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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黎恐袭余波未消 欧洲各国加强防卫

比利时军队 30 年来首次巡城
核心提示 | 法国《沙尔利
周刊》巴黎总部本月 7 日
遭袭，给欧洲大陆敲响了
恐怖袭击的警钟后，比利
时警方又挫败重大恐怖
袭 击 阴 谋 。 连 日 来 ，法
国 、比 利 时 、德 国 、奥 地
利、波兰等国纷纷采取措
施，提升反恐级别或加强
防范，打响了“本土安全
保卫战”。

黑客入侵美媒官微发谣言——

“第三次世界大战已经爆发”
美国《纽约邮报》和合众国际社在微博网站“推特”的账
户 16 日遭遇黑客短暂劫持，发布“第三次世界大战爆发”等
谣言，五角大楼出面澄清。

17 日，在比利时首都布鲁
塞尔，比利时军人在曾遭到袭击
的犹太博物馆附近巡逻。2014
年 5 月 24 日，这家犹太博物馆发
生反犹太袭击事件，造成 4 人死
亡。新华社

提升警戒级别
法国反恐预警方案“警惕
海盗计划”
的安全警戒级别有 4
级，政府总理有权根据实际情
况和需要宣布或调整国家所处
的警戒级别。袭击发生当天，
法国总理府网站宣布，将首都
所在的整个巴黎大区的警戒级
别提升至最高级，并加大对新
闻机构、大型商场、交通系统和
宗教场所的保护力度。
比利时的安全威胁等级
最高为 4 级。15 日晚，比利时
将全国安全威胁等级提高至 3
级，并特别加强了对警察局和
司法大楼等的安全保障。比

防范措施升级
利时警方 15 日在韦尔维耶、哈
尔-维尔福德以及首都布鲁塞
尔等“敏感”区域进行搜查，抓
捕了 13 名涉嫌计划在近期制
造恐怖袭击的嫌疑人，并击毙
两名嫌疑人。17 日，比利时调
集 150 名配备武器的士兵在重
要场所守卫，这是该国 30 年来
首次动用军队增援警察上街
巡逻。
与法国和比利时不同，荷
兰和德国并未提升安全威胁
级别，但两国均加大了对本国
境内极端组织成员的监控，以
防范恐怖袭击事件发生。

威胁现实存在
据挪威反恐部门透露，
叙利
亚危机爆发后，
挪威有 60 到 70
名激进青年前往叙利亚，参加
“伊斯兰国”
极端组织，
其中一些
人已经返回挪威，
成为该国目前
面临的最大不安全因素。
在德国，目前存在的最大
安全隐患来自境内的少数极
端主义分子。据德国情报机
构透露，近年来从德国赴叙利
亚和伊拉克为“伊斯兰国”等
极端组织战斗的人数超过 500
人 ，其 中 约 180 人 已 返 回 德
国。这些人现在是德国重点
防范和监控的对象。
据报道，奥地利境内有 67
名曾在叙利亚和伊拉克接受
过军事训练的嫌疑人，但当局
由于缺乏足够的证据，尚无法
对这些人采取法律手段。这

些人被视为特别危险，受到监
控。当局怀疑这些人可能在
等待接受任务，招募同伙或发
动袭击。
近年来，由于前往冲突地
区并加入当地武装组织的荷兰
公民增多，且荷兰境内部分小
型青年团体日益极端化，荷兰
政府已加大对恐怖威胁的防
范。据荷兰安全与司法部公布
的数据，荷兰已发现有 180 名
本国公民前往叙利亚等地参与
作战，其中 35 人已返回荷兰，
这35人目前均在监控之下。
意大利内政部认为，宗教
极端主义势力已不同程度地在
一些意大利城市扎根，其中包
括罗马、米兰、那不勒斯等。巴
黎发生恐怖袭击事件后，意大
利已在全国范围加强戒备。

在国内发生恐袭事件后，法
国一直保持最高级别的戒备，大
约 12 万名警察和士兵严阵以待。
法国总统奥朗德 12 日决定，
将动
员1万名军人，
保护法国全境的敏
感地点。这是法国首次在本土动
员如此多的军人参与安保。同
日，
法国内政部长卡泽纳夫宣布，
从 12 日起，
在法国境内 717 所犹
太学校和犹太宗教场所，将由
4700 名警察和宪兵实施
“强有力
和持续的保护”
。
德国内政部宣布制定反恐
计划，包括对极端分子加强监听
监视，对国外来的航班乘客加强
排查，更新和增加警方反恐设备
等。德国司法部计划出台一揽
子法案，通过切断恐怖组织资金
链、没收极端分子证件等方式打
击恐怖主义。
奥地利内政部也加强了安
全防范措施，确定全国范围内
192 个 重 点 保 护 目 标 ，涉 及 政
府、能源、交通、水利、金融和通
信等。在首都维也纳，每天身着
制服执行警戒任务的警力大约
1500 人 ，比 过 去 增 加 三 分 之
一。警方加强了对机场、火车
站、宗教场所、使馆、学校、媒体
机构等目标的巡逻，安全部门也
加强了与其他国家安全和情报
机构的联系。
荷兰有关部门将加大对本
国境内极端组织的管控，与欧洲
其他国家加强信息沟通和国际
合作，地方政府也将加强合作，
并及时向反恐部门提供危险人
士信息。
据新华社北京 1 月 18 日电

《纽约邮报》官方微博被黑后的截图

10 分钟内发布 6 条假新闻
《纽约邮报》微博当天发布信
息称，
美国
“乔治·华盛顿”
号航空
母舰在中国南海与中国海军交
战。报社随即删除这条微博，
称
微博账户遭黑客短暂入侵，
正对
事件进行调查。美国国防部官员
说，
黑客通过《纽约邮报》微博账
户发布的信息
“不实”
。
这家报纸创办于 1801 年，
现在隶属于传媒大亨鲁珀特·
默多克的新闻集团。
同一天，黑客还入侵合众
国际社的“推特”账户，发布不

实经济和军事信息。其中一条
微博说，罗马教皇称“第三次世
界大战已经爆发”；另一条微博
说，
“ 刚刚收到的消息：美国银
行首席执行官呼吁储户保持冷
静，
（他们的）账户不会因联邦
储备委员会的决定而受影响”。
合众国际社随后承认微博
账户遭入侵，称黑客在大约 10
分钟内发布 6 条假新闻，
“ 所幸
第三次世界大战没有开始”。
合众国际社是美国第二大
通讯社，
总部位于华盛顿。

美军中央司令部账户也曾被黑
本月 12 日，自称极端组织
“伊斯兰国”支持者的黑客入侵
美军中央司令部“推特”账户和
在视频分享网站 YouTube 的
账户，改名为“网络哈里发”，发
布支持“伊斯兰国”和威胁美军
的微博、视频。
过去两年，包括法新社和
英国广播公司在内，多家国际
媒体先后中招，社交媒体账户
遭黑客入侵。
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企
业和机构同样遭遇黑客攻击。
黑客 2013 年入侵快餐连锁汉
堡王的“推特”账户，发布淫秽
内容，并将头像换成麦当劳的

商标；美国老字号玩具品牌“绘
儿乐”公司在社交网站“脸谱”
的账户也曾遭黑客入侵，网页
一度充斥着黄色笑话和其他低
俗内容。
自 2013 年秋以来，索尼影
像娱乐公司、塔吉特百货公司、
家居装潢连锁家得宝公司和摩
根大通集团的计算机系统遭黑
客入侵。
美国政府正推动关于网络
安全的新立法，以提高联邦政
府机构与私营企业之间的信息
共享程度，避免商家遭遇可能
暴露其所受网络威胁的诉讼。
新华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