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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塔爾遭7國海陸空封殺
阿拉伯爆「斷交風暴」被指支援恐怖主義

沙特阿拉伯昨在官方媒體發聲明，指
控卡塔爾支援武裝組織，並暗指卡

塔爾半島電視台宣揚極端思想，「(卡塔
爾)與包括穆斯林兄弟會、『伊斯蘭國』
及『基地』等多個恐怖組織過從甚密，
企圖影響區內穩定，並透過該國媒體持
續宣傳組織的思想及計劃。」聲明又提
到卡塔爾涉嫌支援獲伊朗支持的武裝分
子，在卡塔爾東部什葉派穆斯林聚居地
及巴林運作。

逐公民外交官 航班停飛
沙特等7國宣佈召回在卡塔爾的外交
人員，同時驅逐卡塔爾外交官，卡塔爾
同時被逐出由沙特領導、於也門對抗什
葉派穆斯林胡塞武裝的聯盟。民間接觸
方面，這些國家限令卡塔爾公民及旅客
在兩周內離開。至於沙特阿拉伯航空、
阿聯酋航空、伊蒂哈德航空，以及廉航
迪拜航空與阿拉伯航空昨日宣佈，今日
起停止來往卡塔爾的航班。埃及亦禁止
卡塔爾使用埃及領空及港口。
卡塔爾外交部對決定表示震驚及遺
憾，認為各國只依從一些錯誤而毫無事
實根據的指控，指這些國家企圖在卡塔
爾實施監管，此舉侵犯卡塔爾主權。卡
塔爾航空昨宣佈即時停飛所有到沙特的
航班，至香港時間昨晚7時59分，暫未
知會否延長。

圖與伊朗修好成導火線
今次斷交導火線源於上月底卡塔爾政
府網站發放消息，指該國元首塔米姆批
評多個阿拉伯國家的領袖，又要求他們
與伊朗修好。因伊朗一向與其他阿拉伯
國家關係欠佳，消息一出隨即引起多國
不滿，即使卡塔爾其後指網站遭黑客入
侵，發放假消息是針對該國的敵對傳媒
戰，但其他阿拉伯國家並不相信，並決
定封鎖半島電視台等卡塔爾媒體。
美軍於卡塔爾烏代德空軍基地設有中

央司令部，並在當地部署逾萬士兵，而
美軍第5艦隊則駐紥巴林。

阿拉伯世界分裂勢損反恐戰
今次阿拉伯世界陷入分裂，有可能影
響美軍部署，甚至妨礙反恐戰。卡塔爾
過往亦曾因支持伊斯蘭分子而遭鄰國批
評，其中支持埃及前總統、穆斯林兄弟
會成員穆爾西，更促使沙特、阿聯酋及
巴林於2014年3月召回駐卡塔爾大使，
直至8個月後卡塔爾下令穆斯林兄弟會成
員離國，才重新派駐外交人員，不過當
時該3國並無中斷與卡塔爾的交通聯繫。

2022年世界盃或受影響
卡塔爾將於2022年主辦世界盃足球

賽，國際足協(FIFA)昨發表簡短聲明，指
他們與卡塔爾維持正常聯絡，並已
就今次外交危機聯絡主辦單位。
美國波斯灣問題專家烏爾里
森表示，若卡塔爾陸上
和空中邊界關閉一段
時間，恐嚴重影響
2022年世界盃的
時間表。

■路透社/
法新社/
《衛報》

航班
■作為重要的交通樞紐，卡塔爾首都
多哈是不少來往歐亞旅客的首選中轉
站。不過，在沙特等多國不再向卡塔爾的

航空公司開放空域後，將令這些航班需更
改飛行路線，從而增加飛行時間，此舉不

單會令燃油費上升，同時使旅客行程受阻
延，他們或會改到其他國家轉機。

食物供應
■卡塔爾位處沙漠，難以種植食物，因此

每日均要靠與沙特連接的唯一陸路邊境，
透過貨車運送食物，而這條路線更佔去卡

塔爾耗費食物的4成。在沙特切斷與卡塔
爾的陸路連繫後，後者須依賴從海空運送

的食物，勢必推高物價，影響民眾生計，
甚至增加王室成員的執政壓力。

建造業
■卡塔爾正為5年後的世界盃興建8個場

館，同時進行興建新港口及鐵路等工程。
不過包括石屎及鋼筋等主要建材，均透過

船運及由鄰國沙特經陸路運抵，在關閉陸
路邊境後，將推高建造費及造成延誤，令

本身已面臨建築物料短缺的卡塔爾建造
業，承受更大停工風險。

■英國廣播公司

斷交對
卡塔爾影響

阿拉伯世界爆發近年最嚴重的外交風

波，巴林、沙特阿拉伯、阿聯酋、埃及

昨日以卡塔爾支援恐怖主義為由，宣佈

斷絕與對方的外交關係，也門、北非國

家利比亞及印度洋島國馬爾代夫，其後

亦宣佈與卡塔爾斷交。各國分別頒佈針

對措施，包括驅逐卡塔爾外交人員離

境、暫停雙方的海陸空聯繫，部分國家

更要求境內的卡塔爾公民離開，但前赴

沙特朝聖的人士則不受此限。由於中東

地緣政治局勢升溫，國際油價昨日一度

彈升1.24%，報每桶50.57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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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nsions have escalated over
accusations Doha sponsors
terror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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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特阿拉伯等7國昨宣佈與卡塔爾
斷交，觸發區內股市急跌。卡塔爾股
市一度急瀉約8%，其後跌幅收窄，
收市仍跌7.4%，是自2014年12月以
來最大跌幅，迪拜及沙特股市則分別
下跌1.7%及0.8%。美股昨早段全線
向下，道瓊斯工業平均指數報21,170
點，跌36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
2,435點，跌3點；納斯達克綜合指數
報6,301點，跌4點。
卡塔爾股市19隻成份股中，11隻股

價跌幅介乎9%至10%；10年期債券
息率升23基點至3.366厘，為3月以
來最高。卡塔爾本幣里亞爾的12個月
期貨合約，升至逾1年來最高水平，
意味投資者傾向相信卡塔爾貨幣會貶
值。
卡塔爾債息上升，意味該國舉債成

本更高，除拖慢世界盃場館等興建工
程外，亦會影響卡塔爾貿易及投資，
或造成多達數十億計美元的損失。

■彭博通訊社/美聯社/路透社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尹妮）中東多國與卡
塔爾斷交可能影響本港，有旅遊業界表示，收
到航空公司擬今日起暫停卡塔爾多哈來往埃及
的航班，相信本港前往埃及的旅行團行程亦受
影響，要改道從土耳其轉機再飛埃及。
旅遊業界立法會議員姚思榮表示，相信事

件對港人影響不大，但來往卡塔爾及香港的航
班成本或增加。
東瀛遊執行董事禤國全提醒市民要密切留

意當地航空公司最新公佈，他表示公司的埃
及旅行團最快9月成團，相信對團友影響不
大。 中東多國與卡塔爾關係近期持續緊張

之際，美國調查新聞網站「The Inter-
cept」日前報道，有組織早前洩露阿聯
酋駐美大使艾爾奧泰巴的電郵，揭發他
與美國的親以色列智庫「保衛民主基金
會」(FDD)有密切關係，並策劃連串抹黑
卡塔爾的行動。

美親以富豪助收買記者
這些可追溯至2014年的

電郵，披露獲立場親以
色列的美國億萬富翁
艾德森資助的FDD，
與阿聯酋有高層次
的秘密合作關係，
他們透過收買記
者，撰寫指控卡
塔爾及科威特支
持恐怖主義的報
道，破壞卡塔
爾 的 國 家 形
象，削弱該國

在地區以至全球的重要性。
其中一封電郵提到FDD與阿聯酋政府

將於下周舉行的會議
上重點談及卡塔

爾，包括卡塔爾半島電視台及它與穆斯林
兄弟會的關係，當中提到半島電視台令地
區不穩，是一個具破壞性的電視網絡。當
日與會者還包括美國前防長蓋茨。
此外，從FDD今年3月傳給艾爾奧泰
巴的電郵可見，他們提及一些在沙特或
阿聯酋經營的非美資企業，計劃到伊朗
投資，於是FDD與阿聯酋試圖向這些
企業施壓，阻止他們到伊朗尋找
商機。

艾爾奧泰巴是美國國安圈
子內的知名人物，曾
被稱為「華盛頓最具
魅力男士」，曾獲美
國國防部官員邀
請，參與國防部策
略會議。

■卡塔爾
《海灣時報》

今次遭中東多國宣佈斷交的卡塔爾，位處
亞洲西南部。憑着豐富的石油及天然氣資源，
擁有雄厚財力，除被譽為「下一個杜拜」外，
更是5年後的2022年世界盃足球賽主辦國。
在發現石油前，卡塔爾主要靠捕漁業及養
殖珍珠支撐經濟，惟日本的養殖珍珠業在上世
紀20年代起打入世界市場後，令卡塔爾頓失
競爭力。不過，該國於1940年代發現石油蘊
藏，便完全改變國家經濟。時至今日，卡塔爾
的天然氣蘊藏量已躍升至全球第3位，令該國
得以在去年的人均國民生產總值(GDP)排名全
球第4。
外交方面，卡塔爾有份促成阿富汗與塔利
班達成和平協議，惟近年先後遭伊拉克、埃及
和敘利亞指責支持恐怖組織於多個阿拉伯國家

的活動。此外，卡塔爾又涉嫌支持與以色列敵
對的武裝組織哈馬斯，同時利用半島電視台的
阿拉伯語頻道，向區內國家散播激進訊息、煽
動伊斯蘭派系分歧，以及宣揚極端組織的思
想，最終引發今次外交風波。■英國廣播公司

卡塔爾停轉機 港埃及團或受影響

「下一個迪拜」辦2022年世盃

阿聯酋駐美使洩電郵
疑抹黑卡塔爾

卡塔爾股市暴瀉7.4%

盟友反目 美陷兩難
陳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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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總統特朗普早前中東之行，呼籲穆斯林國家共同反恐，言
猶在耳之際，沙特阿拉伯等7國昨日便以資助恐怖組織為由，

與卡塔爾斷交。這對美國絕對是壞消息，因美軍在卡塔爾
設有中央司令部，而沙特等中東盟友亦不容有失，否則反
恐力量勢必削弱，華府相信是左右做人難。

卡塔爾國土雖小，但因位處波斯灣中心的戰略要
點，近年成為美國親密戰友。2014年，時任美國總
統奧巴馬便在卡塔爾政府斡旋下，釋放5名塔利班
囚犯，換取美國陸軍中士貝里達爾獲釋，卡塔爾
更受命密切監管這5人，確保他們返回塔利班
後，不會參與恐怖主義罪行。

不過，近來沙特等中東國家眼見卡塔爾與伊
朗關係漸見好轉，加上特朗普不樂見伊朗坐
大，於是借特朗普的反恐呼籲，透過指責卡塔
爾資助恐怖組織，與該國斷交，釋出欲與美國
維持良好關係的訊息，同時向其他中東穆斯林
領袖放話，不容他們支持恐怖主義。
在斷交消息傳出之初，有網民推測中東戰爭

如箭在弦，但這些全是散播恐懼心理之說。首
先，以卡塔爾的國力，根本沒有足夠軍事人員或
器材，橫越沙漠進入沙特國境，更遑論要與這個
中東大國進行地區戰爭。此外，若像也門或敘利亞
般，爆發一場伊朗與沙特之間的代理人戰爭，對卡

塔爾亦絕無好處。
卡塔爾被一眾波斯灣國家包圍，在交通上極度依賴鄰

國，滿足國內的物資需求，它不單沒本錢與一眾鄰國為
敵，長期外交孤立也會造成嚴重損失，最適當的做法可能

是先擺姿態，再讓步尋求和解，屆時特朗普亦無需再在沙特
與卡塔爾之間費煞思量。

■■艾爾奧泰巴艾爾奧泰巴((左左))是美國國安圈子內的知名人物是美國國安圈子內的知名人物，，
圖為他與前國安顧問蘇珊圖為他與前國安顧問蘇珊．．賴斯密斟賴斯密斟。。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卡塔爾正為卡塔爾正為55年後年後
舉行的世界盃興建舉行的世界盃興建88
個場館個場館。。 法新社法新社

■卡塔爾航空昨宣佈停
飛沙特航班。法新社

■卡塔爾民眾在沙特
宣佈斷交後，到超市
搶購食物。 美聯社

■■在去年的全球在去年的全球GDPGDP排名排名，，卡塔爾高卡塔爾高
踞第踞第44位位。。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