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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警指，襲擊者所持護照
資料顯示他是25歲的

艾哈邁德．阿勒穆罕默德，出生
於敘利亞伊德利卜。塞警截獲男

子所持護照除照片不同外，其他資
料完全一樣，顯示所有護照均可能

是偽造。法國調查人員相信，護照屬一
名敘利亞政府軍士兵，他在數月前死亡，
不法分子可能從他身上取走護照，又或是
用他的身份偽造證件。

真難民愧疚 邊境認無法驗證
今年以來，已有約67萬名難民經希臘進

入歐洲。英國下議院內政事務委員會主席瓦
斯指，需盡快向希臘等歐洲南部難民闖關的

「前線」國家提供設備及專家，應對偽造護
照問題。歐洲邊境管理局(Frontex)亦承認，
沒有驗證護照真偽的儀器。
法國當局至今已證實兩名襲擊者是假扮難

民滲透歐洲，不少身處法國的敘難民對此感
到愧疚，有曾遭敘當局迫害的難民指，覺得
自己像「駕駛的士把襲擊者載到法國」。

土拘8懷疑ISIS 謀扮難民潛德
另外，土耳其當局前日在伊斯坦布爾機

場，截停及扣留8名懷疑「伊斯蘭國」(ISIS)
成員，指他們企圖假扮難民入歐。據報警員
從其中一人身上搜獲手寫筆記，記載了如何
從伊斯坦布爾出發，經希臘、塞爾維亞及匈
牙利等地前往德國。 ■《每日郵報》

巴黎恐襲後，法國當局在國家大球

場外一名襲擊者屍體身上發現一本敘利亞護

照，懷疑他假扮難民進入歐洲。塞爾維亞警方前日透

露，上周六拘捕一名男子，其護照幾乎與襲擊者一模一樣，而本年至

今已截獲7名持這本「護照」入境的難民，顯示歐洲邊境管制存在嚴

重漏洞，恐怖分子輕易買到偽造身份證明文件，混進歐洲伺機施襲。

法國將在
2017 年 舉
行 總 統 選
舉，一直民
望低迷的總
統奧朗德，
在巴黎恐襲

後成功建立「戰時領袖」形象，分析指或有助執政社會
黨的選情，不過長遠始終需要刺激經濟或降低失業率，
才能推高民望。另外兩名潛在總統候選人中，主要反對
黨共和聯盟領袖兼前總統薩科齊，需要在支持國家團結
和批評奧朗德之間選擇，顯得左右為難。
由於經濟低迷及失業率高企，61歲的奧朗德目前支持率

只有13%，是法國逾半世紀以來民望最低的總統，執政黨
在3月地方選舉中因而遭遇重挫。但巴黎恐襲可能成為轉捩
點，他周一出席國會聯席會議時，宣佈向「伊斯蘭國」
(ISIS)宣戰，同時加強國內保安，獲議員集體起立鼓掌支
持。民調機構IFOP副總監達比指，奧朗德繼1月《查理周
刊》恐襲後，再次顯示出有能力處理重大突發事件。

勒龐反移民 有利選情
反而反移民的極右政黨國民陣線領袖勒龐，則相信恐

襲有助她提振聲望。47歲的她在難民危機中，民望本
不斷上升，在巴黎恐襲後，她批評奧朗德的保安建議
「幼稚」，又指他領導的政府沒汲取過往恐襲教訓，應
引咎辭職。智庫機構Cevipov分析員舍爾法指，發生恐
襲證明勒龐過往的警告有根據，將有助其選情。

■路透社/《國際財經日報》

加拿大總理杜魯多在上月大選中承諾，會在今年接收2.5萬名
敘利亞難民，不過巴黎恐襲後，收容計劃備受批評。西部薩斯
喀徹溫省省長沃爾向杜魯多發公開信，要求取消計劃，指即使
只有極少數不懷好意的人藉難民潮入境，亦可帶來災難性後
果。魁北克省最新民調亦顯示，73%受訪者擔心會因接收難民
而遭受恐襲。不過，正在菲律賓出席亞太經合組織(APEC)峰會
的杜魯多回應指，仍會履行競選承諾。
渥太華大學中東及國際恐怖主義問題專家法索利則建議，甄

別過程不應太快，若因甄別太倉促而讓恐怖分子混進加國，則
後果嚴重。 ■法新社/路透社

「伊斯蘭國」(ISIS)承認發動巴黎恐襲後，黑客組
織「匿名者」在網上向ISIS宣戰，稱將向其發動
「有史以來最大規模網絡攻擊」。不過ISIS反而回
罵對方是「白癡」(idiots)，稱「你們現在也只能入
侵twitter和電郵而已」。
「匿名者」在影片中向ISIS表示「全世界的匿名
者都將追緝你」、「我們會找到你，我們不會放過
你」。由於ISIS的twitter賬戶遭封鎖，他們透過通
訊軟件Telegram回罵匿名者，並教導支持者如何防
範遭黑客入侵。 ■The Hill網站

巴黎恐襲疑犯
被指持敘利亞
護照入歐，加
劇歐美反難民
情緒，美國近

半州份相繼表態拒收敘難民。美
國總統奧巴馬昨日罕有開腔，猛
烈抨擊相關言論反映政客對難民
的危險陷入「歇斯底里」，又批
評共和黨政敵把難民孤兒寡婦妖
魔化，作為明年大選拉票工具。
然而執政民主黨內部也出現裂
痕，資深參議員舒默和新罕布什
爾州州長哈桑已發出反難民聲

音，報道指這反映民主黨開始擔心巴
黎恐襲對美國選民的心理影響。
共和黨籍眾議院議長瑞恩和參議院

多數黨領袖麥康奈爾，都要求華府暫
停接收敘難民。在菲律賓出席亞太經

合組織(APEC)峰會的奧巴馬昨表示，
敵視難民只會淪為「伊斯蘭國」(ISIS)
最好的宣傳。他指現時美國難民審查
措施已足夠嚴謹，共和黨利用社會對
難民恐懼作為大選籌碼，是不負責
任，必須停止。
白宮官員前日與34個州的州長舉行

電話會議，希望平息疑慮。亞利桑那
州州長發言人表示，一次電話會議並
不足夠，該州可按照聯邦法例，就接
收難民進行正式法律諮詢。不過聯邦
政府對難民安置有最終決定權，州政
府亦無權禁止難民進入。

■美聯社/法新社

奧巴馬批政敵 妖魔化孤兒寡婦難民 奧朗德塑「戰時領袖」形象
薩科齊左右為難

收2.5萬敘難民惹爭議
加總理堅持承諾

ISIS罵匿名者
「入侵twitter的白癡」

■■奧巴馬奧巴馬

■■美國近半州份拒美國近半州份拒
收敘難民收敘難民。。 法新社法新社

■■奧朗德奧朗德 ■■薩科齊薩科齊 ■■勒龐勒龐

■炸球場的
艾哈邁德．
阿勒穆罕默
德持有其中
一 本 假 護
照。 路透社

■英國《每日郵報》
記者9月時以1,300
英鎊成功取得偽造敘
利亞護照。網上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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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詐彈」恐嚇白宮航企 澳「地獄山火」4死

研究：睇勵志書更憂慮

金猴獻壽「吉利錢」「博科聖地」人彈襲尼國32死80傷
馬來西亞當

局證實，今年
5 月在該國旅
遊勝地沙巴被
擄走的39歲華
裔工程師鄧德
宏，已被菲律
賓南部武裝組
織「阿布沙耶

夫」斬首處決。警方消息指，鄧德宏家屬無
法付贖金，可能因此激怒匪徒處死人質。大
馬總理納吉布昨日譴責匪徒行徑是野蠻和殘
暴之舉。

報道指，菲律賓警方前日下午在菲國南部的
霍洛島上，發現一個裝有頭顱的麻袋，袋上標
有鄧德宏名字的英文拼音。菲媒引述當地陸軍
將領指，鄧德宏因腳傷導致行動不便，拖累武
裝分子逃避菲軍圍剿，或因此被就地處決。鄧
德宏是阿布沙耶夫所犯的一系列綁架案中，首
名被處死的大馬人質。
阿布沙耶夫武裝分子今年5月闖入沙巴州

山打根一間餐廳，擄走鄧德宏及50歲華裔女
老闆鄧玉芬。據悉阿布沙耶夫曾索取共6,000
萬菲律賓披索(約985萬港元)贖金。鄧玉芬在
家屬支付贖金後，已於上周日獲釋並返回沙
巴。 ■新加坡《海峽時報》

尼日利亞東北部阿達馬瓦州
首府約拉前晚發生自殺式襲
擊，襲擊者在人流密集的停車
場引爆炸彈，造成至少32人
死亡，約80人受傷，當局相
信是極端組織「博科聖地」所
為。總統布哈里誓言剿滅恐怖
組織，指「人類的敵人絕不會
贏，我們手牽手，必將恐怖主
義趕出我們的土地。」
事發在一個停車場，報道稱
共發生兩次爆炸，有小販檔主
指現場佈滿屍體。尼國軍方近

期據報瓦解多宗自殺式襲擊圖
謀，同時透過空襲及地面攻勢
摧毀「博科聖地」營地，殺死
或捕獲一批武裝分子。
巴黎恐襲後，社交網站

facebook(fb)推出「報平安」服
務，但被批厚此薄彼，未在早
前的黎巴嫩恐襲後啟用服務，
fb遂在今次尼日利亞恐襲後推
出同類服務，讓用戶知道當地
親友的情況。

■美聯社/路透社/
法新社

坊間有不少勵志書籍，教人如何可掃除憂慮，聲稱讀後可增
強自信心，又或在事業上取得成功。不過加拿大一項最新研究
顯示，閱讀這類書反而讓人更焦慮，情緒更低落。
蒙特利爾大學精神健康研究所的專家訪問30名勵志書讀者，

透過化驗他們唾液中壓力荷爾蒙皮質醇的水平，測量他們閱讀
後的反應。參與研究的雷蒙德指，結果顯示讀者閱讀某類勵志
書後，在面對壓力時皮質醇水平反而更高；而看另一類勵志書
的讀者，比起沒看的人有更多抑鬱症狀。
加拿大人類壓力研究中心總監呂比昂指，不少人都會購買勵

志書籍，但今次研究顯示這類書未必能產生預期效果。
■英國《都市報》

美國財政部造幣和印鈔局為迎接中國農曆猴年到來，昨日起發
行2016中國農曆猴年1美元和2美元「吉利錢」紀念紙鈔，其中
1美元紙幣限量發行88,888套，每套售價5.95美元(約46港元)；2
美元紙幣8連張限量發行16,888套，每套售價58.88美元(約
456港元)。
按美國發行「吉利錢」的傳
統，猴年「吉利錢」序列號仍
以「8888」開頭。「吉利錢」
裝在紅色套封中，套封正面印
有燙金猴年圖案和「金猴獻
壽」等字樣。翻開套封，上
側有十二生肖的英文介紹，
下方則是 2016 猴年「吉利
錢」。 ■新華社

英國普利茅斯一名15歲少年涉惡意發放大量訊息，癱瘓全

球多個政府及大型企業的網絡，包括攻擊中國政府的網站，又

透過社交網站向美國白宮和北美2間航空公司發「詐彈」恐

嚇。他周一被控以3項「不當使用電腦」罪和兩項刑事罪，獲

准保釋，定於下月18日在普利茅斯青少年法庭提堂。

案情指，該少年早前涉嫌故意發放大量資
訊，以「阻斷連線」方式癱瘓歐、亞、非

和北美等地多個網站，目標包括非洲多間狩獵旅
遊公司及美國佛羅里達州一個海洋主題公園，據
悉後者因網絡癱瘓而損失約50萬美元(約388萬港

元)。負責調查網絡罪案的警員，於今年
5月在少年的住所拘捕他。
警方指，被捕少年的家庭背景正常，指他由於

發放大量資訊導致多個政府及企業網站關閉，除
構成滋擾外，亦令部分企業蒙受金錢損失。警方

續稱，今次案件與英國電訊及寬頻網絡供應商
TalkTalk網站上月遭黑客入侵事件無關。

■《每日電訊報》/英國廣播公司

沙巴華裔人質 遭阿布沙耶夫斬首

涉襲中國政府網涉襲中國政府網
英英1515歲黑客被控歲黑客被控

■■華裔工程師鄧德宏華裔工程師鄧德宏

■■11美元美元「「吉利錢吉利錢」」

■■山火蔓延山火蔓延

澳洲西澳省周日因閃電引發夏季以來首宗山林大火，火勢迅
速蔓延，主要火場位於珀斯東南部約750公里的埃斯佩蘭斯，
數百名消防員日以繼夜灌救。截至昨日山火至少造成4人死
亡，共30萬公頃林木焚毀。
西澳省消防與緊急服務(DFES)部長格雷格森表示，2男2女駕

車逃避山火時身亡，未知是因發
生車禍還是山火造成。其中1名死
者是農夫，在逃生前曾駕車警告
其他居民發生山火。另外3名死
者據報為外籍背包客。DFES
警告，山火正朝東北方蔓
延，火焰高達2米，威脅薩蒙
格姆斯及格拉斯帕奇市。
埃斯佩蘭斯行政首長布朗

形容昨日是「地獄日」，指
山火破壞力驚人。澳洲氣象
局(BOM)天氣預報員芬克指
出，埃斯佩蘭斯屬於內陸低
谷，天氣乾燥炎熱，加
強火乘風勢，令山火一
發不可收拾。

■路透社/法新社

■■1515歲黑客曾向白宮發歲黑客曾向白宮發「「詐詐
彈彈」」恐嚇恐嚇。。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