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涵盖20个国家和地区

这份由斯诺登披露的
文件显示，新西兰政府通信
安全局（GCSB）在“五眼”情
报监听联盟中负责搜集情
报，并传递给美国国家安
全局（N SA ）以及澳大利
亚、英国和加拿大的情报
机构，这四个国家与新西
兰都属于“五眼”情报联盟
的成员国。

《新西兰先驱报》称，
2013年4月，就在斯诺登完
成收集NSA文件飞往香港
的几周前，NSA官员刚好完
成了一份绝密文件，内含
GCSB向以美国为首的联盟
做了哪些贡献。这名NSA官
员称，GCSB“将美国政府难
以 触 及 到 的 信 息 提 供 给
NSA”。

GCSB从约20个国家和
地区采集通讯数据，包括中
国、日本、朝鲜、伊朗、越南、
南美、南太平洋岛国、巴基
斯坦、印度、伊朗和南极洲
等。

这份绝密文件显示，新

西兰情报机构在太平洋地
区的“目标国家”包括所罗
门群岛、斐济、基里巴斯、汤
加、瓦努阿图、瑙鲁和萨摩
亚。同时，法属南太平洋区
和阿富汗也成了监控目标。

对贸易伙伴下手

根据这份文件，许多国
家与新西兰有着密切的贸
易关系。

受到GCSB监控的越南
与新西兰有着友好的关系，
是新西兰不断增长的贸易
伙伴。《新西兰先驱报》称，
越南不会给新西兰带来安
全和恐怖威胁，但却被列为
GCSB的监控名单。唯一能
对其的监控行为做出解释
的便是越南被纳入了NSA
的战略计划。

另一个被新西兰列入
监控目标的是伊朗，过去20
多年，伊朗一直被美国中情
局列为监控对象，但新西兰
并没有像美国一样对伊朗
进 行 经 济 制 裁 。“ 因 此 ，
GCSB对伊朗的监控行为恐
怕 只 是 代 表 了 同 盟 的 利

益。”《新西兰先驱报》认为。
此外，GCSB还对其他

的贸易伙伴进行了监控，例
如拉丁美洲和日本，这也与
新西兰政府的外交政策不
符。GCSB对南极各国的监
控也与其作为南极条约国
的外交政策不符。新西兰外
交事务和贸易部长曾表示，

“加入南极条约可以使新西
兰在这一区域发挥更大的
影响”。

中方呼吁网络规范

11日，当被问及对新西
兰政府监听的相关报道有
何评论时，中国外交部发言
人洪磊表示，中方对有关报
道表示关切。中方高度重视
网络安全问题，坚定维护本
国安全利益，将继续采取措
施保障自身网络和信息安
全。

当前，网络空间乱象丛
生，中方主张通过对话解决
分歧，同时倡导制定各方普
遍接受的网络空间行为规
范。

据澎湃新闻、外交部网站

本报讯 近日，东盟秘书长、
前越南副外长黎良明称中国在南
海有关主张不合法。中国外交部发
言人洪磊11日在北京作出强有力
回应，强调中国在南海主权无可争
辩，作为东盟秘书长应恪守东盟在
南海问题上的中立立场，有关人员
不能假公济私。

据报道，黎良明近日接受媒体
采访时表示，中国在南海的“九段
线”主张不合法，并称南海正在发
生的一些事情使南海形势进一步
复杂化，影响东盟共同体建设等。
这番表态随即遭到中国外交部的
强烈反对。

洪磊在11日举行的外交部例
行记者会上强调，黎良明先生身为
东盟秘书长，在南海问题上多次发
表不符合事实不符合其身份的倾
向性言论，严重背离了东盟及其秘
书处在南海问题上理应坚持的中
立立场，损害了东盟作为地区性国
际组织的形象。东盟不是一个国家
的东盟，它是属于东盟大家庭的。
我们奉劝黎良明先生做好秘书长
本职范围内的事情，恪守东盟和东
盟秘书处在南海问题上的中立立
场，不要假公济私，多为中国-东盟
关系健康发展发挥积极作用。

据国际在线

中国外交部：

奉劝东盟秘书长

“不要假公济私”

据新华社消息 科特迪瓦法
院１０日宣布，就２０１１年总统选举后
危机相关罪行，判处前第一夫人西
蒙娜·巴博监禁２０年。

２０１０年１１月，科特迪瓦总统选
举结束后，时任总统洛朗·巴博和
反对派领导人阿拉萨内·瓦塔拉均
宣布获胜并分别宣誓就任总统，双
方阵营最终爆发大规模武力冲突。
２０１１年４月，巴博被捕，并于数月后
被移交国际刑事法院。持续近５个
月的科特迪瓦选后危机造成至少
３０００人死亡。

西蒙娜的律师罗德里格·达杰
说，陪审团认可了所有针对西蒙娜
的指控，包括扰乱和平、组织武装
力量和危害国家安全。达杰向媒体
记者表达对整个审理过程的不满，

“这太可耻了”。
陪审团由６名陪审员组成，检

方先前仅要求判处入狱１０年，但最
终结果加重。除２０年监禁外，西蒙
娜还被剥夺政治权利１０年。

国际刑事法院先前寻求科特
迪瓦移交西蒙娜，遭到拒绝。

巴博支持者谴责法院１０日宣
布的判决结果，称西蒙娜一案受政
治因素驱动，并不公平。

同西蒙娜一起受审的还有８２
名巴博盟友。科特迪瓦精锐革命卫
队前指挥官布鲁诺·布莱和前海军
司令均获刑２０年。

巴博的儿子米歇尔·巴博获刑
５年。巴博所在的科特迪瓦人民阵
线党主席帕斯卡尔·恩盖桑获判１８
个月缓刑。

巴博现在国际刑事法院候审，
他被指控犯有谋杀、迫害等“反人
类罪”。

检方要求判10年

结果被判20年
科特迪瓦前第一夫人获刑

““伊伊斯斯兰兰国国””童童子子军军成成刽刽子子手手
不超过１２岁，视频中开枪处决一名以色列男子

新新西西兰兰也也监监听听咱咱们们？？
斯诺登近日连连爆料，中方对相关报道表示关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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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频真实性暂不确定

这段视频发布在“伊斯兰
国”的传媒工具“标准传媒社”
上，时长约１３分钟。

视频中，一名武装人员和
一名身穿迷彩装、佩戴手枪的
男孩站在一名身穿橙色连身
衣的男子背后，后者跪在地
上。那名武装人员先用法语发
表简短声明，指控男子为以色

列情报机构摩萨德工作。随
后，男孩走上前，向男子头部
开了一枪。后者倒地后，他又
补射三枪。

这名男孩看起来不超过
１２岁，开枪时还喊着宗教口
号。他被那名武装人员称作是

“伊斯兰国”童子军中的一员。
受害者被辨认出是穆罕

默德·穆萨拉姆，阿拉伯裔以
色列人，１９岁。

美联社提及，视频中受害

者的相貌看起来与“伊斯兰
国”上月在其英文版网络杂志

《达比格》上发布的穆萨拉姆
照片一样。当时，《达比格》刊
载对穆萨拉姆的采访，他自称
加入“伊斯兰国”是为了向以
色列报告这一极端组织的武
器库、据点和招募巴勒斯坦人
员等情况。

最新视频中，穆萨拉姆再
次讲述了类似他如何被摩萨
德招募和训练等内容。

视频真实性暂不确定。以
色列外交部拒绝回应。不过，
以色列方面和穆萨拉姆的家
人均否认他是间谍。

杀人被当做宣传手段

“伊斯兰国”先前多次发
布杀害人质的血腥视频，引发
国际社会广泛谴责。

位于黎巴嫩首都贝鲁特
的卡内基中东中心分析师达
莉娅·加尼姆－亚兹贝克认
为，“伊斯兰国”发布类似视频
的时机通常是在军事上遭遇
挫折之时。

“每次遇到军事失利……
‘伊斯兰国’会发布一段令人
震惊的视频，那么人们便会谈
论他们，”她说，“这是用舆论
宣传来弥补军事失利。”

自本月初，伊拉克安全部
队发动大规模攻势，围攻“伊
斯兰国”占据的北部城市提克
里特。

另外，也有分析师认为，
发布视频是“伊斯兰国”用以
招募成员的手段之一。

据新华社

据新华社华盛顿３月１０日电
据美国“截击”网站１０日报道，美国
前防务承包商雇员斯诺登提供的
文件显示，近１０年来，美国中央情
报局一直在试图破解苹果iPhone手
机和iPad平板电脑的安全系统，为
此开发了一系列黑客程序。

报道说，这项“持续多年的”努力
始于２００６年，即苹果发布第一款
iPhone手机的前一年。中央情报局人
员开发出一系列黑客程序，如苹果软
件应用开发工具Xcode的黑客版本，
可向苹果App Store应用商店中的应
用程序植入后门用于监听。研究人员
还声称成功开发出苹果电脑操作系
统OS X更新程序的黑客版本，可向
使用这种操作系统的电脑植入软件
以自动记录键盘输入信息。

“截击”网站的最新报道还显
示，截至２０１３年，美国情报机构已
有能力破解包括美国公司产品在
内的数十种商业化安全产品。

美政府扮“黑客”

破解苹果近10年

新西兰主流媒体《新
西兰先驱报》5日公布据
信由美国“棱镜门”爆料
人爱德华·斯诺登提供的
文件，显示新西兰情报机
构政府通信安全局监听
南太平洋地区国家。1 1
日，该报又刊登由斯诺登
提供的文件，称新西兰通
过电子监控方式搜集包
括中、日、朝和南太岛国
在内约20个国家的通讯
数据，其中许多国家与新
西兰有着密切的贸易关
系。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
洪磊11日表示，中方对有
关报道表示关切。

西蒙娜·巴博（资料图片）

男孩（左）和穆萨拉
姆（前）。

2月2日，加拿大多伦多，一个私立高中的学生组织世界事务会议，斯诺登通过视频亮相。

相关新闻

极端组织“伊斯兰
国”１０日发布一段视频，
显示一名童子军处决一
名被指认是以色列间谍
的男子。这名男孩看起
来不超过１２岁，开枪时
还喊着宗教口号。受害
者是一名阿拉伯裔以色
列人，１９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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