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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耳其伊斯坦布爾阿塔圖克國際機場前晚發生自殺式襲擊，3名槍手闖

入機場入境大堂及的士站，亂槍掃射途人，再引爆身上炸彈，造成最少

41人死亡，239人受傷，其中13名死者為外國人。反恐專家分析，該次

恐襲與早前比利時布魯塞爾機場襲擊極為類似。土耳其總理伊爾迪里姆

估計，事件同是極端組織「伊斯蘭國」（ISIS）所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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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閉路電視片段顯示炸彈爆炸一閉路電視片段顯示炸彈爆炸一
刻刻。。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土國警方鑑證人員到土國警方鑑證人員到
場收集證據場收集證據。。 法新社法新社

槍手前晚闖入機場後，大批旅客和工
作人員惶恐萬分，不少人拚死擠上接駁
巴士逃生，有大人與小童失散，行李散
落一地。1名地勤人員表示，兩次爆炸
相隔約數分鐘，其間槍聲不斷，在場乘
客都四處逃竄。
南非遊客羅斯憶述，他目睹一名沒蒙

面的襲擊者亂槍掃射，當時雙方相距只
有50米，他和妻子連忙躲在櫃台後。羅
斯站起偷看，發現槍手四處張望，不久
後走下扶手電梯，「接下來聽到更多槍
聲，然後有一下爆炸聲，就結束了」。
來自美國紐約的納比勒與妻子事發時在
餐廳用膳，其間突聞槍聲，二人急忙逃

到一間髮型屋，只見窗外子彈橫飛，兩
夫婦都緊緊相擁，互相安慰。

抵步航班留客機上
63歲的賽義杜事發時剛從塞浦路斯飛

抵土耳其，當時機組人員為保乘客安
全，要求他們留在飛機內逾句鐘，至恐
襲結束才容許各人下機。賽義杜進入機
場大樓後，只見滿目瘡痍，大部分商店
被嚴重破壞，一具具覆蓋白布、嚴重炸
傷的遺體平放地上，窗戶滿佈彈孔，地
上則有大量玻璃碎及血跡，有傷者坐在
草地等候救援。 ■《華爾街日報》/

《時代》周刊/法新社

乘客憶逃生：子彈橫飛

全球多國及多個國際組織紛紛譴責伊斯
坦布爾機場恐襲。美國白宮發言人歐內斯
特發表聲明，斥襲擊者「令人髮指」，美

方會堅定不移地支持土耳其，聯同各國盟
友共同對抗恐怖主義威脅。聯合國秘書長
潘基文稱，希望盡快把襲擊者繩之以法，
強調國際社會需加緊合作。

中方籲國人遊土注意安全
中國外交部發言人洪磊昨日對事件予以

強烈譴責，重申中方反對一切形式的恐怖
主義，呼籲國際社會加強反恐領域合作，
維護地區和平穩定。洪磊引述中國駐伊斯
坦布爾總領館報告指，事發期間約有90多
名中國乘客候機，目前滯留機場，館方已
聯繫他們，確認安全，提醒前往土耳其的
中國公民「注意安全」。中國外長王毅已
致電土耳其外長恰武什奧盧慰問。

■土耳其《每日晨報》/土耳其
《自由日報》/法新社

各國譴責 促合作反恐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孔雯瓊 上
海報道）土耳其伊斯坦布爾機場發
生恐襲後，記者聯繫幾家大型旅行
社，了解到上海有遊客在土耳其，
初步證實安全，目前多個旅行團行
程未有明確改動；而土耳其航空公
司昨日取消3班從伊斯坦布爾分別
飛往北京、上海和廣州的航班。
攜程旅遊表示，恐襲發生時，該
公司在當地的旅行團及自由行的
200多位客人，均遠離機場，確認
安全。旅行團遊玩路線暫不受影
響。攜程同時會根據航空公司最新
政策，為近期調整出行計劃飛往土
耳其的旅客辦理退票、改簽。
途牛表示，共有249名客人在土

耳其，正逐一確認安全狀況，尚未
發現有遊客受影響。眾信旅遊則表
示，目前上海、北京等地均未有團
在土耳其；中青旅遨遊網稱，其在
土耳其的客人已離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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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尹妮）伊斯坦布爾機場
前晚發生恐襲，香港旅遊業議會總幹事董耀中
表示，事發時香港有4個旅行團共80人於當地
旅遊，沒有傷亡，其中1團今日返港，餘下3團
分別在7月2日至3日陸續返港。保安局外遊警
示制度仍將土耳其定於黃色級別，提醒市民外

遊時留意當地局勢，提高警惕。
香港入境事務處發言人稱，入境處正透過外交部

駐港特派員公署、中國駐伊斯坦布爾總領事館及香
港旅遊業議會了解情況，至今未接獲港人求助，入
境處會繼續與公署、總領館及旅議會保持密切聯
繫，留意事態發展。

四港團平安 無港人求助

土耳其橫跨歐亞兩
洲，最大城市伊斯坦布
爾（君士坦丁堡）更曾
是東羅馬帝國千年古
都，與歐洲淵源甚深，

近年亦一直希望加入歐盟。然而，歐盟
各國憂慮土耳其移民湧入，加上土國人
權狀況平平，故對該國入歐的態度長期
冷淡，近來當地恐襲不斷，勢必增添土
國入歐難度。

土耳其深受伊斯蘭文化影響，與歐洲
的基督教文明格格不入，加上鄂圖曼
帝國與歐洲歷史宿怨甚深，一戰時期
更被指屠殺亞美尼亞人，使歐洲一直
不願視土耳其為自家人。土耳其早於

2005年申請加入歐盟，但進度長期膠
着。英國首相卡梅倫早前更形容，土
耳其「到公元3000年也不會入歐」。

去年歐洲難民潮爆發，歐洲多國叫
苦連天，更發展成人道危機。土耳其
把握這機會，以協助收容希臘遣返的
難民為利誘，換取歐盟開放土耳其公
民免簽證，並承諾盡快重開土國入歐
談判，入歐一事似迎來曙光。然而從
去年起，土耳其恐襲轉趨頻密，法國
及比利時亦接連遇襲，歐洲多國憂慮
一旦向土開放邊境，可能使恐怖分子
更易湧入，土耳其好不容易得來的入
歐機會，或許將在槍聲中化為泡影。

■記者 黎耀康

「脫亞入歐」難上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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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國嚴重恐襲1年8宗
2015年7月20日：東南部庫爾德
人聚居城鎮敘呂奇發生自殺式炸
彈襲擊，34死約100傷。當局指
是「伊斯蘭國」(ISIS)所為。

2015年10月10日：首都安卡拉
親庫爾德集會遭雙重自殺式炸彈
襲擊，103死逾500傷，為土國史
上最嚴重襲擊。當局歸咎ISIS。

2016年1月12日：1名敘利亞男
子在伊斯坦布爾蘇丹艾哈邁德廣
場引爆身上炸彈，11名德國遊客
死亡，16人傷。

2016年2月17日：「庫爾德工人
黨」(PKK)激進分支「庫爾德自由
之鷹」(TAK)在安卡拉發動針對軍
方的汽車炸彈襲擊，最少29死。

2016年3月13日：TAK再於安卡
拉發動自殺式汽車炸彈襲擊，34
死多人傷。

2016年3月19日：伊斯坦布爾一
條購物大街發生自殺式炸彈襲
擊，3名以色列人及1名伊朗人
死。當局歸咎ISIS。

2016年6月7日：伊斯坦布爾發
生針對警車的炸彈襲擊，最少7
名警員及4名平民死。

2016年6月28日：伊斯坦布爾阿
塔圖克國際機場發生恐襲，最少
41死200多人傷。

法新社/美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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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晚約9時50分，3名持AK47自動步槍的槍手
乘的士抵達機場，他們身穿黑衣但沒有蒙

面，其中一人到的士停車處施襲，另兩人則前往
入境大堂，在禁區入口外施襲。閉路電視片段顯
示，首名槍手引爆炸彈後，大批旅客慌忙逃跑，
第二名槍手接續開火，不久後被警員擊傷倒地。
警員其後趨前擬制服槍手，卻發現對方身上有炸
彈，於是急忙離開，現場隨即再發生猛烈爆炸。

事發時外國政要落機
當局接報後派出約30架救護車到場，並封鎖現場

陸路及航空交通，所有航班一度暫停升降，逾4小
時後陸續恢復，但仍有多班航班延誤或取消，其中
單是土耳其航空已有1,500名轉機乘客滯留，入境
大堂部分天花亦倒塌。事發期間，到訪土國的阿爾
巴尼亞總理拉馬及其隨員乘坐的專機剛降落，隨即
被護送離開機場。

傳外國人入境施襲
伊斯坦布爾國際機場屬遊客進入土耳其的主要門

戶，也是全球最繁忙機場之一。當局指大部分遇難
者是土耳其公民，包括2名警員，13名遇害外國人
分別來自沙特阿拉伯、伊拉克及突尼斯等地。

消息指有第4名兇徒在逃，亦有傳已知的3名兇徒
是外國人。伊爾迪里姆表示，暫未接獲相關情報。
中國駐伊斯坦布爾總領館表示，暫未接獲中國
公民傷亡報告，已準備隨時救助中國公民，並派
領事官員到機場慰問滯留公民。路透社一度引述
消息說遇難者包括1名中國人，中國駐土耳其大使
館其後指出，該死者是華裔移民後代，在土耳其
土生土長。

手法如布魯塞爾翻版
今次是伊斯坦布爾今年發生的第4宗嚴重恐襲，

暫未有組織承認責任。當局初步估計，前晚的襲
擊是由ISIS發動。1名反恐專家亦指出，槍手襲擊
手法非常類似ISIS在布魯塞爾機場的方式。
土耳其政府宣佈昨日全國哀悼1天，政府機構下

半旗致哀。伊爾迪里姆已前往伊斯坦布爾，指揮
調查工作及探望傷者。總統埃爾多安批評恐怖分
子襲擊無辜平民，是針對土耳其以至全人類的行
為，他警告世界各地現時均受恐怖主義威脅，
「對恐怖組織而言，伊斯坦布爾、倫敦、柏林和
芝加哥其實沒分別」，促請國際社會合力反恐。

■土耳其《每日新聞》/土耳其《每日晨報》/
《每日郵報》/路透社/法新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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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斯坦布爾機場遭恐襲後伊斯坦布爾機場遭恐襲後，，警方嚴陣以警方嚴陣以
待布防待布防。。 美聯社美聯社

■■槍擊和爆炸後槍擊和爆炸後，，救援人員搜救傷者救援人員搜救傷者。。 路透社路透社

■■伊斯坦布爾機場遭恐伊斯坦布爾機場遭恐
襲後死傷枕藉襲後死傷枕藉。。 法新社法新社

■■閉路電視拍下藍褲路人閉路電視拍下藍褲路人（（上圖上圖））疑似疑似
用用AKAK4747開槍掃射的兇徒開槍掃射的兇徒（（下圖下圖）。）。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閉路電視拍下戴黑超路人疑為閉路電視拍下戴黑超路人疑為
三兇徒之一三兇徒之一。。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