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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22 車撞人群爆炸
新疆

31 死
94 傷

習近平李克強批示：嚴懲暴恐分子

香港文匯報訊（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應江洪
應江洪、
、王辛鵬
王辛鵬、
、
馬晶晶 烏魯木齊報道
烏魯木齊報道）
）新疆烏魯木齊市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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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巴克區文化宮早市於昨日早上發生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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嚴重暴力恐怖案件。
嚴重暴力恐怖案件
。暴徒駕駛兩輛越野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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衝破防護隔離鐵欄，
衝破防護隔離鐵欄
，衝撞輾壓人群
衝撞輾壓人群，
，並引
爆爆炸裝置。
爆爆炸裝置
。截止記者發稿時已造成 31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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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亡，
死亡
，94 人受傷
人受傷。
。中共中央總書記
中共中央總書記、
、國家



主席、
主席
、 中央軍委主席習近平聞訊後立即作



出重要批示，
出重要批示
， 要求迅速破案
要求迅速破案、
、從嚴懲處暴

=



恐分子、
恐分子
、及時救治傷患
及時救治傷患，
， 安撫家屬
安撫家屬；
；對暴
恐活動和恐怖分子，
恐活動和恐怖分子
，持續保持嚴打高壓態
勢 。 國務院總理李克強批示要繼續加強安
全防範工作，
查 堵 薄 弱 環
節，嚴防發生

■案發現場一片凌亂
案發現場一片凌亂，
，火光熊
熊。
本報烏魯木齊傳真

■爆炸現場死傷者躺在地上
爆炸現場死傷者躺在地上。
。中新社




■爆炸後警方封鎖公園北街 。記者馬晶晶 攝

連鎖反應，避
免形成社會恐
慌情緒。
慌情緒
。
■郭聲琨和張春賢到爆炸現場視察。
日早上7時50分左右，有兩輛越野車在烏魯木齊
昨市沙依巴克區公園北街一早市，衝破防護隔離鐵

欄，衝撞碾壓群眾，隨後引爆爆炸裝置，目前已造成
31人死亡，94人受傷。
案發後，新疆立即啟動重大突發事件應急處置機
制，組織調集最強醫療力量對受傷人員進行救治。
本報記者現場看到，警方相關專家發現了不明物品
的爆炸碎片，呈黑色，不規則，長約5厘米，寬約2厘
米。但眾多警察禁止記者拍照。
據文化宮旁邊商店老闆說，她看到嫌犯的背包為深
色，上面有兩道或三道槓，包上還有一個圖案，因為嫌
犯駕車衝撞速度極快，他並未看清背包的具體款式。

對暴恐活動須警鐘長鳴
習近平得知消息後，立即作出重要批示，要求迅速
偵破案件，從嚴懲處暴恐分子，及時組織救治受傷群
眾，安撫受害者家屬，全面加強社會面巡控和重點部
位防控，嚴防發生連鎖反應。對暴恐活動和恐怖分
子，必須警鐘長鳴，重拳出擊，持續保持嚴打高壓態
勢，全力維護社會穩定。

■部分死傷者被安置在
一輛車上。
一輛車上
。 網上圖片

美聯社

李克強批示指出，烏魯木齊再次發生嚴重暴力恐怖
襲擊事件，造成大量無辜群眾傷亡，行徑令人髮指。
要全力救治受傷群眾並做好善後工作，同時迅速偵破
案件，抓緊緝捕暴恐分子。要繼續加強安全防範工
作，查堵薄弱環節，嚴防發生連鎖反應，避免形成社
會恐慌情緒，切實維護人民群眾生命財產安全和社會
秩序穩定。

爆炸十幾聲 火焰一層樓高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應江洪、王辛鵬、馬晶晶 烏
魯木齊報道）昨日暴恐案事發時，烏魯木齊大多數市
民尚在睡夢中。據事發地西側文化宮路口某賓館工作
人員說，她打盹中迷迷糊糊聽到一聲巨響，「還以為
打雷呢！」接着又聽到十幾聲巨響，樓房也晃動起
來……

公安部長急赴烏市督案
受中央委託，國務委員、公安部部長郭聲琨已率工作
組奔赴烏魯木齊親自督案。郭聲琨抵達烏魯木齊隨即與
新疆黨委書記張春賢到事發現場視察；兩人隨後前往自
治區人民醫院病房，看望在此醫治的受傷市民。
外交部發言人洪磊昨日在例行記者會上表示，這是
一起性質極其惡劣的嚴重暴力恐怖案件，再次說明暴
力恐怖分子反社會、反人類、反文明的本質，應當受
到中國人民和國際社會的強烈譴責。
他說，中國政府有決心、有信心、有能力打擊暴恐
分子的囂張氣焰，不論他們製造恐怖案件的目的是什
麼，都絕對不會得逞。

聽聞巨響「腿就軟了」
記者聞訊後第一時間趕赴現場看到，事發地烏魯木
齊市沙依巴克區公園北街的南北兩個路口及西側文化
宮路口均已拉上警戒線。大量持槍特警武警和社區民
兵封鎖現場。消防車、警車、120 急救車、市容環衛負
責清洗街道的重型車輛擠滿了道路，周圍小區及附近
街道上都有大批民眾聚集圍觀。
家住紅十月花園小區的林阿姨說，她幾乎每天早上
都會先到文化宮早市逛一逛買點菜，然後到附近的人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馬靜 北京報道）新疆烏魯
木齊昨日發生嚴重暴力恐怖案件，爆炸造成百餘人
傷亡。著名反恐問題專家、蘭州大學中亞研究所所
長楊恕對本報表示，由該案件看出，恐怖分子使用
爆炸物實施暴恐犯罪正在不斷增加，且今後仍有增
多之勢。他並認為，中國反恐形勢十分嚴峻，短時
間內仍有惡化可能。楊恕認為，中國在反恐工作方
面「打擊有力」，但「防範不足」，今後必須做到
「打反」兩手都要硬。

許與前一日新疆公開宣判三十幾名暴恐分子有關，
可能屬於報復行為。
對未來反恐形勢楊恕稱「不容樂觀」。楊恕指
出，可以預見，接下來發生在公共場所的爆炸式恐
怖案件還會增加，使用爆炸物作案的趨勢也會增
加，要想完全遏制暴恐案件的可能幾乎沒有。短期
內中國反恐形勢惡化的可能性很大，並且暴恐案件
不只是發生在新疆境內，還會內移，在內地其他城
市發生。

爆炸式暴恐犯罪料增多

動員民眾參與反恐工作

昨日新疆發生案件造成上百人傷亡，楊恕指出，
這是新疆歷次暴力恐怖襲擊傷亡最大的一次之一。
他分析，自去年以來，中國境內暴力恐怖案件使用
爆炸物犯罪正在不斷增加。從全球範圍看，暴力恐
怖犯罪最有效的手段就是使用爆炸物，一方面是造
成危害較大，一方面是難以控制。使用爆炸物犯罪
一種是使用自殺式炸彈，再一種是使用遙控式爆炸
物，兩種都令有關部門難以獲得線索。恐怖分子使
用爆炸物常用三種：自製、軍用品和礦用炸藥。
他說，昨日案件使用自製炸藥或者礦用炸藥可能
性較大。軍用爆炸品可能性較小，因為中國對槍支
和軍用炸藥管控較嚴，不過也不能完全排除這種可
能。楊恕稱，如果使用的是軍用炸藥就非常可怕。
就昨日案件恐怖分子作案動機，楊恕分析指，或

就中國當局反恐工作和反恐措施，楊恕認為，中
國反恐缺少「治本措施」。反恐鬥爭分為防範和打
擊兩部分，其中防範是最為重要的，基礎性的。中
國擁有精良的軍警隊伍和專業設備，在「打擊」方
面沒有任何問題，但是在防範方面存在嚴重不足，
特別是情報預警工作嚴重不足，難以有效預防和遏
制暴恐活動。
楊恕建議，可以採用全民反恐，動員民眾參與反
恐工作，特別是廣大維吾爾族民眾。他說，民眾是
最有效的情報渠道，多數恐怖分子生活在維族聚集
區，如果維族民眾能夠積極主動參與
反恐，特別是防恐，一旦發現異動立
即向政府和有關部門匯報，恐怖分子
13
的活動空間和機會會大大壓縮。

■在遠處看到事發地點
冒着濃煙。
冒着濃煙
。
中新社

■傷者坐在路旁等待救援
傷者坐在路旁等待救援，
，死傷者
多為老人家。
多為老人家
。 本報烏魯木齊傳真

普京盼與華加強反恐合作

香港文匯報訊 俄羅斯
俄羅斯、
、匈牙利
匈牙利、
、巴基斯坦和
印度政府昨日對中國新疆烏魯木齊當天發生的恐
怖襲擊事件表示譴責。
怖襲擊事件表示譴責
。俄羅斯總統普京向中國國
家主席習近平致慰問電，
家主席習近平致慰問電
，表示真誠希望繼續加強
俄中在打擊各種形式的恐怖主義和極端主義方面
的合作。
的合作
。 上海合作組織秘書長梅津采夫發表聲
明，表示極大的憤慨和悲傷
表示極大的憤慨和悲傷。
。

上合秘書長對恐襲表憤慨
綜合媒體報道，
綜合媒體報道
，普京在慰問電中表示
普京在慰問電中表示，
，俄方堅
決譴責這種血腥的犯罪行為。相信肇事者和組織
決譴責這種血腥的犯罪行為。
者必將被緝拿歸案並受到應有的懲罰。
者必將被緝拿歸案並受到應有的懲罰
。作為同習
近平主席日前在上海會談的延續，
近平主席日前在上海會談的延續
，他真誠希望繼

續加強俄中在打擊各種形式的恐怖主義和極端主
義方面的合作。
義方面的合作
。 普京對遇難者親屬表示深切同
情，並希望所有傷者早日康復
並希望所有傷者早日康復。
。
俄羅斯外交部表示，
俄羅斯外交部表示
，俄方對這一暴力恐怖案導致
重大人員傷亡表示震驚。
重大人員傷亡表示震驚
。暴恐分子必將受到懲處
暴恐分子必將受到懲處。
。
上合組織秘書長的聲明說，
上合組織秘書長的聲明說
，烏魯木齊市昨日發
生恐怖襲擊事件，
生恐怖襲擊事件
，造成大量人員傷亡
造成大量人員傷亡，
，上海合作
組織秘書處對此表示強烈憤慨，
組織秘書處對此表示強烈憤慨
，並深感悲痛
並深感悲痛。
。我
們對遇難者表示深切哀悼，
們對遇難者表示深切哀悼
，對遇難者親屬和傷者
表示誠摯慰問。
表示誠摯慰問
。 我們強烈譴責這一恐怖襲擊事
件。
聲明說，
聲明說
，打擊恐怖主義是上海合作組織的優先
方向，
方向
，國際社會應進一步加強合作
國際社會應進一步加強合作，
，有效打擊恐

被撞的全是老頭老太太

﹁

新疆反恐 「打」
「反」都要硬

怖活動。
怖活動
。

匈印巴等國齊聲譴責
此外，
此外
，匈牙利外交部發表聲明說
匈牙利外交部發表聲明說，
，匈牙利政府
的原則立場是，強烈譴責一切形式的恐怖主義
的原則立場是，
強烈譴責一切形式的恐怖主義。
。
針對無辜者的恐怖行為屬於嚴重的犯罪，
針對無辜者的恐怖行為屬於嚴重的犯罪
，在任何
情況下都不能接受。
情況下都不能接受
。
印度外交部艾克巴魯丁表示，
印度外交部艾克巴魯丁表示
，強烈譴責今天稍
早發生在中國烏魯木齊的恐怖襲擊。
早發生在中國烏魯木齊的恐怖襲擊
。印度反對任
何形式的恐怖主義。
何形式的恐怖主義
。
巴基斯坦外交部發言人阿斯拉姆亦表示，
巴基斯坦外交部發言人阿斯拉姆亦表示
，巴基
斯坦強烈譴責發生在烏魯木齊的恐怖襲擊，
斯坦強烈譴責發生在烏魯木齊的恐怖襲擊
，對中
國政府和人民表示同情。
國政府和人民表示同情
。

民公園晨練。今天早上因為天氣陰冷就晚出了一會兒
門，剛走到文化宮路上的吉祥苑門口就聽到巨大的爆
炸聲，「當時腿就軟了」，慌亂中看到不遠處早市南
北兩側都有濃煙和火光冒起，「有一層樓那麼高」。

商店台階牆角留斑斑血跡
記者進入公園北街後看到，儘管天上下陣雨，地上
也在沖水洗刷，記者還是在公園北街200號一個破舊的
「塑鋼門窗」店門口的台階、牆角看到了殘留的斑斑
血跡。從距離判斷，爆炸物顯然威力極大。在公園北
街南口警戒線內外的地上，隨處可見散落的胡蘿蔔、
洋葱頭、大葱、韭菜等。
記者了解到，近年來，因為暴恐事件頻發以及城市
美化等原因，烏魯木齊市相繼取締了不少早市夜市。
現在只有新市區的鯉魚山公園和沙依巴克區人民公園
旁邊的文化宮這兩個地方有早市。

隨着交通管制的適度放鬆，事發時被困在早市裡的市民
也陸續走了出來。家住經一路某小區 86 歲的河南籍老大
爺，臉上手上都是擦傷。在回小區的路上，老大爺向記者
詳細講述了那驚魂一刻。

邊駕車撞人邊扔炸彈

老大爺告訴記者，他早上剛從公園北街南口進去不遠處
挑選蔬菜，就聽到「人聲嘈雜，有人尖叫」，抬頭循聲看
過去，只見「兩輛塗得綠的白的顏色的汽車頂着三四個人
就衝過來了」。據老大爺描述，當時就有民眾受傷倒地並
遭到輾壓。
「我嚇得趕緊往旁邊小區裡跑，大家也都在跑……」忙
亂中，老大爺被擠倒在地，嘴角、面部和手背都被擦傷。
「隨後就聽到『咚咚』的爆炸聲，車裡的人一邊往外面
『扔炸彈』一邊繼續撞人……兩邊擺攤賣菜的沒事兒，撞
的全是中間買菜的老頭兒老太太……後來他們自己的車子
也爆炸起火了……」
老大爺還說他倒在地上的時候，「親眼看到一個維吾爾
族女人，褲子都被炸沒了……」

﹂

針對無辜者 居民表憤慨

在文化宮早市南邊于田街上，一位從早市旁邊小區「自己
也不知道咋轉出來」的大媽驚魂未定地告訴記者，「當時就
跟打仗似的，腦子裡一片空白」，想給自家兒子打電話求
助，「手抖得電話都拿不住了，最要命的，關鍵時刻，兒子
的電話號碼也想不起來了……」說着，大媽義憤填膺地質問
記者，「哎誰家沒有老人？誰不是爸爸媽媽生出
來的？（暴恐分子）他們（這樣針對早市上買菜
的無辜老人）還是個人嗎？槍斃十回都不嫌
#
多……」
■記者 應江洪、王辛鵬、馬晶晶



內地網民斥殺害無辜最可惡
香港文匯報訊 烏魯木齊暴恐
案件令人髮指，網上輿論同聲譴
責。據中通社報道，不少烏魯木
齊網友認為，面對暴力恐怖案件
更應當沉着冷靜，更加珍視穩定
與和諧，也更加堅強，更堅定了
維護家園的信念。在微信朋友圈
內，許多網友表示誓不離開新
疆，為逝者祈禱，也為生者繼續
築造家園的美好。
網友路一鳴說，烏魯木齊早市
上的受害者，是不分民族、階層
的，是手無寸鐵的普通市民。不
由分說地殺害無辜，是最懦弱，
最卑鄙，最可惡的行為，它激起

的是對恐怖行徑的仇恨，而不是
膽怯。
事件發生後，新疆農業大學輔
導員第一時間給環球網發來部分
師生聯名信，強烈譴責暴恐分
子。
網絡媒體光明網當天發表「怒
劍不平，豈容恐怖分子再囂張」
的評論指出，今年以來，恐怖分
子在新疆、雲南、廣州等地製造
了多起恐怖事件，製造恐怖氣
氛，企圖讓社會動亂。但恐怖分
子越囂張，人民越痛恨；恐怖勢
力越大膽，人民越眾志成城，要
與恐怖勢力堅決鬥爭到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