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懶理警告爭相搶掠 現場疑有人吸煙

153 人搶油燒成焦屍

巴運油車巨爆
巴基斯坦一架運油車昨日早上在公路行駛時，懷疑超速
導致失事翻側，附近居民偷取漏出的燃油期間，運油車突
然爆炸並引發大火，許多偷油者身陷火海，至少造成 153
人死亡，約 130 人受傷，當中 50 人情況危殆，不少傷者
嚴重燒傷，預料死亡人數會上升。當局正調查爆炸原因，
有目擊者指在場有人吸煙，導致燃油着火肇禍。
事運油車載有 4 萬公升燃
肇油，從南部城市卡拉奇前往

旁遮普省首府拉合爾，當駛至巴
哈瓦爾布爾市外一條高速公路，
懷疑高速轉彎時失控，運油車翻
側並漏出燃油。附近居民目睹事
故後，立即拿着容器飛奔到現
場，收集漏出的燃油，附近一間
清真寺更利用揚聲器，宣佈有運
油車漏油，令更多人湧到現場搶
油。警方在場拉起封鎖線，阻止
群眾接近，但因人數眾多，他們
懶理警告，警方也無法阻攔。

多名兒童喪命 汽車成廢鐵
在居民爭先恐後搶油之際，運
油車約 10 分鐘後猛烈爆炸，冒出
巨大火球，現場民眾無從走避，
身陷火海。死者包括多名兒童，
不少屍體燒至難以辨認，需以脫
氧 核 糖 核 酸 (DNA) 測 試 確 認 身
份。現場滿目瘡痍，約 75 架載村
民到場的電單車及多輛汽車被燒
成廢鐵，用作載油的容器散滿一
地。
現場傷者眾多，部分人身體 7
成皮膚燒傷，軍方派出直升機接

載傷者往附近醫院救治。

慶開齋節交通擠塞 阻救援
由於民眾趕回家鄉慶祝開齋
節，道路非常擠塞，當局在附近
主要高速公路實施交通管制，協
助救護車盡快前往醫院。
消防員灌救逾 2 小時後才撲滅
大火。巴基斯坦總理辦公室發聲
明稱，已指示旁遮普省政府為傷
者提供全面醫療支援，總理謝里
夫對事件造成嚴重人命傷亡深感
悲痛。旁遮普省首席部長沙巴茲
要求所有緊急事故部門參與拯救
行動。
巴基斯坦正義運動黨黨魁伊姆
蘭．罕形容事件是國家災難，網
民紛紛在社交網站向受害者致
哀，並祈求開齋節平安。
巴基斯坦過往因道路失修、車
輛老舊及魯莽駕駛等原因，導致
多宗嚴重交通事故，一輛巴士前
年在巴國南部與運油車相撞起
火，至少62人死亡。
■路透社/法新社/美聯社/
英國廣播公司/
美國有線新聞網絡/Geo T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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傷者火球中尖叫 高溫無法靠近














肇事的運油車運載4萬升原油，爆炸力驚人，從附近來搶油的
居民走避不及，活生生慘被大火吞噬。到場的警員形容場面非
常恐怖，傷者在火球中掙扎尖叫，但高溫令警員無法靠近，只
能眼睜睜看着他們被燒死，公路上遺留下一具具焦屍和骨架。
運油車翻側時，眾人只以為是一宗交通意外，未有防範，10分
鐘後突然爆炸，目擊者形容火勢迅速向外擴散。有清真寺發出廣
播，呼籲村民協助救火，有人拿着裝滿沙和水的桶趕赴，無法接
近火場，消防員最後用了兩小時才將大火撲熄。 ■法新社/美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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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國陷能源危機 日停電 12 小時
巴基斯坦近10年來面對能源危機，每日停電12小時
司空見慣，更拖累經濟發展，估計能源短缺導致經濟增
長平均減少2個百分點，當中主要原因是管治失效。
過去 9 年來，巴基斯坦一直接受國際貨幣基金組織
(IMF)、世界銀行及亞洲開發銀行等機構援助，IMF
要求巴國大幅提高石油產品稅率及能源價格，世銀則
迫使政府為私人企業提供貸款擔保，刺激私人企業投
資能源業，但私營電力企業要求政府保證有拖欠的賬

日歐將敲定最大自貿協定
孤立特朗普
保護主義的美國。

開放核心工業

■協定將加強日歐之間的貿易聯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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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紐約時報》前日報道，歐盟和日本將
敲定歷來最大規模的自由貿易協定，最快本周
宣佈達成協議，該協定將加強日歐雙方的貿易
聯繫，或進一步孤立在總統特朗普帶領下走上

日本外務省拒絕評論報道，但指出「一項廣泛
的協定即將敲定」。日本放送協會稱，日本外相
岸田文雄正準備與主管貿易事務的歐盟委員馬爾
姆斯特倫商定最後細節，最快或於本周宣佈談
妥。日本首相安倍晉三計劃下月到德國出席二十
國集團(G20)峰會前夕，在比利時布魯塞爾會見
歐洲理事會主席圖斯克和歐盟委員會主席容克，
與歐盟就自貿協定敲定一項廣泛協議。
這項協定將結合歐盟與日本這世界兩大經濟

體，經濟產值高達約 20 萬億美元(約 156 萬億港
元)，佔全球約 1/4，規模相等於北美自由貿易
協定。據《紐時》取得的部分草案內容，這項
協定讓雙方進一步開放核心工業，同時也替投
資爭議制訂新規範，並取消貿易上的結構性障
礙。歐盟尋求日本降低食品進口關稅，日本則
要求歐洲取消進口日本汽車的10%關稅。
特朗普宣佈美國退出「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
定」(TPP)後，安倍急於加快與歐盟談判自貿協
定。根據歐委會的聲明，在全球化浪潮遭民粹
主義反撲之際，這項協定將傳達對抗保護主義
的有力訊息。
■《紐約時報》

安倍：年底前啟動修憲
日本首相安倍晉三前日在神戶市發表演說，
提及修改憲法時稱，希望在秋季國會臨時會結
束前，向參眾兩院的憲法審查會提交自民黨草
案，並力爭在 2020 年實施修改後的《憲法》。

關於自民黨修憲草案，安倍此前表明有意在年
內匯總，此次則首次談到向臨時國會提交草
案，暗示要求黨內加快相關工作。
有分析指，安倍希望將國民投票修憲與解散

眾議院改選同步進行，修憲案若盡早啟動，有
利他選擇適當時機解散國會。此外，安倍本周
提及將改組內閣，預料會在9月前完成。
■共同社/路透社

亞航客機引擎故障折返
劇震如洗衣機
馬來西亞廉航公司亞洲航空一班客機，昨日
由澳洲珀斯飛往吉隆坡期間，因機件發生故

障，被迫折返珀斯，最終安全降落，事件中無
人受傷。有乘客憶述客機在空中劇烈震動，令
他感覺像「坐在洗衣機上」。

傳巨響如爆炸
肇事的空巴 A330 客機在起飛後約 90 分
鐘，突然猛烈震動，有乘客聽到左邊機翼
傳出像是爆炸聲的巨響，客機震動情況較

遇上氣流更劇烈，他指當時機員對他說，「我
希望你祈禱，我也會祈禱，希望我們都能平安
歸家。」令他感到非常害怕。
客機折返珀斯後，亞洲航空安排受影響乘客
轉乘另一班機。一名乘客稱，機師稱其中一個
引擎失靈，他在客機降落後，才得知引擎其中
一扇機葉脫落，他讚揚機師臨危不亂，令所有
乘客安全着陸。 ■《海峽時報》/澳洲廣播公司

單都可清還，結果政府被迫以公帑「填數」，估計巴
基斯坦每年因此損失國內生產總值(GDP)逾10%。
面對如此困局，巴基斯坦政府並無研究任何對策，
也沒成立委員會作出檢討。IMF前官員巴哈認為，巴
基斯坦必須正視能源危機，作出全面審核，包括徹底
理解能源供應結構、規管質素、影響能源價格因素，
以及保育政策對能源需求的影響。
■Project-syndicate網站

巴黎鐵塔裝防彈玻璃
法國巴黎地標艾菲爾鐵塔將於 9
月起加強保安措施，於四周裝設防
彈玻璃牆及安裝監視鏡頭，整項工
程料長達 15 年。當局承諾鐵塔新面
貌將與周邊公園及塞納河保持和
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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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售八成門票 即場票加價
艾菲爾鐵塔每年吸引 700 萬人遊
覽，在巴黎近年接連發生恐襲後，當
局在鐵塔外圍架起金屬圍欄。鐵塔亦
會調整售票方式，當中80%門票將透
過網上發售，即場門
票售價由約 15 英鎊
"
(約 150 港元)加至 22
 
英鎊(約220港元)。巴
黎副市長馬丁斯表

示，新票價仍低於像
 
紐約帝國大廈等全球
地標建築的平均門票
價格。
■《星期日泰晤士報》

紅海兩島交沙特
埃及人批總統賣國
埃及國會上周通過將位於紅海的
蒂朗島和塞納菲爾島的主權，交還
沙特阿拉伯，前日獲埃及總統塞西
正式批准。事件早前引發民眾群起
抗議，高呼喪權辱國，當局拘捕最
少120名示威者。
蒂朗島和塞納菲爾島位於亞喀巴
灣和紅海交界處，極具戰略地位，
在 1956 年至 1967 年間由以色列控
制，後來歸還埃及。兩島無人居
住，目前駐有埃及軍事人員，以及

多國部隊和觀察員。
兩島協議成為塞西政府的敏感議
題。沙特國王薩勒曼去年到訪埃及
時，與塞西達成協議，後者同意交還
兩島主權給沙特，埃及國會上周通過
協議。雖然塞西指沙特為重要盟友，
但埃及民眾湧上首都開羅街頭抗議，
指控塞西「賣國」，換取沙特數十億
美元金援。塞西否認賣國，指兩島一
直屬於沙特，對方在 1950 年代請求
埃及管轄。
■美聯社/路透社

■蒂朗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