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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洲布里斯班上周發生恐怖肢解烹屍案，一
名在郵輪工作的廚師涉嫌謀殺印尼籍變性妓女
女友後，將對方肢解並烹屍，直至寓所傳出惡
臭始揭發事件。疑兇在警方到場時逃走，其後
於附近街道割喉自殺。探員在屋內各處發現人
體殘肢，據報當時烹煮人肉的爐頭還未熄火。
警方已將案件列為謀殺及自殺案調查，暫未知
行兇動機。
事發於布里斯班近郊特內里費商業路一個高
級住宅大廈的地面單位，鄰居指，該單位上周
三開始傳出腐肉臭味，至周六忍受不住報警。
警員接報到場敲門查問，28歲疑兇福爾克立
即從窗口逃走，警員闖入單位追截，但甫開門

便被眼前景象嚇呆。

血水地氈一踩唧唧聲
當時單位內有多個盛載人體殘肢的垃圾袋，

警員形容，踏在滲滿血水的地氈上會發出「唧
唧」聲。有報道指，警方在廚房的爐頭上，發
現盛載着殘肢和化學品的工業用鋼煲。警方事
後封鎖單位，翌日取走殘肢化驗。

曾傳爭吵聲 走投無路自殺
肇事大廈落成不久，福爾克與女友馬揚最近

才搬入，有鄰居指一周前單位曾傳出很大爭吵
聲。福爾克逃走後一度失去蹤影，警員最後在

一個工業廢料回收桶內發現他，當時他
已斷氣，相信是走投無路下畏罪自殺。
福爾克母親表示一周前曾跟兒子通電

話，當時他並無異樣，還說聖誕節會回
家探親。她指福爾克最近才返回澳洲，
又透露已有一年半沒見過兒子。
有關女死者身份和職業有不同說法，福

爾克的母親稱，兒子與馬揚是在郵輪工作
時認識，兩人均任職廚師。但澳洲傳媒發
現馬揚是變性人，又在賣淫網站宣稱自己
是「高級應召女郎」，搬入事發單位前曾
在悉尼和墨爾本賣淫。

■法新社/《每日郵報》/《信使郵報》

土
國
歐
洲
勢
危

土
國
歐
洲
勢
危

逾
100
死
老
嫗
持A

K
-
47

迎
戰

「「
伊
斯
蘭

伊
斯
蘭
國國
」」
攻
敘
北
重
鎮

攻
敘
北
重
鎮

極端組織「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蘭國」(ISIL)前日開始對敘利亞北部重鎮

科巴尼發動大規模攻勢，昨日成功攻入科巴尼東部，並與該城市庫爾德族

部隊就市中心控制權展開激戰。由於科巴尼與北約成員國土耳其相距不足

200米，因此被視為「絕不能失守」的重要陣地。北約表示，一旦有需要，

將採取行動協助保護土耳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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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警方昨日以
涉嫌策劃加入ISIL
為由，對多名日本
人展開調查，據報
包括一名北海道大
學的 26歲男大學
生。
警方初步調查顯

示，該名大學生在
網上看到相關招募
聲明後，計劃前往
敘利亞加入ISIL，
涉嫌違反日本刑法
中，禁止個人策劃
和參與對外戰鬥行
為的「私戰預備及
陰謀」條款。這名
男子接受盤問時，
承 認 計 劃 加 入
ISIL。
當地傳媒強調，

這是首次證實有日
本 人 企 圖 加 入
ISIL，又指出警方援
引相關條例是十分
罕見。「私戰預備
及陰謀」罪名一旦
罪成，最高可被判
監禁3個月至5年。
■新華社/中新社

一旦科巴尼淪陷，ISIL佔領區與土耳其接壤的200公里邊境將完全落入ISIL控制，屆
時武裝分子將能長驅直進，直接威脅土耳其以至整個歐洲。
ISIL武裝分子圍攻科巴尼已近3個星期，上周六晚他們奪得一個能夠監控科巴尼狀況
的高地後，迅速發動攻勢，雖然以美國為首的聯軍隨即針對進攻部隊發動空襲，但
只能拖慢對方行軍速度，未能完全阻止攻勢。堅守市內的庫爾德族部隊YPG用火箭
炮反擊，YPG稱，在開戰後24小時內合共有86名「恐怖分子」被殺，YPG則有
17人陣亡。
科巴尼庫爾德人幾乎全民動員抗戰，一批上年紀的婦女甚至人人穿上防彈

衣、手持AK-47步槍備戰，準備與科巴尼共存亡。她們的照片經網上瘋狂流
傳，亦引起西方對科巴尼戰局的關注。

庫族女自殺式襲擊抵抗
為了抵禦ISIL，庫爾德族用盡一切方法，一名20多歲的女兵前日
向ISIL發動自殺式炸彈襲擊，成功殺死十多名攻城的ISIL分

子，她本人當場死亡。敘利亞人權觀察組織證實事件，
是首次有女庫爾德族人用自殺式炸彈反擊。

「阿聯酋暗撐極端組織」拜登失言
美國副總統拜登上周六再度失言，指盟友阿聯酋

暗中支援ISIL，提供軍備及資金，阿聯酋對此言論
表示驚訝，指拜登詆毀了阿聯酋協助打擊極端主義
及恐怖主義的角色，要求對方澄清。拜登其後致電
阿布扎比王儲、阿聯酋軍副指揮官致歉。
美國除面對ISIL的挑戰，同時要應付恐怖組織
「基地」。聯邦調查局(FBI)的情報顯示，「基
地」一批老兵正策劃對美國及其空襲盟友發動恐
怖襲擊，指美國「很快很快」會受到襲擊。雖然
當局已確認12名正在中東參戰的美籍恐怖分子
身份，但他們若要返國，根據現時法例，當局
無權阻止他們入境。 ■法新社/路透社/美聯社/

《每日郵報》/美國有線新聞網絡

颱風「巴蓬」昨日登陸日本中部，風暴前日掠過沖繩
時，3名駐日美軍被大浪捲入海，1死2失蹤。風暴造成20
多人受傷，當中部分人重傷，當局一度建議270萬居民避
難。該國陸空交通大混亂，單是東京羽田機場便有超過600
班航班停飛，東京至大阪的新幹線服務亦嚴重受阻。
警方指，3名美軍當時在岸邊拍攝海浪，遭大浪捲走。駐

日美軍表示，搜索工作因海面風浪大而無法進行。海上保
安廳發言人指出，一名21歲青年在衝浪期間失蹤。
「巴蓬」昨日最高風速達每小時180公里，早上在靜岡

縣濱松市附近登陸，並掠過東京西南的神奈川縣，預料稍
後會繼續移吹向太平洋，並為日本東北部帶來暴雨。

7000學校停課 170萬人避難
狂風暴雨下，靜岡市部分地區一小時雨量達9厘米，當
局下令5萬多名居民疏散，並呼籲近170萬名居民避難，另
有7,000多間學校停課。由於擔心山泥傾瀉，當局再度押後
搜救中部御嶽山火山的失蹤者。 ■法新社/美聯社/路透社

「巴蓬」撲日
巨浪捲走美兵1死2失蹤

惠普分拆個人電腦業務
裁5.5萬人 巴西大選月底次輪投票

羅塞夫大戰親商男

■三重縣紀寶市出現超巨浪。 法新社

巴西總統大選首輪投票結果昨日公布，現任總統羅塞夫
得票率為41.6%，將與得票率為33.6%的親商界社會民主黨
候選人內維斯進入本月26日舉行的次輪投票，消息刺激當
地股市昨日開市後一度飆升5.63%。原本被看好的社會黨
候選人席爾瓦，得票率僅21.3%，令不少人大跌眼鏡。
54歲的內維斯在慶祝演說中，特別為墜機身亡的社會黨

原候選人坎波斯默哀，希望吸納該黨支持者。他矢言推行
改革，解決經濟增長放緩、貪污等問題。不過66歲的羅塞
夫支持度暫時略勝一籌，有望憑工黨過去的扶貧及創造就
業政績再度連任。
政治分析師塞薩爾估計，第二輪投票雙方的支持率將十

分接近，認為內維斯過去一個月原本落後席爾瓦，現在卻
突然超前，相信他的支持度在下一輪投票中將大增。

■法新社/路透社/美聯社

泰王割膽囊 情況改善
86歲的泰王普密蓬上周五再度因感冒及心率上升入院，

王室昨日證實泰王於前晚接受膽囊切除手術，並引述醫生
指手術過程順利，泰王整體健康狀況已有改善。
聲明指，泰王上周五晚入院後接受電腦斷層掃描等檢

查，發現膽囊發炎和嚴重腫脹，醫生於是在前晚為他進行
75分鐘腹腔鏡手術，切除膽囊。泰王手術後情況良好，心
率下降，血壓回復正常水平，亦已退燒，醫生繼續為他進
行抗生素及靜脈注射。聲明沒有提及他何時出院。

■法新社/路透社

小啟：今日《環球SO FUN》因稿擠暫停一天，敬希垂注。

個人電腦生產商惠普昨日宣布
將業務一分為二，把個人電腦和
打印機業務，從企業硬件及服務
業務中分拆出來。分拆計劃將透
過免稅的股東股份分配形式進
行，若獲公司董事局通過，將於
明年完成。惠普表示，重組將導
致共5.5萬員工被裁，較先前估
計的多最少5,000人。路透社引
述知情人士透露，惠普最近曾與
儲存和雲端運算公司EMC洽談
合併，試圖擴大雲端業務。
據報，分拆將為惠普及新公司

帶來每年超過 500 億美元(約
3,878 億港元)的盈利。根據計
劃，惠普將分拆為惠普公司(HP
Inc) 及 惠 普 企 業 公 司

(Hewlett-Packard Enterprise)。前
者專責個人電腦和打印機業務，
後者專責企業硬件服務。行政總
裁惠特曼將負責領導惠普企業公
司；個人電腦和打印機部門主管
韋斯勒則會擔任惠普公司的行政
總裁。分析指，惠普分拆業務有
利日後與EMC合併，若兩企合
併，市值將高達1,300億美元(約
1萬億港元)。
隨着愈來愈多人轉用流動裝

置，個人電腦銷量持續滑落，令
惠普收入下挫。公司上個財年的
整體盈利下跌6.7%，其中打印
機及個人裝置業務錄得559億美
元(約4,336億港元)盈利，佔全公
司盈利的一半；但營運業務的銷

售下跌了7.1%。

刺激美股早段升72點
惠普宣布分拆上市計劃，加上

醫療設備生產商BD擬收購競爭
對手CareFusion，併購消息刺激
美股昨早段上升。道瓊斯工業平
均指數早段報17,082點，升72
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1,977
點，升9點；納斯達克綜合指數
報4,488點，升13點。
歐股上揚，英國富時100指數

中段報6,584點，升56點；法國
CAC指數報4,316點，升34點；
德國DAX指數報9,288點，升93
點。 ■《華爾街日報》/
彭博通訊社/《紐約時報》/美聯社

受歐債危機及歐洲經濟持續放緩
影響，位於法國的巴黎迪士尼樂園
近年入場人數不斷下滑，導致營運
公司歐洲迪士尼(Euro Disney)債台
高築，不得不向母公司迪士尼求
救。歐洲迪士尼昨日宣布獲迪士尼
注資約10億歐元(約97.4億港元)，
暫時緩解財困危機，但消息拖累
Euro Disney 股價昨日最多跌
23%，是6年多以來最大跌幅。

根據協議，迪士尼將向歐洲迪士
尼提供4.2億歐元(約41億港元)現金
注資，同時以債換股方式，額外提
供6億歐元(約58.4億港元)注資。注
資完成後，歐洲迪士尼現金將增至
2.5億歐元(約24.3億港元)，淨負債
將由目前的17.5億歐元(約170億港
元)降至10億歐元。
迪士尼是歐洲迪士尼最大股

東，持有約39.8%股份。巴黎迪

士尼自1992年開業以來，備受
入場人數不足及債務問題困擾，
去年錄得1,490萬入場人次，雖
然仍然多過巴黎鐵塔和羅浮宮入
場人數總和，但實際按年大減
6.9%。今年上半年樂園淨虧損達
約1.04億歐元(約10.1億港元)，
按年增加16%。

■法新社/美聯社/彭博通訊社/
英國《金融時報》

巴黎樂園告急 迪士尼泵水近百億

■■敘北城鎮科巴敘北城鎮科巴
尼遭尼遭「「伊斯蘭國伊斯蘭國」」
狂轟狂轟，，冒出滾滾冒出滾滾
黑煙黑煙。。 美聯社美聯社

■■慘遭肢解烹屍的馬揚
慘遭肢解烹屍的馬揚。。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疑兇福爾克疑兇福爾克
■疑兇在警方到場時逃走，其後被發現於附

近街道割喉自殺。
網上圖片

澳廚師肢解變性賣淫女友澳廚師肢解變性賣淫女友 化學品烹屍化學品烹屍

■■「「伊斯蘭國伊斯蘭國」」武裝分子在敘北城武裝分子在敘北城

鎮科巴尼一處山頭插旗
鎮科巴尼一處山頭插旗。。 法新社法新社

■■一批年長婦女手持長槍
一批年長婦女手持長槍，，準備與科巴尼共存亡

準備與科巴尼共存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