理鼓動人心。香港以往曾經歷四次
人大釋法，每次的出發點都是為了香港的利益著想，
那些政棍現坐享其成，卻在搖
頭嘆息謂不公平。以往釋法的
結果是好是壞還是要由市民自
行去判斷，不過在是次宣誓事
件上，筆者相信釋法對國家主
權和香港市民安全都有益處。
梁游把宣誓事件越鬧越大，中
央為了人民安全和領土完整而
釋法也是常理。
　　 不負責任的政棍認為釋法
等於「搬龍門」，筆者卻認為
釋法是「劃清龍門」。人大釋
法只會令法律條文有一個更清
晰的解讀，免卻很多無謂的爭拗，令法庭對是次司法
覆核下的判決更為正確。更何況，香港法庭和法官的
公正性廣受認同，如果釋法後對條文的解讀反而對香
港有不利影響，筆者對法庭有信心，相信法官會對如
此「離譜」的釋法作出強烈抗議。
　　 不過只要對中港關係稍加分析，就知道中國不
會借釋法倒戈相向。中國強行實行「一國一制」又能
有甚麼好處？說實話，香港能給中央甚麼好處？早年
草擬《基本法》時，中國因英方的關係，在草擬條文

時作出了一定程度的讓步，傾向對香港有利。時至今
日，中國一直尊重《基本法》，並未有為了中央利益
動輒釋法「插手」香港事務。因此，是次人大常委會
主動提出釋法必定有充足且合理的理由，令香港社會
重拾安定。
　　 香港是少數連叛國、分裂國家等行為都極難入罪

的地方。現在已有「港獨」分子大肆破壞
社會安寧，說不定日後會有人搞革命，
危害香港市民的性命安全。梁游事事挑戰
國家底線，一步步逼中央出面，間接地取
消了自己的議員資格。難怪有人以「陰謀
論」猜測梁游是中央的臥底，令中央有機
會釋法。不過在筆者看來，梁游二人不是
甚麼臥底，而是過分缺乏政治智慧。若二
人一早道歉認錯，引咎辭退候任議員之
位，就不會逼得香港政府為了法律問題申
請司法覆核，也不會逼得要中央釋法。
　　 可惜梁游二人似乎一直保持高姿態，
日後或者會不服氣上訴。梁游二人聘任律

師的費用，不多不少也從公帑支出的議員薪酬中撥出
吧？確實可憐了香港所有納稅人。他的律師團隊當初
估計也不是明知沒把握仍鼓勵二人打官司，二人就算
日後沒財力，相信律師們為了公義真理也會考慮免收
費。
　　 梁游逼令中央消滅自己實在愚不可及，更是浪費
公帑，浪費人力物力，根本不配坐議員之位。若釋法
後被取消議員資格也是咎由自取，自作自受。

釋法劃清龍門 杜絕小人物

錢志庸 chin.barry@gmail.com
律師 (中澳法學交流基金會 副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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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ering Service in Multiple Languages.

At Knight Archer Insurance we proudly employ multi-lingual 
brokers to ensure that you receive service you can trust in a 
language you can understand.

knightarcher.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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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大学时经常流连的那家夜店，而所认识的一位小
青年，我曾问他是做什么工作的，怎么也老在泡
吧？他说他是卖鸡精的。我就又问，是太太乐么？
他说，嗯，太太乐。今天突然想起这么一个人，一
下子就醒悟过来，妈的，鸭子！
2、米饭和包子打架，米饭人多势众，见了包着的东
西就打，糖包、肉包、蒸饺无一幸免。粽子被逼到
墙角，情急之下，把衣服一撕，大喊：看清楚，我
是卧底！
3、话说，那时那位同学读小学。一次期末考试前
夜，晚上他听见爸妈在讨论，明早做什么早餐给他
吃。他妈妈说：要不做油条和鸡蛋吧，一根油条两
个鸡蛋就是一百分。他爸爸略加沉默后说：他考那
么多门，100分不够，要不给他吃方便面吧，吃那
个“统一100”。
4、语文老师一回头，此地空余黄鹤楼。数学老师一
回头，二次函数对称轴。英语老师一回头，sorry加
上三克油。化学老师一回头，二氧化碳变汽油。物
理老师一回头，一跟杠杆撬地球。生物老师一回
头，试管婴儿水中游。体育老师一回头，乔丹改打
乒乓球。全体老师一回头，世界人民没自由！
5、一应届生应聘，老板问他：“你想要什么工作环
境？”他答：“月薪10万元，包住，每年公费出国
30天。”老板：“我给你月薪20万元，送你一栋房
子，每年公费出国60天。”他惊讶地说：“这么
好！该不会是跟我开玩笑吧？”老板：“是你先跟
我开玩笑的。”
6、姐们暗恋一已婚男同事，每天默默的写一封情书
存在邮箱草稿里。一日她喝醉酒虫上脑悲从中来，
恍惚间毅然把上百封邮件全都发送给了他。没多久
就突然后悔，让我帮她找个IT高手把那哥们邮箱给
废了。结果IT男给那哥们邮箱发了上万封歌颂祖国
歌颂党的邮件……顺利脱身，那哥们大概是气得全
选删除了。
7、地铁里男A和女B因为一点碰撞吵了起来，到站
停了，女B刚下车犹豫了一下，冲上来给A一个耳光
转身就跑，结果涌上来一群人，又把B给挤回来了，
没下去。然后A就冲上去踢了B一脚，B还手。之后
开始一直动手打架，过了N站还没停止。这时突然一
个壮汉站起来大吼：别TM打了，老子看你们打架
都看过站了！
8、公司决定要我办拟通过一题考试裁减几名员工。
我出了一题，成语填空：“一丝不（）”。人事部
不得其解，我交待答案：凡是填“苟”的，男的留
下，女的走人；凡是填“挂”的，男的走人，女的
留下。
9、总有这样的一种人，我们称之为“井”——就是
横竖都二的意思。
10、刚毕业时：弟兄们，后会有期啊；
毕业一年：兄弟们，后会有妻啊；
后来：兄弟们，后悔有妻啊；
再后来：兄弟们，会有后妻啊；
最后：兄弟们，悔有后妻啊。
11、你就像我身边的一辆警车，我每天都有掀翻你
的冲动。这样的情话真是丧尽天良啊！
12、温州某整形医院的开业典礼上，两位美女身穿
的衣服上竟然写着“周立波”，七天就能隆胸呀，
妈妈咪呀！
13、半空中一个炸雷，让人突然想起古巨基的一首
老歌儿来：“好响好响，好响好响……”
14、丈夫挑衅妻子的智商，问：亲爱的，你有水
平说出让我既欢喜又生气的话吗？老婆沉默了一会
说：我发现在你所有朋友当中只有你是不用吃伟哥
的。
15、我把扣扣签名改成是“我爱你 老婆”，这时很
多人都问我是不是陷入热恋了，但大部分人还是坚
持认为我被盗号了，其实真相是我把空格打错了位
置，于是我重新改成“我爱 你老婆”，这时所有人
都认为这货是我本人没错。
16、上大学时，有一天晚上刚躺下，突然接到一个
电话，原来是我隔壁房间的同学打来的，“过来一
下，有事情。”我不情愿地起来，过去了就问干嘛
啊？“我们几个都躺下了，没有人愿意起来关门，
麻烦你帮我把门关一下，谢谢，呵呵。” 我……
17、tan不明白自己为什么总是被sin和cos鄙视，后
来cot含泪告诉它：因为我们是没有下限的啊……
18、在一栋楼上住着四个怪人，四楼喜欢磨菜刀，
三楼喜欢在窗口乱撒尿，二楼喜欢把东西刷成绿
色，一楼喜欢吃黄瓜。有一天，四楼失手掉落了菜
刀……看懂了的同学举手~
19、正睡着，老婆摇醒老公，换个位置睡好不？
老公说好，老婆跨过老公的身体到另一边睡。没多
久，老婆又说：老公我又想睡过来嘛。老公二话没
说又跨回来睡了。还没5分钟，又摇醒，还要换位
置！老公火了：你烦不烦，来回折腾啥！老婆火
比老公还大，吼道：你大禹治水啊？三过家门而不
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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麵粉廠机器設備廉價
出讓，現有一枇麵粉机
器出讓，可制造豬腸粉
麵條等，如有興趣請電

Sylvia Quon 
(306) 569-2916
(306) 501-8483

请美容员工。美容，按
摩，足疗，美甲。可以
培训发证。美容院出让
及其他生意机会有意者

请联系 (306) 999-1229

沙省南部汽車旅馆讓
沙省南部油汽重镇, 正在开发, 
潜力无限, 19间房间, 另加一套
间, 可居住并兼办公室, 外加足
夠空间可用以擴建, 

位于Main Street. 
有意者电:306-642-7602.

Regina Junjun 
Acupuncture Clinic

現招聘推拿師，針灸師
數名，二年以上經驗，
懂祖傳技術為佳 ， 有
執照，懂英語及能說國
語，月薪二千五百元，
請電 306-569-1485

沙省小镇餐馆出让
130座位自餐出让，生意
好回本快，新装修，因人
手不足割爱，有意请电
306-620-8968 染生

传统的家居老人护理院
本院致力提供优质服务,使
长 者 安 享 舒 适 生 活 , 感 受
如家温馨。备有完善的住
宿、膳食、洗衣、起居护
理照顾服务。
请电：306-262-0397
             306-881-7916

分 类 广 告   
价 廉 效 大   

事 待聘 徵求 招租 聘请 
寻访 遗失 出让
每段最多五十字      
每期收费十元
请电﹕525-8115 Regina 
或       241-8318 Saskatoon
广告如非本报错漏﹕恕
不改稿. 广告费请先付
恕不退款. 截稿时间為

14 日 及 28 日

里加纳湖滩附近餐馆请
帮手，离里加纳35 分
钟车程：请电647-401-
3007 洽谈。或发短信到
647-401-3007中餐馆出租

离 Regina 15 分钟車程
2500人小鎮生意好,上居
6房,下58舖座設備齊全
有意請电 : 蘇小姐

(306) 771 - 4297
(306) 531 - 7533

Regina外卖中餐出售

全新裝修,生意穩定,適合
投資移民解除条件,有意
請电: 蘇先生

(306) 501 - 5531
小镇中餐厅招工

  
小镇中餐厅招帮厨，男

女不限，包吃住
请致电：306-460-7856

誠聘：經驗推拿師
腳底按摩師數名，略
懂英語，無經驗亦可
（有在職培訓）有意
請電：306-999-2898

Regina中餐馆招聘
中餐馆招聘: 洗碗 ,服务员女

性，能吃苦,新移民优先考虑,有
意者請在下午3点后致电咨询

(306) 581 - 8290

小镇三千人，现诚聘全职
油炉工与洗碗工各一名，
高薪包吃住！有意者致电
陈生：1- 306- 716-2908。

餐馆连物业出售
中西餐馆，生意稳定，生意工
具齐全，附近有赌场，温泉酒
店，对面有大型运动场 Mosaic 
Place, 位置佳。餐馆独立于萨
省 Moose Jaw。请电 : 占士

306-684-1688

加拿大农副产品贸易公司
加拿大冰洒联合集团

双彩虹农场
冰酒，葡萄酒农副产品北
美订货中国送货。欢迎业

务洽谈合作
請电: (306) 502 - 6363

Regina ChinaLiang 
港 九餐馆招聘

招聘: 洗碗 ,服务员，帮厨,有意者請
在下午3点后致电咨询

(306) 545- 8899

工作信息
 針灸推拿診所，招聘推拿師數名，生手
可免費培訓一個月（新移民優先）名額有限
請電：	 (306) 569-1485
	 本店有15年經營針灸推拿中藥治療經驗，
現有10位中醫師，推拿師爲您改善心理，調
節神經及消化功能改善血液循環，並有專科
醫生爲您專治以下疾病：
 
	 1 .後組織損傷，頸椎病，腰椎病，肩周
炎，關節痛疾等
	 2.內科病，包括面神經麻痹，慢性腹瀉，
便秘，高血壓，頭痛失眠，前列腺，痛經等
	 3.保健推拿，恢複體能，減輕壓力，長年
益壽。

七天開門營業
8:00 am – 11:00 pm

新地址
（優惠價格）

2265 Rae Street,
 Regina, SK

(306) 569- 1485

　　Regina 北边餐馆请
厨房，油炉，铁板，寿
司包卷各一名，无经验
可培训有意者请电 

306-596-0520

　　沙省埠仔 Kennedy
独市唐西餐馆出租 $900 

或出售 $ 80,000
 有意请电 : 

1-403-568-1678 方

餐馆出售

位于沙省南部上居下铺,
因退休餐馆連物业出售

詳情請联系陳太
306-388-2520

沙省小镇餐馆出让
Midale镇 600人50座
位，生意好回本快， 

可作投資移民条件
叫價 $139,000 有意请电

306-204-4336
306-515-3668

沙省小镇餐馆出售

餐馆新装修 ，上居下铺 
， 位于一号公路旁,小镇
发展迅速 ，有意请电

余生 306-501-1669

生意良机
　　 餐馆，酒吧 ，酒
店 一同出售,位于Jansen 
SK, 近 BHP Billiton 
Jansen Mine Site 礦,叫
價$395,000 ，有意请电
Mack  MacDonald, 
RE/MAX Agent 

(306)539-6806

沙省千人小镇

　　 独市中西餐，前铺
后居，生财工具齐全，
适合家庭经营，生意稳
定 ， 回 本 快 ， 容 易 操
作。镇内有高、中、小
学，医院，老人院，药
房，超市等等。有意者
请电：306-495-7012

独市中餐馆出售
      位于沙省千人旺镇，
有酒牌，80座位，环境
好，工具齐全，生意稳
定，镇内有医院，中小
学校，银行，药房等。

有意请联系何太，
306-895-8429

或 306-893-4133

　　餐馆位於雷城東
部。因退休，餐馆出
售，详情請联系林生
1-306-352-6026

转让旅游景区冰淇淋店
 （游艇、码头、高尔夫球场、公园、房车
区、露营地、沙滩、垂钓）。每年5月中旬开店9
月上旬关店（虽然在小镇但仅需四个月左右其余时
间回国或去其它城市）每个月平均收入2-3万元左
右，如果增加甜点或者其他项目将会收入颇丰。景
区夏季项目丰富：国庆节有大型烟花、乐队、农市
场及夜市至深夜12：00才结束；大型加拿大牛仔节
连续三天；游船展览、游行及钓鱼比赛；摩托车队
展览、比赛活动等等…  请电： 306-5151777

做解除投资移民最佳选择

30Min iRepair
是Regina集

　　 手机,平板,电脑,
笔记本维修和销售实体
店.我们致力于苹果,三
星,联想,华硕,惠普等品
牌手机和电脑的维修,解
锁,升级
　　 地址: 102-2125 
11th Ave, Regina.
电话：306391-1111

(Cornwall Hundson 
Bay 正门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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默克尔就大众“尾气门”作证 
否认政府存在过失

　　 德国总理默克尔8日在德国联邦议院“尾气门”事
件调查委员会作证时否认该国政府部门在大众丑闻
事件中存在过失，也不认为有采取结构性调整的必
要性。她表示，此事的错误一方在大众汽车，而非
当局。默克尔是本届德国联邦议院“尾气门”事件调
查委员会开展的公开质询中最后一位证人。在过去
一年半时间里，共有68名专家和证人被要求公开作
证。“尾气门”事件始于2015年9月，当时美国环保署
查出德国最大车企大众涉嫌在车载电脑中安装一种
可用于尾气测试作弊的软件，隐瞒真实排放情 况。
美国环保署指控大众在美出售的多款车型违反美国
《清洁空气法》。时任大众CEO文德恩随后引咎辞
职，大众在美则面临巨额罚金。
　　默克尔8日作证时表示，她2015年9月19日是“
从媒体上”得知大众涉嫌尾气造假这一丑闻的。她表
示，自己之前从未听说过用于
在排放数据中造假的“作弊软
件”这一概念。
　　默克尔表示，在获悉此事
后，她支持交通部长多布林
特及其召集的调查委员会“完
全透明”地查清此事。默克尔
称，自己没有对该委员会的工作施加任何影响，也
不认为有必要派总理府代表参与其中。她说，自己
总能及时有效了解该委员会最新工作情况。
　　默克尔表示，文德恩曾于2015年9月22日和她
通话，但那通电话并未提供传媒和交通部长两个渠
道之外的更多信息。
听证会的另一项焦点是，默克尔是否曾在2010年与
时任美国加州州长施瓦辛格和加州空气资源局局长
玛丽·尼科尔斯会面时向他们抱怨过加州严格的 排放
限制“正在损害德国汽车制造商”。这一细节是玛丽·
尼科尔斯接受德媒采访时回忆的。她形容自己之前
和之后都“从未见过政治家如此干预”美国环境法规 
（指默克尔这一言论）。
　　默克尔则表示，自己已不记得上述对话细节，
但如果玛丽·尼科尔斯的确这么陈述，那么事实就是
如此。默克尔对此辩解称，她本意并非要“攻击加州
的 环境保护工作”。她认为自己当时大概指的是该州
的新环保法规实施后，由于其对氮氧化物的严格限
制，德国柴油车产业将无法进入加州。
　　据德国之声报道，美国司法部今年1月证实，
大众已与其就“尾气门”支付43亿美元达成共识，此
外，6名大众高管还将面临刑事诉讼。而欧盟此前亦
启动了调查程序。

福岛核灾区索赔金额仅支付6% 
居民担忧影响重建

日本福岛县的统计数据显示，因福岛核事故而成为疏
散区域的该县12个市町村，向东京电力公司索赔的约
433亿日元中，截至去年年底东电仅支付了占约6%的
约26亿日元。
　　报道称，还有许多款项由市町村垫付，居民担心
可能造成灾后重建滞后。
　　也有部分地方政府仅申请了核事故发生之初的损
失，以及优先申请了东电已表态将支付的款项，预计
索赔金额还将大幅增加。东电的方针是“优先了对于
个人和企业经营者的支付工作，今后将听取个别情况
加以应对”，支付时间尚不明确。
　　福岛第一核电站所在地双叶町处于全町疏散状
态，该町提出的约193亿日元赔偿尚未被支付。部分
地区将在3月底解除疏散指示的浪江町提出约126亿日
元，支付了约4.6亿日元，占4%左右。去年7月部分解
除疏散指示的南相马市要求支付约46亿日元，仅获偿
约占6%的约2.8亿日元。
　　赔偿的内容包括为应
对核事故安排职员的人工
费和疏散时政府大楼的
搬迁费、税收减少部分
等。双叶町一名负责人表
示：“赔偿对于今后推进
重建是有必要的，还将关
注附近地方政府的动向，要求尽快支付。”
　　也有诸如川俣町（约53%）和富冈町（约45%）
等支付率较高的地方政府，但由于“优先申请了东电
已表态将支付的部分”（川俣町）等情况，也有许多
赔偿尚未提出。
　　据东电称，截至本月3日，优先支付的面向个人和
法人的部分占到申请数的约93%，约为254.9万件，总
计约7.29万亿日元完成了支付。
　　属于川俣町疏散区域的山木屋地区自治会会长广
野太表示：“居民也好政府大楼也好，受灾是一样
的。若（向地方政府）支付赔偿没有进展，会产生小
镇能否真正重建的担忧，居民也无法放心。”

印度“废钞令”风波致亿万富翁减少 
经济放缓

　　印度总理纳伦德拉·莫迪去年下达的“废钞令”
，致使这个国家亿万富翁人数减少。
　　据胡润报告，印度现在有100名亿万富翁，比一
年前减少11人。报告认
为，“废钞令”是印度亿
万富翁人数减少的主要
原因。
　　去年11月8日晚，印
度总理莫迪在对全国发
表电视讲话时宣布，为
打击腐败和猖獗的黑钱交易，废除市面上流通的旧
版500卢比和1000卢比两种面值货币，当天午夜起立
即生效。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7日提供的数
据，“废钞令”把86%的现金排除在流通体系外，致
使许多经济领域增速明显放缓。
　　据胡润报告，印度首富穆凯什·安巴尼在全球富
豪榜排名第29位，净身家约为260亿美元。

伊拉克一婚礼现场遭爆炸袭击 
致16人死15人伤

　　伊北部萨拉赫丁省一婚礼现场当晚遭爆炸袭
击，造成至少16人死亡、15人受伤。
　　萨拉赫丁省首府提克里特市一名警方消息人士
对新华社记者说，爆炸发生在提克里特市以北15公
里的哈贾季地区，两名自
杀式袭击者在一婚礼现场
引爆身上的炸药，爆炸造
成至少16人丧生，另有
15人受伤。
　　该警方人士说，伊拉
克安全部队已封锁爆炸现
场，并开始搜索可能存在的其他爆炸装置。伤者已
被送到附近医院接受治疗，伤亡人数有可能进一步
上升。
　　目前尚无任何组织宣称制造了此次爆炸袭击事
件。
　　提克里特市位于首都巴格达以北约170公
里处，2014年6月被极端组织“伊斯兰国”占
领。2015年3月，伊政府军收复提克里特市。由于
少量“伊斯兰国”武装分子仍在当地活动，提克里
特市和整个萨拉赫丁省的安全形势依然严峻。

FBI局长:美国人不应该
期望绝对隐私这样的东西

　　美国联邦调查局（FBI）局长詹姆斯·科
梅（James Comey）当地时间周三警告说，美
国人不应该期望享有“绝对隐私”（absolute 
privacy）这项权利。
　　科梅是在波士顿学院网络安全会议上说的
这番话，他表示，“美国没有绝对隐私这样
的东西，没有法外之地（place outside of 
judicial reach）”。同时，科梅亦表示，美
国人“在家庭生活、汽车空间、私人设备有上
合理的隐私期望。如果没有良好的理由和基于
司法审查，政府不能对其侵犯。”但是，科梅
并未就特朗普对奥巴马的窃听指控和近期维基
解密爆料中情局对世界各地公民隐私监控做出
解释。
　　早前特朗
普炮轰奥巴
马，指对方
曾在大选前夕
窃听其名下的
特朗普大楼
电话，更称
这是“水门事件”的翻版，但未有提供任何证
据。而奥巴马的发言人则发表声明，说：“奥
巴马总统或任何白宫官员都没有下令监视任何
美国公民。”而科梅所领导的美国联邦调查局
则拒绝对此事件发表评论。
　　同时，维基解密（WikiLeaks）网站周一披
露大批据称来自美国中央情报局（CIA）网络情
报中心的文件和档案。文件披露，CIA自己开发
了用来攻击包括Windows，Android，iOS，OSX
和Linux计算机以及互联网路由器的恶意软件。
在这种攻击强度下，个人手机无秘密可言。

联合国安理会就朝鲜半岛局
势进行闭门磋商

　　联合国安理会8日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召开闭门会
议，就朝鲜日前发射弹道导弹一事及朝鲜半岛核问
题进行磋商。
　　据媒体报道，朝鲜于本月6日发射了4枚弹道导
弹。这是时隔不到一个月朝鲜再次发射弹道导弹。2
月12日，朝鲜成功发射一枚地对地中远程战略弹
道导弹。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刘结一在会后接受中
新社记者采访时表示，现在朝鲜半岛的局势高度紧
张，中方深感担忧。中方强调在当前局势下，必须
坚持朝鲜半岛无核化的目标，必须坚持实现朝鲜
半岛的和平与稳定，必须坚持通过对话谈判解决问
题。刘结一说，当务之急是降低半岛紧张局势，改
变现在这种以军事手段应对军事手段的做法，切实
寻求通过谈判解决朝鲜半岛核问题、维护朝鲜半岛
和平与稳定的办法。
　　安理会本月轮值
主席、英国常驻联合
国代表马修•里克罗
夫特称，安理会重申
维护朝鲜半岛及东北
亚地区和平与稳定的
重要性，将致力于通
过和平、外交的政治
方式解决当前局势，同时欢迎安理会成员及其他国
家通过对话协助达成和平、全面的解决方案。
　　此前一天，安理会已发表声明强烈谴责朝鲜日
前发射弹道导弹的活动。声明称，朝鲜此举严重违
反安理会相关决议，加剧地区及更大范围的紧张局
势，增加地区性军备竞赛的风险。声明还说，安理
会成员同意继续密切监测朝鲜半岛局势，并在安理
会此前的决议基础上采取进一步措施。
　　朝鲜在2016年1月6日和9月9日分别进行核试
验，并多次试射弹道导弹。联合国安理会同年3月
2日和11月30日两次通过决议，谴责朝鲜进行核试
验，要求朝鲜放弃核武器和导弹计划，并决定对朝
鲜实施制裁。

欧盟指责英国纵容中国产品逃税 
或开20亿欧罚单

　　欧盟反腐机构OLAF当天宣布，其调查报告显
示，英国海关长期纵容大量中国纺织品及鞋类产品
在没有如实申报价值的情况下，就进入欧盟市场
销售。为此，英国将可能面临欧盟20亿欧元的处
罚。8日，英国皇家税务局发言人爱德华·洛里接
受《环球时报》采访时回应说，英国在打击避税等
违法行为上一直竭尽全力。对于OLAF提出的问题，
皇家税务局已经在审视，但目前还没有就上述问题
下定论。《卫报》8日称，这一罚单将令英国产生反
感，鉴于英国正在和欧盟展开脱欧谈判，双方已就
600亿美元的脱欧账单产生分歧。
　　新闻网站POLITICO8日引述OLAF的调查说，这
是该机构迄今为止发现的最严重的逃税事件。OLAF
从2013年到2016年对英格兰费利克斯托港和多佛
港——两个中国纺织及鞋类产品主要进口港——展
开调查取证，结果发现，当地海关对一些进口物品
的税务申报并没有严格审查。例如裤类在欧盟的增
值税标准应是每公斤26欧元，
但英国海关却以每公斤91便士
的价格予以接受，其价格之低接
近棉花进口的税率。
　　OLAF估算，英国海关部门
的疏忽导致欧盟从中国进口货物
中损失了19.87亿欧元的利润。
同时，调查人员认为，事件背后还有犯罪集团在运
作，从法国、德国、西班牙及意大利等国攫取增值
税利润高达32亿欧元。根据OLAF和法国政府的联合
调查，一家名为“凤凰”的公司就在从事这样的非
法贸易。OLAF还称，除了英国，荷兰的安特卫普和
鹿特丹港口可能也存在相同的问题。
　　英国天空卫视新闻8日说，OLAF虽然拒绝指出
英国刻意纵容上述事件发生的动机，但批评英国没
有及时启动反腐调查程序。OLAF已经向欧盟委员会
递交报告，建议向英国收取20亿欧元的惩罚金，直
接从欧盟预算中扣除。英国还需要承担其他相关的
法律调查费用。POLITICO的分析称，上述调查事件
如果属实，将令英国在欧盟内处境尴尬。因为英国
长期以来一直在游说欧盟减少对中国进口产品的税
收，令意大利等南欧国家感到不满。
　　爱德华·洛里8日对《环球时报》记者
称，OLAF提到的20亿欧元算不上是针对英国的“账
单”，因为这只是该机构调查测算的数字。皇家税
务局将会就此安排专家做进一步的审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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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海洋 —— 生命的摇篮
　　现代科学家认为：大约在50亿年前，从太阳星云中分离出一些大
大小小的星云团块。 它们一边围绕着太阳旋转，一边自转， 在旋转
的过程中它们互相碰撞，结合，有些团块由小变大。这些变大的星云
团块，在引力的作用下急剧收缩，加之内部放射性物质的蜕变， 使得
原始星球不断地加热增温。当温度达到足够高时，星球内部的物质，
包括铜、铁、镍等重金属开始溶解。在重力作用下，重物质下沉趋向
地心集中，形成地核；轻物质上浮，形成地幔和地壳。大约在46亿年
前，逐渐形成了原始地球。
　　在原始地球形成初期，地球表面的一层地壳在冷却过程中不断受
到地球内部剧烈运动的冲击， 以致原始地球表面出现地震和火山喷
发，地壳巨变，熔岩横流，地表高低不平。地球形成初期的水分气体
化和其他气体混合成云层。由于地球的引力， 它们紧紧地裹在地球周
围，形成气水合一的圈层。
　　到了39亿年前的太古代时期，地球慢慢地变冷，大气中的水蒸汽
形成雨降落在地球表面，形成原始海洋。也有科学家认为：宇宙中无
数的彗星都是一些冰团，由于地球的引力，它们纷纷落到地球上，形
成了原始海洋。在原始海洋里，海水不是咸的，而是略带酸性。由于
海水不断地蒸发，反复的由云变雨，雨水把陆地和海洋岩层中的矿物
盐溶解于水中，使海水变咸。大气中的二氧化碳、氢、氨等一些物质
和岩石中的矿物质也一起汇集到海洋里，为原始生命的产生和发展创
造了条件。当时，大气中没氧，天空中也没有臭氧层。强烈的太阳紫
外线和宇宙射线可以直接射到地面。靠海水的保护，原始海洋里的氨
基酸、核甘酸、单糖等有机物质在阳光和雷电的作用下演变成以核酸
和蛋白质为主体的“蛋白体”。
　　大约到了34亿年前的太古代，海洋里诞生了一种单细胞生物体。
这些单细胞生物体能独立进行消化、呼吸、排泄和繁殖。又过了几十
亿年，到13亿年前的元古代震旦纪，海洋里进化出许多“真细胞生
物”－－ 藻类。在这些藻类中最值得一提的是蓝藻，在蓝藻的细胞里
含有叶绿素，能进行光合作用，合成有机物质，放出氧气。蓝藻是动
物，又能利用光合作用为自己制造食物。这种既是动物，又是植物的
双重性生物是地球上动物和植物共同的祖先。在演化过程中，那些能
利用光合作用进行“自养”的生物进化成了植物；那些靠吞食其它有
机物质而生存的“它养”生物则进化成了动物。
　　到了6亿年前的古生代寒武纪，海洋里的藻类大量繁殖，有硅
藻、甲藻、绿藻、黄藻、褐藻、红藻等等。由于藻类在光合作用下放
出大量氧气，使得地球的大气中形成了臭氧层，减少了阳光的紫外线
和宇宙射线对地球生物的伤害，为地球上的生物大爆发创造了条件。

二、绚丽多彩的海洋植物
　　在远古的时代，海洋里那些能利用光合作用制造食物“自养”的生物，
经过亿万年的进化，发展成种类繁多的藻类植物。因为月亮的引力海水在
涨潮和退潮，在海陆交界的地带形成“潮间带”。大约在4亿年前，生活在
潮间带的“自养”藻类慢慢适应了陆地生活。比如没有根，没有叶，只有一
个小小直茎的“光蕨”就是最早登上陆地的植物。以光蕨为先驱的裸蕨类
植物是后来蕨类植物的祖先，是2.5亿年前古生代二迭纪产生的裸子植物的
祖先，也是8千万年前的中生代白垩纪被子植物及今天地球上所有植物的祖
先。
　　海洋里最多的植物是藻类。这些古老又原始的低等植物种类繁多，形态
各异，在如今的海洋里仍有2万多种，是海洋里最大的植物种群。海藻类植
物按其生活习性，分为浮游藻类和底栖藻类两种。
　　浮游藻类个体非常小，人们只能用显微镜才能看见它们。它们的个体虽
小，却因群体巨大，在光合作用下，它们不仅为自己制造营养，还能制造大
量的氧气。因为它们数量巨大，还是海洋里所有动物直接或间接的饵料。浮
游藻类随波逐流，因海水变热或变冷而大量死亡，形成“赤潮”。浮游藻类
大量死亡，减少了海水中的溶解氧，因而造成大量海洋动物死亡。所谓“赤
潮”，并不一定是红色，赤潮是大量浮游生物死亡造成颜色潮的总称。
　　底栖藻类是生活在海底的藻类，它们一般生活在低潮300米的海底岩石
上。它们没有固定的根、茎、叶，身体多呈管状、片状、囊状、枝状和柱状
等。海水退潮时，它们能适应暂时的干旱和冬天的冰冻。根据底栖藻类的颜
色，人们把它分为三大类：绿藻类、褐藻类和红藻类。
　　绿藻类：绿藻类体呈草绿色。目前世界上有5000多种，有20％左右生
活在海洋里的潮间带。如：扁藻、礁膜、石莼、刺松藻、浒苔等。
　　褐藻类：褐藻类体呈棕褐色。目前世界上有1500多种，绝大多数生活
在海洋的潮间带。如海带、裙带、马尾藻、鹿角菜等。褐藻中的巨藻体型巨
大，最长的可达300米，一天成长60厘米，寿命在12年之久。
　　红藻类：红藻类体呈红色或紫色。目前世界上有4000多种，多数生长
在潮间带。最常见的有紫菜、石花芽和红毛藻等。
　　藻类植物大多以孢子的形式繁殖。如海带就是在叶片上长满了孢子囊。
孢子成熟后，孢子囊破裂，孢子在海洋里漂流，遇到适合的地方发芽，生
长。
海洋里也有一些象陆生植物一样能开花，结果的高等植物。如大叶藻和虾形
藻，它们生活在海岸或红树林内，初夏开花后结果。
　　在热带海洋的潮间带，还生活着许多灌木，如红树、秋茄树、红茄冬、
海莲和木榄等，它们的耐盐力极强。尤其值得一提的是红树：红树采用“胎
生”方式繁殖，即种子成熟后，在母树上萌发抽芽，然后离开母体，在泥海
里生根成长；有的也随波逐流遇土安家，是守护海岸的绝好树种。
　　海洋植物不仅为海洋里的动物提供了饵料和生存环境，还为人类提供了
食物和药物。目前已知，可食用和药用的海洋植物近千种。

爱护海洋，就是爱护人类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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