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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媒：一少女至台湾寻求政治庇护

据香港媒体 Am730 报导，被控涉及

【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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缅甸一架中国制军用飞机失踪
【缅甸】缅甸官员星期三说，一架军机在从缅
甸南部到仰光的途中失踪，机上载有 100 多名

2016 年初旺角骚乱的一名 18 岁女子李倩怡，原 乘客。
定在今年 1 月 17 日出庭应讯，但她在出庭前持
有关官员说，机上有 14 名机组人员，90 名乘
观光签证至台湾，至今行踪不明，香港法庭已
客，其中大都是军人家属。飞机从南部的美克
对她发出通缉令。
市起飞，途径安达曼海飞往仰光。官员们告诉
社民连前主席陶君行向港媒证实，有台湾人士
美国之音缅甸语组，在安达曼海上找到了飞机
透露，李倩怡计划在台湾停留，并寻求政治庇
护；其后他获悉该少女向台湾政党时代力量求
助，但后续情况他并未跟进。

的一些残骸。
军方官员说，失踪军机是中国制造的运-8 四引
擎涡轮螺旋桨飞机，飞行时正在下雨，但不是

而时代力量发言人李兆立受访时则称，没有被

很大。《南华早报》援引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

告知相关消息，所以无从证实此事。

机场人员的话说，当时天气正常，“我们认为

台湾目前没有政治庇护的相关法律，且港台双

是发生了机械故障。”

方没有引渡安排，所以李倩怡虽然可能得以避

失踪的运-8 飞机于去年三月交付使用，一共飞

免被拘留，但仍有逾期居留台湾的问题。

行了 809 小时。缅甸军方普遍使用这类型号的
飞机运输货
物。
缅甸前军政府
在受到西方孤
立的 50 年独裁
统治中，从邻
国中国购买了大量飞机。缅甸一位前航空部官
员说，运-8 是中国最受欢迎的军用和民用运输



旺角，2016 年 2 月 9 日

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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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朗指责沙特
袭击德黑兰

“伊斯兰国”称处决两名

【伊朗】伊朗革命卫队指责沙

【中国】恐怖组织“伊斯兰
国”的新闻社“Amaq”星期四
（6 月 8 日）称，已经处决了 5
月 24 日在巴基斯坦西南部俾路
支省绑架的两名中国公民。巴

在巴基斯坦绑架的中国人

特阿拉伯星期三对德黑兰象征
性的地点发动了两次恐怖袭


击。
革命卫队的声明说，“这次恐
怖袭击发生仅仅一周前，美国

伊朗议会外，2017 年 6 月 7 日
 حسین ظهروند،عرفان کوچاری-Tasnim News

总统与支持恐怖分子的沙特领
导人举行了会晤。伊斯兰国声

议长拉里贾尼称这次袭击是

称对此次袭击负责。这个事实

“一些胆小的恐怖分子”制造

证明他们参与了这次残酷的袭

的“小事故”。他说，当局将

击行动。”

对那些肇事者采取“严肃措

伊斯兰国组织表示对这两次袭

施”。

击负责。袭击中至少有 12 人

对霍梅尼陵墓的袭击是在议会

丧生，42 人受伤。袭击发生

袭击发生后大约三十分钟后开

在伊朗议会和已故领导人阿亚

始的。有三名枪手和一名自杀

图拉霍梅尼陵墓附近。

炸弹手参与。这几个人冲进了

伊斯兰国激进分子立即声称对

大楼，至少打死一人，打伤了

这两次袭击事件负责,这标志着 另外几人。这是伊朗媒体报道
这个逊尼派穆斯林组织首次承 的。有关报道说，警方至少抓
认自己袭击了伊朗这个什叶派

获一名袭击者，打死一名。

穆斯林占多数的国家。

伊斯兰国极端组织正在叙利亚

袭击者中有六人被伊朗安全部

和伊朗与伊朗支持的组织进行

队击毙。

战斗。他们认为伊朗什叶派多

袭击发生在中午之前，几名身
着女装的男子冲进议会大楼，

数派是变节者，该死。

基斯坦是北京斥资 570 亿美元
启动的“一带一路”项目的重
要一环。中国公民在巴基斯坦
遭遇此种危及安全的事件非常
鲜见。
“Amaq”新闻社称：“伊斯兰
国战士杀死了两名在巴基斯坦
西南部俾路支省扣押的中国
人。”
俾路支省政府发言人说，他们
正在确认“报道是否属实”。
据悉，这两名中国公民是一对
夫妇，在当地真纳镇一所私立
语言学校担任教师。被绑架
时，他们正在当地一家餐厅用
餐。监控录像显示，二人被伪
装成警察的绑架者用枪指着强
迫上车，现场还有另一名中国
女子侥幸逃脱。

打死了一名安全警卫。一名袭
击者在楼内引爆了自己。报道
说，有三名枪手在抓住几名人
质以后被警察打死。

中国驻卡拉奇总领馆副总领事
星期四对中国媒体说，已经注
意到有关报道，正在加紧核
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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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在俾路支省的几起袭击事件

外界有消息认为，军演针对的
是美国。仅几天前，中方的战
斗机在香港以东仅 240 公里的
南中国海上空与美国军机近距
离接触，引起美方抗议。美国
称中方两架直升机逼近其侦察
机到了“危险的”地步，并指
出这是中方一周来第二次做出
类似举动，是“不安全且不专

后，批评人士质疑特种部队的

业”的做法。

加，反思提升，加上部分本土
派人士形象比较负面，也让港
独的支持比率下降。

今年是香港回归二十周年，香
港正在为 7 月 1 日的移交纪念
活动做准备。预计国家主席习

调查还显示，受访者对港府及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陆慷也表
示，中国政府高度重视海外中
国公民安全，谴责一切形式的
绑架行为。巴基斯坦军方训练
并部署了数千人的特种部队来
保护“中巴经济走廊”项目和
为此项目工作的中国人。但最

保护是否有效。

香港回归纪念日邻近
解放军在港演习

近平将在 6 月 29 日到港参加为
期三天的活动。

【香港】星期三，解放军驻港
部队的两艘军舰和三架低空军
用直升机在维多利亚港湾进行
军事演练。这是十分罕见的。
演习从早上 9 点开始，驻港部
队的“惠州舰”和“钦州舰”
从昂船洲海军基地驶向维多利
亚港，与三架直升机进行了海
空联合巡逻演习。中国官方媒
体的报道说，演习主要目标是
对香港海空域的可疑目标进行
监视、跟踪和查明，这是驻港
部队的例行行动。中国军方的
声明补充说，演习是为紧急情
况做准备，中国的北斗卫星导
航系统以及其他军事通讯系统
也在演习中进行了测试。

在 2047 年后香港前途问题上，
支持香港独立的有 11.4%，比去
年同类调查减少 6%，其中以 15
至 24 岁年龄段跌幅最大，支持
率下跌 24%。
据港媒报道，有学者分析，年
轻人对本土派及港独的讨论增

中央政府的信任度有所上升，
但仍然只有 4.86 分及 4.91 分，
低于 5 分的“一般”水平。

港人多数支持一国两制
但指回归后变差
【香港】在香港主权回归中国
20 周年前夕，香港一个最新民
调显示，超过 70%的受访者支持
维持一国两制，只有 4.9%的人
反对。不过，62.9%的人认为，

调查中心今年 5 月 23 日至 6 月
2 日随机抽样电话访问了 1028
名 15 岁或以上讲粤语的香港市
民。

回归后整体社会状况比回归前
变差。
香港中文大学传播与民意调查
中心星期三公布的香港政治发
展调查的结果还发现， 58.6%受
访者反对全面由中国直接管
治，支持的只有 14.7%。同时，
33.4%的受访者对香港社会未来
发展感到悲观，只有 29.1%认为
乐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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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纪念馆是一座新古典主义建筑，位于德国巴伐利亚克
尔海姆的一座山上，在里根斯堡上游，多瑙河、阿尔特米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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