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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斯蘭國」
製假護照 謀扮難民襲歐

英搗破炸彈工場 5狂徒落網
英國再現恐襲危機，警方前日於西米德蘭茲地區的
乎 18 至 37 歲的男子，懷疑他們串謀煽動或從事恐怖活
動。警方更派出爆炸品處理組，搜查伯明翰一處民居，
懷疑是製造炸彈工場。另外，歐洲刑警負責人溫賴特警
告，極端組織「伊斯蘭國」(ISIS)正製造假護照，安排
成員喬裝敘利亞難民混入歐洲，發動新一波恐襲。

西米德蘭茲郡警方前日中午採取行動，派出
多架警車、消防車及數十名警員到伯明翰

佛羅倫斯街一處民居，封鎖附近街道，數小時後
更派炸彈專家、拆彈機械人及士兵到場，並要求
現場人士留在室內，以策安全。警員在現場逗留
數小時搜集證據。

法比恐襲疑犯曾到訪
《泰晤士報》引述消息指，被搜查的民居是炸
彈工場，情報部門已留意一段時間，警方則稱派
出炸彈專家只是「以防萬一」。另有報道指，參
與去年法國巴黎恐襲及今年比利時布魯塞爾恐襲
的一名核心人物，去年曾到訪該處。
警方事後發聲明稱，是根據情報採取行動，會

繼續搜捕涉案人士，相信公
眾安全不受威脅。附近居民
馬丁形容，前日出動的警員
人數前所未見，獲悉事件涉
及恐怖主義後相當驚訝，
「這種事跟我僅一街之隔，實在很可怕」。商店
東主侯賽因則表示，行動使他大半天未能營業，
估計前日收入僅及平常一成。

歐擬派200人赴希阻截
溫賴特前日接受傳媒訪問，表示 ISIS 正改變
戰略，策劃向歐洲施襲，轉移支持者對戰事失利
的注意力，部分極端分子嘗試使用假護照裝成難
民入歐，並向其他難民灌輸激進思想。歐洲刑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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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路透社
計劃在未來數周，向希臘派遣 200 人的小隊，阻
截企圖入境的極端分子。
此外，數以千計曾在敘作戰的歐洲人正陸續回
國，溫賴特認為他們的潛在威脅或持續多年，各地
政府必須努力讓他們重投社會。溫賴特又提到涉及
大量不法交易的「暗網」(Dark Net)，指它們牽涉
軍火走私，加上警方難以追查買賣雙方身份，將是
歐洲安全的重大挑戰。
■《伯明翰郵報》/
《倫敦標準晚報》
《每日郵報》
/
《衛報》
/
/路透社

「暗網」難追查
恐怖分子「軍火商」

伯明翰及特倫特河畔斯托克採取行動，拘捕 5 名年齡介

德 國 18 歲 學
生松博利上
月在慕尼黑
商場開槍射
殺 9 人，警方
近日調查出現突
破，在臥底行動中，拘捕一
名利用俗稱「暗網」(Dark
■檢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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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手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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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t)地下市場售賣軍火的 31
歲無業男子，他聲稱曾先後兩次把Glock 17手槍和350
發子彈賣給松博利，反映「暗網」交易日趨氾濫，恐怖
分子今後或更多利用「暗網」購買武器施襲。
警方追查另外兩宗透過「暗網」進行的軍火買賣
時，派臥底探員接觸該名供應槍彈的男子，他期間吹
噓曾售賣手槍和彈藥予松博利。據報松博利早於去年
12 月，已利用 Mauracher 的名字，在網上要求購買槍
彈，最終花了4,350歐元(約3.7萬港元)購得。
不法分子利用「暗網」非法交易各種物品，包括藥
物、兒童色情物品及軍火。「暗網」不會在主流搜尋
引擎中顯示，使用者需隱藏身份，幾經轉折才能找
到。英國保安分析員埃默森表示，如果連青年也能找
到「暗網」，罪犯或恐怖分子絕對可以，「通常我們
都可以追蹤恐怖分子使用的槍械來源，但透過『暗
網』交易則難以追查」。
■《獨立報》

12 歲藍眼劊子手 處決
「伊斯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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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俘虜
■血腥處決

■如被洗腦

極端組織「伊斯蘭國」(ISIS)近日再次發佈年幼
劊子手處決俘虜的片段，其中一名負責行刑的
兒童擁有白皮膚及藍眼睛，化名布里坦尼(Britani)，名字有「英國人」的意思，懷疑他很可
能來自英國。布里坦尼相信是一名從英國投奔
敘利亞、被無人機炸死的英籍聖戰分子的兒子，
他年僅 12 歲，能操流利阿拉伯語，擅長使用槍
械，深得其他英籍聖戰分子歡迎。
片段長約 9 分鐘，相信在 ISIS 位於敘利亞的
根據地拉卡拍攝。5 名劊子手據報分別來自英
國、埃及、突尼斯、土耳其及烏茲別克，他們
都穿上軍服、戴黑帽及黑色手套，身前各有
一名身穿橙色囚衣的俘虜。其中一名男童以
阿拉伯語發言，稱即使得到美國、法國、英
國及德國幫助，也沒人能拯救這些庫爾德族
人，又掌摑面前的俘虜。5 名男童之後先向
天舉槍，再向面前的俘虜頭部開槍。

若被捕遣返英 可控謀殺
報道指，由於英國刑事法起訴年齡
為10歲，意味片中男童一旦被捕並遣
返英國，將很可能被控以謀殺。
■《每日郵報》/《每日鏡報》/
英國《太陽報》/英國廣播公司

■冷血微笑

法國多個沿海城市早前實施禁
令，嚴禁遊客在沙灘穿着包裹全身
的「布堅尼」穆斯林泳衣，引起爭
議。最高行政法院前日以禁令侵犯
宗教及個人自由為由，推翻盧貝新
城的禁令，但包括尼斯在內的多個
城市，揚言會繼續實施禁令。
法院裁決指出，地方政府必須證
明在海灘穿着「布堅尼」，對公眾
安全構成風險，才可實施禁令，但
在盧貝新城的個案中並沒存在相關
風險，遂推翻禁令。聯合國和穆斯
■最高行政法院以侵犯宗教及個人自由為由，推翻
林組織均歡迎裁決。
「布堅尼」禁令。
美聯社
多個禁制「布堅尼」的市政府大
為不滿，弗雷瑞斯市長拉什利納堅持禁令仍然有效，但當局並沒展開法律程序推翻裁決；科西嘉
島西斯科市長維沃尼亦表示會維持禁令，以「保障市民及財產安全」。

比利時稱難禁 擬擴安檢權
比利時首相米歇爾昨日表示，「布堅尼」和潛水衣、T 恤其實差異不大，很難從法令上禁止，
但為確保公共場所安全，考慮擴大保安人員的安檢權力。
另外，法國內政部前日發聲明，指兩名摩洛哥人受激進思想影響，成為伊斯蘭武裝分子，嚴重
威脅法國安全，下令驅逐兩人出境。
■法新社/路透社

擲手榴彈駁火
孟咖啡店恐襲主腦遭擊斃
孟加拉昨日根據線報，派出特種部隊
到首都達卡外圍的納拉揚甘傑，突襲相
信 是 本 土 伊 斯 蘭 聖 戰 組 織 JMB 的 巢
穴，其間擊斃 3 名恐怖分子，包括策
劃上月達卡咖啡店恐襲的幕後主腦喬

杜里。
警方表示，恐怖分子被包圍後拒絕投降，
更向警員投擲數枚手榴彈，又用 AK-22 步
槍開火。警方攻入現場，擊斃 3 名恐怖分
子，行動持續1小時。

塌橋泰山壓頂
貨車遭殃

英國肯特郡發生罕見車禍。一輛載着推土機的貨車在 M20 公路行
駛期間，撞中一條行人天橋的橋墩，部分橋身倒塌，壓毀兩輛貨
車，警方封鎖來回行車線，現場交通癱瘓近6小時。
事故中一名 50 多歲電單車司機受傷，送院後並無大礙，相信無人
被困。
由於正值假期，大批民眾乘車沿 M20 公路前往肯特，準備往歐洲
大陸度假，道路封閉期間，現場出現長長車龍，部分司機下車了解
情況。有消息指出事行人天橋正進行維修。
■法新社/英國《太陽報》

30 歲的喬杜里是在孟加拉出生的加拿大
公民，2013 年由加拿大返國。他涉嫌策劃
上月 1 日襲擊達卡戈爾尚區一間咖啡店，造
成22人死亡，包括17名外國人。
■法新社/路透社/美聯社

抗衡中國
安倍 億投資非洲

法沿海城市反抗
揚言續禁布堅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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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倍

日本首相安倍晉三昨日於肯尼
亞首都內羅畢，出席第 6 屆非洲
開發會議(TICAD)。他在會上承
諾，從今年開始分 3 年向非洲投
資 共 300 億 美 元 ( 約 2,327 億 港
元)，當中 100 億美元(約 776 億港
元)用於發展基建。
安倍表示，有關資金將來自公
共及私人領域，日本政府的資金
將透過與非洲開發銀行合作批
出。他形容這筆投資反映日本對
非洲前景充滿信心，以及促進日
本與非洲共同發展。
今屆 TICAD 會議首次於非洲
舉行，出席元首包括肯尼亞總統
肯雅塔和南非總統祖馬。分析
指，日本一直有意開發非洲的天
然資源，希望藉着支援非洲發
展，抗衡中國在非洲的龐大影響
力。
■法新社/路透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