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五角大楼发布新版网络安全战略概要

美美军军直直言言要要打打网网络络战战

欧盟与古巴同意

建立人权对话机制

据新华社布鲁塞尔４月２２日电
古巴外长罗德里格斯２２日到访欧

盟总部，并和欧盟外交和安全政策
高级代表莫盖里尼举行会晤，双方
表示同意建立人权对话机制。莫盖
里尼表示，首次欧盟－古巴人权对
话将在今年６月在布鲁塞尔举行，欧
盟人权事务特别代表兰布里尼季斯
将具体负责相关工作。

２００８年，欧盟与古巴签署联合
声明，重启合作。２０１４年２月１０日，欧
盟２８个成员国外长批准欧盟与古巴
开始特别合作协议谈判。同年３月７
日，古巴外长罗德里格斯宣布，古巴
政府将与欧盟恢复关系正常化谈
判。今年３月５日在古巴首都哈瓦那
结束的第三轮谈判中，双方在达成
进一步合作的纲领性文件方面取得
进展，同时就文化、教育、医疗等领
域的合作广泛交换了意见。

美Ｘ-４７Ｂ无人机

首次成功空中加油

据新华社4月23日电 美国海军
２２日宣布，Ｘ-４７Ｂ型无人驾驶舰载
机当天成功完成自主空中加油，成为
全球首架实现空中加油的无人机。美
国军方和Ｘ-４７Ｂ无人机的制造商诺
斯罗普-格鲁曼公司说，这架Ｘ-４７Ｂ
无人机在空中与一架Ｋ-７０７型加油
机配合，空中加油１８００公斤。

美国海军航母无人机项目主管
杜阿尔特把Ｘ-４７Ｂ完成空中加油
称为“开创性”成就，能够增强今后
航母所搭载无人机的航程和灵活
性，从而扩大航母的打击范围。Ｘ-

４７Ｂ长约１２米，翼展接近２０米，设计
最大飞行高度超过１.２万米，航程超
过２０００公里，最大起飞重量２万公
斤，能以高亚音速飞行。它采用隐身
设计，有两个内置武器舱，载弹量大
约２０００公斤。

朝鲜中央电视台

向美国推电视转播

据新华社4月23日电 韩国媒体
２２日报道，朝鲜中央电视台本月开
始在美国提供电视转播服务，遗憾
的是，由于美国普通家庭没有安装
能接收该信号的天线，他们将无法
收看朝鲜电视节目。韩联社报道，瑞
典卫视参数查询网站人员当天接受
一家电台采访时说，美国家庭接收
卫星电视信号一般用直径４５厘米的

“锅盖”形卫星天线，而朝鲜中央电
视台发射的卫星信号需要用直径１.５
米以上的圆形天线才能接收。

据了解，过去１０年来，朝鲜中央
电视台通过泰国“泰星五号”人造卫
星在亚洲和西欧地区提供电视转播
服务；本月初，朝鲜中央电视台开始
通过“国际通信卫星二十一号”卫星
提供电视转播服务，覆盖地区扩大
至北美、拉美和东欧。

美国五角大楼２３日发
布新版网络安全战略概
要，首次公开表示要把网
络战作为今后军事冲突的
战术选项之一，明确提出
要提高美军在网络空间的
威慑和进攻能力。

美国国防部长卡特表
示，新战略展示了美国会
对网络攻击进行报复的决
心，要让全世界知道美国
将在网络空间进行自卫。

澳澳洲洲叫叫停停重重大大投投资资移移民民签签证证
近九成500万澳元投资移民申请来自中国

本报讯 据澳大利亚澳
华网报道，从4月24日开始，澳
大利亚500万澳元（约合2394
万元人民币）投资移民将被暂
停，其中89 . 1%的签证申请人
来自中国。同时，新政也禁止
直接投资住宅房产，这对喜欢
在澳洲购房安家的中国人而
言也是噩耗。此前，据报道，一
位 来 自 中 国 的 神 秘 买 家 以
2500万澳元（约合1 . 2亿元人
民币）买下墨尔本一套在建的
豪华顶层公寓，创下澳大利亚
公寓市场成交价新高。

澳大利亚移民局发表正
式声明称，将暂停一切重大投
资者签证的提名。澳大利亚移
民 局 称 ，重 大 投 资 者 签 证

（SIV）计划主要是为了提振经
济发展，增加投资资金流，保
证澳大利亚在投资移民市场
中维持竞争优势。自去年起，

澳大利亚政府就针对重大投
资者签证政策进行复审，预计
将从今年7月1日起开始实施
新签证政策。为保证潜在申请
人能清楚地理解投资要求框
架，保证澳洲签证政策持续提
供投资移民和经济利益的平
衡，澳大利亚政府决定暂时停
止所有重大投资者签证申请
人的提名。这一暂停行为从本
月24日起实施，新提名将于7
月1日重新开放。新政禁止直
接投资住宅房产。

澳大利亚现行的投资移
民政策相当宽松，投资方向包
括政府债券、基金和私人企
业，投资风险小，移民成功率
高，向来是备受中国投资者青
睐的投资移民热点国家之一。
澳大利亚移民局公布的数据
也显示，在目前已批准的“500
万澳元投资移民签证”中，

89 . 1%的签证申请人来自中
国。

据悉，该项目如果在7月1
日重启，那么在投资领域方面
会有进一步限制：不允许投资
政府债券；至少100万澳元（约
合478万元人民币）通过风险
投资方式投入初期资本增长

类型的投资；至少150万澳元
（约合718万元人民币）通过管
理基金投入澳交所小型上市公
司股票，投资管理人必须有超
过1亿澳元（约合4 .79亿元人民
币）的管理资产额；任何单一投
资者在风险投资基金中的比
例不能超过30%。 （中新）

日本３名女阁僚

参拜靖国神社

综合新华社４月２３日消息 日
本内阁３名女阁僚２３日参拜了靖国
神社。日本国家公安委员长兼绑架
问题担当大臣山谷惠里子、女性活
跃担当大臣有村治子和总务大臣高
市早苗当天先后参拜，是靖国神社
今年春季例行大祭期间日本内阁阁
僚首次参拜这一设施。去年１０月秋
季大祭期间，上述３人也曾同一天前
往靖国神社参拜。

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洪磊
２３日表示，日本有关内阁成员参拜
供奉有二战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
反映出其对待历史的错误态度，中
方对此坚决反对。他重申，日本只有
切实正视和深刻反省过去那段侵略
历史，同军国主义划清界限，中日关
系才可能实现健康稳定发展。“我们
敦促日方信守有关反省侵略历史的
表态和承诺，以负责任态度妥善处
理有关问题。”洪磊说。

希望给潜在对手一定威慑

美联社援引这份报告说，
美国政府和企业受到的网络
攻击比先前更严重和复杂，

“国防部必须能够向总统提供
更多应对冲突升级的选项，应
该有能力使用网络行动破坏
敌方指挥和控制网络、相关军
事的关键基础设施和武器作
战能力”。五角大楼公开的概
要共３３页，而新版网络安全战

略文件绝大部分内容属于机
密。这是五角大楼第二次发布
网络安全战略报告。

就美军网络战能力，美国
官员一向低调。美国国防部
２０１１年７月首次发布网络安全
战略报告，强调防御，但几乎
没有提及美军在网络空间的
威慑和进攻能力。美国官员
说，新版网络安全战略以更公

开的方式提及网络战，一方面
是因为国防部希望提高其网
络工作的透明度；另一方面，
希望能给潜在对手形成一定
的威慑。

美国国防部长卡特２２日
说，新战略“对一切作出了更
清晰、更具体的说明，包括美
军的网络进攻能力”，展示了
美国会对网络攻击进行报复

的决心。他说，让全世界知道
美国将在网络空间进行自卫，

“对我们有利”。新版网络安全
战略的发布紧随美国总统奥巴
马１日发布的网络攻击制裁令。
根据这一行政命令，美国政府
相关部门将有权对通过恶意网
络行为威胁美国利益的个人和
实体实施制裁，包括冻结资产
和限制入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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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大任务：自卫反击威慑

根据媒体提前披露的新
战略概要以及美国分管国土
防御和全球安全事务的助理
国防部长罗森巴赫１４日在国
会听证会上所述，新版网络安
全战略可归纳为三大任务。

一是保障自身网络安全。
罗森巴赫说，由于军方运转严
重依赖网络，五角大楼要把保

障自身网络安全作为重中之
重，确保美国网络基础设施的
弹性，使其能在遭受网络攻击
后迅速恢复。新战略概要规定，
国防部必须进行以内部网络遭
攻击破坏为假想背景的演习。

二是反击重大网络攻击。
正如前文所述，美军一旦反击，
就要使敌方瘫痪。新战略表示

将加强与网络攻击相关的情报
收集能力，提出要与美国在亚
太等地区的盟国进一步合作，
增加在网络空间的军事选项。
罗森巴赫在国会听证会上说，
五角大楼近年来显著加强了识
别网络攻击者身份的能力，降
低了网络空间的匿名难度。

三是吓阻重大网络攻击。

罗森巴赫说，国防部将研发阻
止网络攻击者达到预期目标
的能力，增加网络攻击者需付
出的成本，同时向总统提供全
方位、涉及所有政府机构的多
种网络报复方案，以及外交和
军事选项，以威慑潜在敌人。
第二项和第三项任务分别关
乎网络进攻能力和威慑能力。

防长卡特亲赴硅谷招人才

美国国防部长卡特眼下
在信息技术企业云集的加利
福尼亚州硅谷联络高科技企
业和专家，希望他们协助应对
日益严峻的网络安全威胁，保
证美国军方拥有尖端网络技
术。不过，由于“棱镜”等一系
列美国秘密情报监视项目曝
光，一些长期怀疑政府秘密监

视本国公民的技术专家决心
保护客户和消费者免受政府
窥探。

卡特承认吸纳人才面临
挑战。“我们要做的工作之一
是进行对话。我们在寻求社会
安全和繁荣方面有巨大共同
利益，基于这一共同点，我力
求让大家站到一起。”按计划，

卡特将会见一些科技公司老
板，包括社交网站“脸谱”首席
运营官桑德伯格和一些风险
投资人，宣布国防部与信息技
术企业合作的新方式。

一些五角大楼官员透露，
卡特将于下个月在旧金山湾
区成立一个由现役军人、平民
和预备役军人组成的全日制

机构，研究新技术，并在那里
与信息技术企业建立良好关
系。另外，卡特还将与非营利
性科技企业In-Q-Tel进行项
目试点。In-Q-Tel是中央情报
局多年前设立的风投机构，专
门网罗可用于情报工作的创
新技术。

据新华社

美军新版网络安全战
略概要，首次公开表示要把网
络战作为今后军事冲突的战
术选项之一。（资料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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