命懸斷交風波
卡塔爾世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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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國促撤 2022 年主辦權 工程受阻贊助商卻步
海灣國家斷交風波爆發一個多月，
海灣國家斷交風波爆發一個多月
，卡塔爾與沙特阿拉伯等國家的關係未見起色
卡塔爾與沙特阿拉伯等國家的關係未見起色，
，瑞士新聞網站 The Local 披露
披露，
，沙特等 6 國聯手向國際

足協(FIFA)
足協
(FIFA)致函
致函，
，指卡塔爾是恐怖主義基地
指卡塔爾是恐怖主義基地，
，應禁止舉辦 2022 年世界盃
年世界盃。
。分析指
分析指，
，斷交風波導致建築物料難以運抵卡塔爾
斷交風波導致建築物料難以運抵卡塔爾，
，並令建築業專
才和贊助商卻步，
才和贊助商卻步
，恐導致各種世盃設施難以如期落成
恐導致各種世盃設施難以如期落成，
，或遭 FIFA 剝奪主辦世盃資格
剝奪主辦世盃資格。
。

■卡塔爾將於 2022 年首辦世界
盃，全國人民期待
全國人民期待，
，圖為 2022
年世界盃球場模擬圖。
年世界盃球場模擬圖
。 法新社

阿拉伯、也門、毛里塔尼
沙特亞、阿聯酋、巴林和埃及透過

信件，提出褫奪卡塔爾的世盃主辦
國 地 位 ， 6 國 引 用 FIFA 會 章 第 85
條，要求在緊急情況下採取相關行
動。FIFA 發言人稱，會長恩芬天奴
未收過這份文件，但知情人士指，
卡塔爾政府知道6國已去信。
《阿拉伯新聞報》指出，縱使卡
塔爾仍有約 5 年時間籌備 2022 年世
盃，但未來 12 個月對基建工程進度
及爭取贊助至關重要，斷交風波將
帶來負面影響。

沙特封鎖建材陸運

地位或被褫奪。卡塔爾依賴海外建
築業人才，沙特等國的海陸空封鎖
嚴重妨礙人員出入卡塔爾，減低他
們赴當地的意慾，並嚇怕潛在贊助
商。FIFA 在 5 月宣佈智能手機品牌
Vivo 贊助 2022 年世盃，後來就未再
有新贊助。

法外長抵卡塔爾沙特斡旋
法國外長勒德里昂前日抵達卡塔
爾斡旋，呼籲沙特等國勿再懲罰卡
塔爾，尤其影響卡塔爾國民生計、
導致家庭成員離散的報復性措施。
勒德里昂稍後將轉赴沙特與王儲穆
罕默德會面。
■路透社/法新社/《阿拉伯新聞報》

卡塔爾打算興建 8 個世界級足球
場、新增 6 萬個新酒店
房間，並在多哈建造地
鐵系統。卡塔爾逾半建
築材料從陸路運入，但
這唯一道路遭沙特封
鎖，意味只能從新落成
的哈馬德碼頭運入。肯
尼迪律師行的麥蓋什
稱，FIFA 會派員監察球
場和其他設施的工程，
法國外長勒德里昂(( 左) 到訪沙
一 旦 進 度 不 符 合 標 ■ 法國外長勒德里昂
特
，
力求平息斷交風波。
力求平息斷交風波
。 美聯社
準，卡塔爾的主辦國

恢復死刑勢斷入歐路
埃爾多安隨後前往安卡拉的國會大廈
發表講話，指責歐盟在提供免簽入境和
應對難民援助資金方面，都對土耳其食
言，「我們會自己想辦法，沒有其他方

受審。

美公民遭伊朗判囚10年
艾杰伊同時宣佈，一名擁有雙重國籍
的美國公民，因在美國指使下滲透伊朗
收集情報，被伊朗法庭判囚 10 年。艾杰
伊未有透露此人身份及案件細節，亦沒
公開他除美國外還擁有哪個國籍，僅稱
並非伊朗籍，並指對方可就判刑提出上
訴。擁有美國永久居留權的黎巴嫩商人
扎卡，去年 9 月被裁定串謀顛覆伊朗罪
成，被伊朗法庭判監 10 年，暫未知艾杰

■看台圍牆塌
下。 法新社
示，這場賽事是冠軍爭奪戰，但球場保安明
顯不足，他指球迷開始擲物時，分隔球迷的
警員不單未有制止，還即時後撤，球迷根本
無法保護自己。
事發後，大批消防員到場搜救，多輛救護
車接載傷者往醫院救治。一名法新社記者
稱，現場散滿球迷遺下的物品，包括眼鏡和
衣物，部分更染有血跡。
塞內加爾體育部長馬塔巴表示，球迷爆發
衝突時現場一片混亂，當局正調查事故原
因，他矢言會採取嚴格措施，避免再發生同
類悲劇。由於安全措施不足，非洲足球賽事
爆發致命人踩人事件時有所聞，安哥拉今年
2 月發生互相踐踏慘劇，造成至少 17 人死
亡、數十人受傷。
■法新社/美聯社/路透社

英批法借脫歐狙擊金融業
今次輪談判

英國在脫歐問題上與歐盟鬧僵，早前到訪
法國巴黎的英國倫敦城(City of London)脫歐
事務特使白偉明警告，法國企圖利用脫歐問
題打擊英國金融業，希望看見英國變弱之心
昭然若揭，指法國在未來脫歐談判中，將視
英國為「敵人」。英國與歐盟今日將展開次
輪脫歐談判。
曾擔任英國外交部國務大臣的白偉明，到
訪巴黎期間會晤銀行高層、資深政客及外交
人員，他指與法國央行官員的會面，氣氛是
他在歐盟的會談中最差一次，指對方希望英
國硬脫歐，樂見英國金融業受損。白偉明認
為並非法國政府個別官員存在此想法，這種

另據法新社報道，土耳其手機用戶前
日撥打電話後，先聽到的不是鈴聲，而
是埃爾多安的留言。他在口訊中說︰
「身為總統，我在 7 月 15 日全國民主和
團結日祝賀大家，願烈士永垂不朽、英
雄健康幸福。」有土媒形容「要打電話
聊天的人，會得到埃爾多安的驚喜」。
■法新社/美聯社/路透社

涉金融罪行 伊朗總統弟被覊押
伊朗司法部發言人艾杰伊昨日稱，總
統魯哈尼的弟弟費雷敦因涉及金融罪行
被捕，目前被覊押在監獄。費雷敦是魯
哈尼的顧問兼首席助理，早前曾被伊朗
檢察組織指控違反金融法規。
艾杰伊表示，當局對費雷敦及其他人
士進行多次調查，部分人已被囚禁。他
指當局已批准費雷敦保釋，但對方未有
交保，因此被移送監獄，一旦交保便可
離開。伊朗保守派人士指控費雷敦非法
收受零息貸款，並暗中影響一名銀行董
事的委任，要求當局將費雷敦帶上法庭

非洲國家塞內加爾首都達喀爾前日一場足
球賽發生球迷衝突，導致球場一道牆壁倒
塌，引發人踩人，造成至少 8 人死亡，包括
一名少女，另有逾60人受傷。
據目擊者表示，當地兩支球隊 Ouakam 和
Stade de Mbour 比賽期間，當賽事進入加時
階段，Ouakam 球迷開始向敵對球迷擲石，
後者紛紛離開座位走避，警方向滋事者發射
催淚彈，此時一道分隔雙方球迷的牆壁突然
倒塌，令場面更混亂，人群爭相離開球場，
導致互相踐踏。

球迷迪奧普稱，他看見牆壁塌下壓着部分
觀眾，他立即協助人群疏散，最終自己安全
脫險，但一名朋友不幸身亡。另一球迷表

■埃爾多安在
埃爾多安在集會上籲國民牢
集會上籲國民牢
記流產政變的教訓。
記流產政變的教訓
。 美聯社

式了」。流產政變後，埃爾多安曾提出
恢復死刑，歐盟則將這視為土耳其入歐
不能觸碰的「紅線」，若他未來批准恢
復死刑，將斷絕了土耳其入歐的可能
性。
反對黨共和人民黨(CHP)批評當局以紀
念日為藉口，阻礙檢察部門對流產政變
的調查，並試圖
「書寫一段偽造的歷史」
。

■球迷爭相走避
球迷爭相走避，
，釀成人踩人
釀成人踩人。
。 網上圖片

警後撤斷分隔線 球迷失防護

「烈士橋」
悼政變
土總統：斬頭叛徒
土耳其前日慶祝粉碎政變陰謀一周
年，數以十萬人在伊斯坦布爾「烈士
橋」(前稱博斯普魯斯大橋)集會，揮舞土
耳其國旗。總統埃爾多安呼籲國民牢記
流產政變的教訓，重申正考慮恢復死
刑，揚言要「斬掉叛徒的頭」。土媒
稱，美國和德國等地也舉行了集會。
去年 7 月 15 日的流產政變造成近 250 人
喪生，伊斯坦布爾博斯普魯斯大橋見證
了抵抗政變的最血腥衝突，為紀念在衝
突中喪生的平民，該大橋改命為「七一
五烈士橋」。埃爾多安前日在該處出席
紀念活動，揚言會簽署國會通過的任何
恢復死刑法案。埃爾多安又稱，對於參
與政變的疑犯，應讓他們穿上像美國關
塔那摩監獄囚犯所穿的橙色囚服。

球迷衝突塌牆 塞內加爾人踩人 8 死

伊所指是否扎卡。
美國國務院昨發聲明，呼籲伊朗立即
釋放所有被無理扣押的美國公民和外國
人。
■法新社/美聯社/路透社
■保守派人
士指控費雷
敦非法收受
零息貸款。

敵對態度在法國相當普遍，尤其在法國總統
馬克龍上台後更為明顯。
白偉明表示，每個國家希望從英國脫歐取
得好處是可以理解，但法國認為即使不利
己，也渴望看見英國衰落，其他歐盟成員國
也不敢與英國和倫敦城建立夥伴關係，擔心
被法國孤立。
歐盟談判專員巴尼耶今日將與英國脫歐事務
大臣戴德偉舉行第二輪談判，在未來四天，雙
方談判團將細分成不同工作小組，就各議題討
價還價。主要議題包括英歐海外公民地位和英
國對歐盟的欠債，一名歐盟官員透露，最重大
的考驗是
「分手費」
問題。 ■《獨立報》/路透社

希臘擬日內發債 鋪路重返債市

希臘政府早前獲批第三輪救助貸款後，最
快今日進行 2014 年以來首次發債，以測試市
場對希臘經濟的信心，鋪路今年稍後或明年
重返債市。
希臘經濟於 2010 年幾乎崩潰，需接受國際
債權人救助。歐盟委員會數字顯示，希臘
2009 年預算赤字達 15.1%，去年已錄得 0.7%
盈餘，歐盟上周三更表示，希臘在平衡預算
上取得明顯進展，建議把希臘從歐盟赤字黑
名單除名。歐洲穩定機制(ESM)總裁雷格林

亦稱，歡迎希臘重投債市，指愛爾蘭、葡萄
牙及塞浦路斯在停止接受救助貸款前，都已
開始重新發債。
由於 ESM 在明年 7 月第三輪救助貸款結束
前，會繼續向希臘提供低息貸款，故希臘並
沒即時需要從債市集資。然而，因希臘再陷
債務違約的危機減退，投資者對希臘的信心
普遍增加，並願意承擔較大風險，加上市場
流動性水平高，政府因此趁機推出債券，測
試市場反應。
■法新社/《泰晤士報》

魚肉標籤常錯 英壽司客誤食瀕危魚
不少人愛吃壽司，但單憑外觀不易分辨魚
肉種類。英國有研究發現，原來很多壽司店
都錯誤標籤魚類，食客往往在不知情下進食
了瀕臨絕種魚類。專家呼籲供應商在標籤上
提高透明度，以保護稀有品種。
英國索爾福德大學保育遺傳學教授馬里亞
尼及同僚穆里，從利物浦及曼徹斯特的雜貨
店抽取樣本檢驗，發現很多魚類附上錯誤標
籤，例如標籤顯示來自加勒比海的笛鯛，實

際是來自大西洋的紅魚，部分更可能是非法
捕獲的罕有品種。馬里亞尼指出，食品供應
鏈架構非常複雜，中間涉及多重工序，有很
多出錯機會，如翻譯出錯和有人故意誤報。
馬里亞尼亦在壽司店進行調查，發現一成所
售魚類都用其他品種替代，以及沒告知顧客店
舖正售賣屬瀕危的鰻魚及金槍魚品種。另一項
調查又發現英國人對魚類認識不足，平均6種
常見魚類只能分辨其中兩種。
■《衛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