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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克兰总统彼得罗·波罗申科
出席慕尼黑安全会议时展示俄罗
斯士兵护照和证件，称这是俄军进
入乌克兰境内作战的“证据”。这
番言论立即引发俄罗斯网友热议，
一些网友质疑这些证据的真实性。

波罗申科 2月 7日出席慕尼黑
安全会议。讲话期间，他双手挥舞
着多个小红本，称是俄罗斯军队进
入乌克兰的证据。他说：“我带来
俄罗斯士兵与军官的护照和军人
证件，他们进入了我们国家。这些
是俄军侵犯我们的最有力证据。”

不过，波罗申科的言论似乎未
能让俄罗斯网友信服，反而招致嘲

讽和质疑。
其中一名网友写道：“波罗申

科想让我们相信，俄罗斯特种部队
前去执行秘密任务时还要随身携
带护照。”另一网友留言说：“俄罗斯
士兵作战时不得携带护照，他们必
须事先上交。”另一名网友则质疑，
从战事激烈的战场居然能找到如
此崭新、貌似刚刚印刷好的护照。

针对波罗申科的说法，俄罗斯
方面 8 日予以回应。俄罗斯外交
部官员维克托·索罗金说，俄罗斯
已于 7 日晚间要求乌克兰政府提
供所谓证据的复印件，但乌方目前
仍未能提供。（新华社供本报特稿）

2月9日，中国银行举行悉尼人民币业务清算行启动仪式，这标志着
澳大利亚人民币市场实现了与中国大陆人民币清算系统的直连。今后，
澳大利亚本地的金融机构和企业可以通过这一清算行，实现人民币直接
结算，极大地节省了贸易和交易的时间以及汇兑成本。 新华社发

据新华社安曼2月 8日电 约
旦空军司令曼苏尔·贾布尔少将 8
日说，由阿布·贝克尔·巴格达迪领
导的极端组织“伊斯兰国”的指挥
中心所在据点已经被清除，并表示
有决心彻底消灭这一极端组织。

他说，自 2014年以美国为首的
多国开始打击极端组织“伊斯兰
国”以来，共出动战机 5500架次，其
中 2000架次为侦查行动，共打死约
7000名“伊斯兰国”极端分子，“伊
斯兰国”的实力损失了 20％。

贾布尔说，目前为止，约旦皇

家空军共出动战机 946架次。在 5
日对“伊斯兰国”的空袭中，约旦空
军摧毁了该极端组织多个藏身据
点、培训中心和弹药库。

他还强调，在未来的几天里，
约旦空军将加大对“伊斯兰国”的
打击力度，有决心共同努力，彻底
清除这一极端组织。

约旦国王阿卜杜拉 4 日在国
家安全会议上表示，将在“伊斯兰
国”所控制的区域对其实施无情打
击，以“保护我们的信仰、价值观和
人类原则”。

据新华社堪培拉 2月 9日电
澳大利亚执政的主要政党自由党
9 日上午举行党内投票，现任党
首、联邦总理阿博特赢得大多数自
由党议员支持，保住总理一职。

在全部 102名自由党议员中，
共 101人参与投票，其中 39人赞成
阿博特下台，61 人力挺阿博特继
续担任党首，另有一票无效。

阿博特在投票结束后发表声
明说，自由党已经处理好党首问
题，政府下一步将集中精力解决就
业、家庭、经济和安全问题。

6日，对阿博特一年多以来执
政表现不满的自由党议员卢克·辛
普金斯表示，他将于 10 日的党内

议员大会上发起动议，就阿博特是
否继续担任党首举行投票。阿博
特 8日突然宣布，将原定于 10日举
行的党内议员大会提前到 9 日举
行。

阿博特此次执政危机的导火索
是他在澳大利亚国庆日当天将最高
荣誉“骑士勋章”授予英国女王的丈
夫菲利普亲王，这一未经征求党内
其他人士意见的“任性之举”被批评
为“与澳大利亚人民脱节”。

阿博特政府推行的紧缩预算
案对普通民众、包括低收入人群的
医疗、教育、养老等福利都有所触
及，导致民众强烈反弹，这是其被
同僚“逼宫”的深层原因。

哥伦比亚反政府武装“哥伦比
亚革命武装力量”（以下简称“哥
武”）2 月 7 日在其网站上发表声
明，称愿意邀请刚刚摘得环球小姐
总决赛桂冠的哥伦比亚女孩保利
娜·维加参与这一武装与哥伦比亚
政府的和平谈判。

维加现年 22 岁，现在是一名
商学院在校大学生兼模特。1 月
25 日，第 63 届环球小姐总决赛在
美国迈阿密举行。维加摘得桂冠，
获得 2014年度“环球小姐”称号。

夺冠前，维加曾在接受媒体记
者采访时说，她期待看到哥伦比亚

实现和平并愿意亲赴谈判。或许
正因如此，“哥武”7 日发表声明，
邀请维加赴哈瓦那参与和谈。

针对“哥武”有意邀请“环球小
姐”参与和谈的做法，哥伦比亚政府
暂时没有做出回应。

哥伦比亚国内武装冲突已持续
半个世纪，反政府武装组织一直与
政府军处于交战状态。最大的反政
府武装“哥武”1964年由曼努埃尔·
马鲁兰达创建。自2012年11月起，
哥政府与“哥武”在哈瓦那举行和
谈，谈判在搁置一年后于本周在哈
瓦那重启。（新华社供本报特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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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总统举证俄军“入侵”
俄罗斯网民指其“证据”漏洞百出

悉尼人民币清算行启动

约旦军方称

“伊斯兰国”指挥部被端

阿博特保住澳总理职位

哥伦比亚叛军
邀“环球小姐”参与和谈

“重视”中国

在网络安全方面，美国几乎是习惯性地
频频把矛头指向中国，而事实上，中国受到的
网络攻击最大来源恰恰就是美国。从政府机
构到企业，都是美国网络攻击对象。

根据中国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的数
据，去年 3 月 19 日至 5 月 18 日，2077 个位于
美国的木马或僵尸网络控制服务器，直接控
制了中国境内约 118万台主机。2016个位于
美国的 IP对中国境内 1754个网站植入后门，
涉及后门攻击事件约 5.7万次。

美国黑客是中国网络的“老主顾”。早在
5年前，中国国家互联网应急中心就指出，利
用木马和僵尸程序控制中国境内计算机的境
外 IP 地址中，来自美国的分别占到 16.61％
和 22.34％，均排名第一。

频繁攻击中国网络，恐怕不仅仅是美国
黑客的“个人爱好”。2012年 10月，美国总统
奥巴马签署名为《美国网络作战政策》的总统
指令，要求美国国家安全和情报官员制定一
份美国可以进行网络攻击的目标名单。美国
国家安全局已在全球超过 5万台计算机中植
入恶意软件，中国是其中的主要目标之一。

不只是网络攻击，在网络监控方面美国
对 中 国 也 十 分“重 视 ”。 在 已 曝 光 的 美 国
2010年“监听世界地图”中，中国是东亚地区
首要监听对象，北京、上海、成都、香港及台北
等城市，均在美国国家安全局重点监控目录
之下。

从 2009年起，美国国家安全局就开始入
侵中国大陆和香港的电脑和网络系统，中国
大陆和香港已有数百个目标受到监视。在香
港的目标中，多数是政府官员、商人和学生。

“放眼”世界

全球最大的网络安全公司赛门铁克在其
互联网安全威胁报告中指出，网络攻击源的
数量美国位居第一，占世界总量的 25％；位
于美国的僵尸控制服务器数量居世界首位，
占 33％；“钓鱼网站”有 43％位于美国。

根据奥巴马签署的《美国网络作战政
策》，为实现美国在全世界的国家安全目标，
美国可以动用独特的和非常规的武力，在事
先不进行任何警告的情况下发动攻击。其实
美国的“网络战”早已在全球施展开。

美国《纽约时报》2012 年 6 月报道说，奥
巴马上任后曾下达密令，升级在小布什政府

期间启动的针对伊朗的网络攻击计划。
同年 5 月，美国对中东地区“放火”。被

称为“火焰”的电脑病毒在伊朗等国蔓延。据
美国媒体披露，此病毒由美国和以色列联合
研发，目的是收集情报，为对伊朗核设施发动
网络攻击做准备。美以两国还利用具有破坏
性的“震网”蠕虫病毒攻击伊朗的铀浓缩设
备。

此外，美国一些官员私下承认，2003 年
美国对伊拉克通信系统发动攻击，导致与伊
拉克共享手机信号和卫星电话系统的周边国
家手机服务暂时中断。科索沃战争时期，美
军攻击南联盟电信网络，意外影响到国际通
信卫星组织的卫星信息系统，导致系统受阻
数日。

《纽约时报》说，早在 2010 年，美国就在
韩国和其他盟友的帮助下，“直接侵入了朝鲜
网络”，并植入木马，试图监控朝鲜网络的内
部运作。

据报道，美国国家安全局下属的“获取特
定情报行动办公室”已在全球多国采取行动，
除中国外，还有俄罗斯、巴西、埃及、印度、墨
西哥、沙特阿拉伯及东欧部分地区。“监听世
界地图”则包含了世界 90个国家的监控点。

“照看”盟友

对于“友邦国家”，美国这位“老大哥”也
可谓“尽心”。中国互联网新闻研究中心去年
发表的《美国全球监听行动纪录》指出，为实
现其安全目标，美国通过拦截英国、挪威、日
本等国的卫星数据，进行外国卫星情报收集。

“棱镜”计划曝光后，“黑客帝国”的更多
劣迹为世人熟知。比如窥探德国总理默克尔
手机长达十多年；每天收集全球各地近 50亿
条移动电话记录；秘密侵入雅虎、谷歌在各国
数据中心之间的主要通信网络，窃取了数以
亿计用户的信息；多年来一直监控手机应用
程序，抓取个人数据。

美英两国还利用“雷金”恶意软件，攻击
过欧盟计算机系统。赛门铁克公司报告说，
自 2008年以来，“雷金”被用来攻击多个国家
的政府部门、研究机构以及私营公司的计算
机网络，包括比利时、印度、墨西哥等，以获取
系统中的数据。

研究人员指出，“雷金”与美国以往攻击
伊朗使用的恶意软件有相像之处，此类间谍
工具“几乎天下无敌”。鉴于“雷金”精密复杂
以及开发设计需要大量时间和资源，“这只能
是国家行为”。 （新华社北京2月9日电）

希腊总理亚历克西斯·齐普拉斯 2 月 8
日说，希腊新政府坚持反紧缩的竞选承诺，
不寻求延长救助协议期限，主张与债权人签
署过渡性协议以便就解决希腊债务问题达
成一揽子协议。齐普拉斯还说，纳粹德国第
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给希腊造成巨大损失，希
腊将向德国追讨赔偿金。根据希腊政府的
说法，德国应赔偿 1620亿欧元（约合 1830亿
美元），超过希腊所欠债务总和的一半。

反紧缩，不动摇
齐普拉斯当天在议会发表政策演说时

说，新政府将向所有贫困家庭免费提供电
力、住所、食物和医疗援助，重新雇用部分被

“非法”解雇的公务员，恢复 2013年被关闭的
国家广播电视公司。

齐普拉斯表示，新政府将通过打击逃税
和政商勾结、惩治腐败、杜绝浪费以及反对
官僚主义等手段来恢复经济增长。

齐普拉斯承诺，希腊个人收入所得税起
征门槛将从 5000欧元提高到 1.2万欧元，同
时将对大规模地产项目开征新税。

在私有化方面，齐普拉斯强调新政府将
终止“出卖国家财产的犯罪”，但欢迎和支持
对希腊有利的投资。

讨赔款，有依据
齐普拉斯当天称，新政府反紧缩的竞选

承诺“绝不动摇”，并表态将向德国索要二战
赔款。

他说：“对于希腊人民、历史以及所有欧
洲人民来说，希腊都背负道德义务。这些人
民对抗纳粹时顽强斗争，付出血的代价。我
们有义务向德国追回占领期间的贷款和赔
偿金。”

这并非希腊首次提及二战赔偿。希腊

知名政客马诺利斯·格列索斯先前提出，德
国在二战期间占领并掠夺希腊，事后没有给
予足够赔款，所欠金额远远超过德国在希腊
债务危机援助协议中的出资额。

格列索斯说，德国应赔偿希腊 1620亿欧
元。他解释说，上述赔款额均有历史依据。

1946年在巴黎举行的一次国际会议确定德国
应向希腊赔付 7亿美元补偿，考虑通货膨胀
因素应为现在的 1080亿欧元（约合 1222亿美
元）；纳粹德国从希腊强行借走 3.5亿美元，应
折合成现在的 540亿欧元（约合 611亿美元）。

针 对 希 腊 的 要 求 ，德 国 早 已 表 态 说
“不”。德国总统约阿希姆·高克去年访问希
腊时说，赔偿问题已画上句号。除“道义上的
债务”外，希腊提出的赔偿要求是不现实的。

希腊走，欧元倒？
希腊财政部长亚尼斯·瓦鲁法基斯 8日

说，希腊在欧元区不可或缺。一旦希腊被迫
退出欧元区，其他国家也将跟随，最终导致
欧元崩溃。

瓦鲁法基斯 1日开启欧洲游说之旅，为
减债谈判寻求支持。他首站停留法国，随后
前往英国、意大利和德国。他 8日接受意大
利广播电视公司采访，谈及希腊债务问题。

瓦鲁法基斯说：“欧元非常脆弱。这就好
比用卡片搭建城堡，如果你把希腊这张卡片
抽走，其他卡片也会散落。”他同时警告说，如
果要把希腊从欧洲“切除”，将非常危险。

根据他的说法，虽然意大利政府并未公
开支持希腊减债计划，私下态度却大不相
同。他说：“意大利一些官员，我不能说他们
来自哪些部门，他们主动找到我说，他们支
持希腊减债却不能公开讲真话。因为意大
利同样面临破产风险，害怕德国予以回击。”

（新华社供本报特稿）

国际互联网安全日 网络世界不太平

看看“黑客帝国”都做了些啥
2月10日将是又一个“国际互联网安全日”。自

46年前互联网在美国创立，“安全”一直是全世界网
民的期盼。在网络安全领域，头号强国美国历来喜欢一面鼓吹
网络自由，一面装扮成网络攻击受害者。然而，斯诺登等公布
的材料，让美国这个“黑客帝国”的真面目显露无遗。

不想再过“紧日子” 要跟债主算旧账

希腊欲向德国追讨二战赔偿

这是 2 月 8 日在黎巴嫩贝鲁特港口拍摄的美国向
黎巴嫩军队提供的 M198型火炮。这批军事援助物资，
将用于提升黎巴嫩军队打击恐怖主义的能力。

2 月 8 日，在美国洛杉矶，歌手碧昂斯在第 57 届格
莱 美 颁 奖 礼 上 表 演 歌 曲《Precious Lord, Take My
Hand》。 均为新华社发

2月 7日，在爱沙尼亚北部城市科赫特拉-诺梅，上
千名民间舞蹈家在雪地里翩翩起舞，庆祝第十一届冬
季“灰山舞蹈节”。

2月 8日，希腊总理齐普拉斯在首都雅典的议会发表政策演说。 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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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的全球监听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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