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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BI建议不就“电邮门”起诉希拉里
美国联邦调查局(FBI)局长詹姆斯·科米5

日在华盛顿表示，FBI没有找到希拉里或其同
事故意违反处理机密信息法律的明显证据，
不过有证明显示“他们在处理非常敏感、高
度机密的信息时极度粗心”。

据科米称，FBI调查了希拉里上交给国务
院的约3万封电子邮件，发现有110封电邮包
含机密信息，虽然没有找到她的个人邮件被
黑客成功破解的直接证据，但他们认为“敌
对者”有可能进入希拉里的个人电子邮箱帐
户。

科米说：“虽然有证据显示(希拉里等)可
能违反处理机密信息的法规，我们的判断是
检察官没理由起诉。”科米称，没有发现(希
拉里等)明显故意错误处理机密信息、对美国
不忠或妨碍司法公正等情况。

科米说：“尽管应由美国司法部来最终
决定是否起诉，我们的意见是该案不适合起
诉。”他特别强调，并没有和司法部及其它
政府部门商量声明内容，“他们不知道我今
天要说什么”。

IS组织通过APP出售奴隶
据美联社7月5日报道，下面这个阿拉伯

语帖子中的内容令人感到不寒而栗。一个女
孩待售：“处女。美丽。12岁。她的售价为

新 闻 瞭 望 台 一 览 晓 天 下
1.25万美元，将很快售出。”这则广告，与其
他出售猫咪、战术装备和武器的广告一起，出
现在加密的“电报（Telegram）”软件上。伊
拉克遭迫害的“雅兹迪”族群的一名激进分子
与美联社分享了这则广告。这个族群正在设法
解救仍被“伊斯兰国”(IS)组织极端分子扣作
性奴的约3000多名妇女和女童。

美联社发现，随着“伊斯兰国”组织自
封的“哈利法国”接连对多座城市失去控制
权，其加紧了对于俘虏的控制，将雅兹迪人
带至其领土深处，并且在“电报(Telegram)”
和“whatsapp”等大众使用的加密APP上将其
作为奴隶出售。

美国宣布制裁朝鲜高官 首次将金正恩
列制裁对象

美国财政部7月6日宣布，将朝鲜领导人金
正恩及10名高级官员、5个朝鲜团体机构列入
制裁名单。美国方面表示，作出这次制裁决定
没有中国的参与。

制裁内容包括冻结被制裁人员(组织)在美
资产，相关人员不得进入美国，禁止美国公民
与被制裁对象交易等。美国当局表示，朝鲜领
导人金正恩等人必须为一连串侵犯人权的问题
负责。日本《读卖新闻》称，这是美国政府首
次把朝鲜领导人直接列为制裁对象。

警惕国际安全形势的恶化 北约峰会召开
普京突消失 要出大事？

北约峰会在华沙开幕
北约峰会于7月8日-9日在波兰首都华沙开幕。主办国波兰官员

介绍，峰会将做出的一个重要决定是增兵巩固北约东翼，遏制俄罗
斯可能的入侵。计划在波罗的海三国和波兰分别部署四个营，大约
5,000人的兵力。这些部队将分别来自美国、英国、加拿大和德国。
积极推动北约做出这项决定的波兰期望能把北约东翼的情报处理中心
设在波兰。

与此同时，这次峰会还要讨论同前苏联地区国家乌克兰、格鲁
吉亚和摩尔多瓦等国加强合作。峰会将宣布对乌克兰提供重要的政治
支持和实际的军事帮助。还将举行北约-乌克兰峰会。

这次华沙峰会将考验北约在面对俄罗斯的威胁时是否能团结一
致，及时有效地地拿出应对措施。为保证峰会安全，波兰临时关闭了
俄罗斯加里宁格勒州与波兰之间边界。当地俄罗斯居民享有的入境波
兰优惠签证待遇被暂停执行。

要出大事？普京突然取消一周所有行程
在北约华沙峰会即将召开和南海仲裁案即将宣判之际，普京神

秘消失引发外界猜想。
据俄罗斯《报纸报》7月6日消息，普京取消了包括访问阿尔

泰、雅库特及诺夫哥罗德在内的所有行程。目前尚未公布取消行程的
具体原因。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对此解释称，所有这些行程并未
提前公布出来。“这些行程只是数十个预定行程中的一部分，可以作
为参考，但最终没有确认进行”。

中、波、俄三角关系
《美国之音》称，在北约与俄罗斯的对抗日益加剧之际，中国

强调进军中东欧地区。中国与北约东欧成员国，特别是关键国家波兰
的关系也在拉近。中国领导人习近平3月访问捷克，6月访问波兰，同
匈牙利的关系也在升温。

波兰与俄罗斯历史上长期积怨，目前两国关系处在冰点。俄罗
斯对中国与波兰加强关系保持沉默。俄罗斯官方既没有表示欢迎，也
没有批评，但俄罗斯媒体关注报道波兰与中国的各种互动。

                                               （综合自多维新闻网）

澳大利亚举行大选
英国刚刚结束脱欧公投，澳大利亚迎来

大选。据澳洲网报道，继澳大利亚选举委员
会（AEC）澳东部时间3日凌晨2时关闭计票系
统，并宣布于5日重启统计提前投票及邮寄投
票的选票数目后，其选举专员4日表示，此次
票数统计还需花费一段时间。

英国排外案件大增 
英国警方提供的信息显示，近期英国国内

与“种族歧视”和“排外情绪”有关的案件数
量大幅增长，包括言语攻击、侮辱行为及骚扰
等，外来移民和少数族裔受到影响。

中国驻英国使馆提醒所有在英中国公民密
切关注英国安全信息，加强防范，提高警惕。

研究称美石油储量2640亿桶 力压沙特
居世界首位 

全球知名能源行业咨询机构的最新研究显
示，美国石油储量总计2640亿桶，已高于沙特
阿拉伯、俄罗斯，成为全球石油储量最高的国
家。

英国公开伊战调查 布莱尔或被永久剥
夺公职资格

据中国之声《新闻纵横》报道，历时7

欧洲第三大繁忙机场土耳其首
都伊斯坦布尔阿塔图尔克机场6月
28日晚遭遇自杀式恐怖袭击，三名
恐怖分子用自动步枪向人群扫射，
然后在机场抵境大厅引爆炸弹，炸
死了42人和炸伤近240人。土耳其确
定极端组织“伊斯兰国”为幕后黑
手。另，7月1日至2日孟加拉国首都
达卡也发生袭击事件，20个平民丧
生。

自去年11月至今半年多以来，
大规模恐怖袭击事件呈高发期。在
国际加大对 “伊斯兰国”的打击之
后，后者有能力迅速地作出报复性
的“回应”，意味着国际打恐的努
力还有许多疏漏。

此次土耳其机场袭击事件与3月
间发生的布鲁塞尔自杀式袭击事件
有相似之处，保安森严的国际机场
成了袭击目标。

当去年11月法国巴黎发生连环
恐袭之后，调查工作便揭露此案与
比利时有很大的关联。比利时人口
仅1100万，却有约400人到叙利亚加
入圣战组织，人均比例是欧盟成员
中最高的，比利时已经成为欧洲激
进化的回教青年的温床。

欧洲刑警组织（Europol）今年
1月也警告，“伊斯兰国”组织在去
年11月展开巴黎连环恐怖袭击后，
准备在欧洲进行更多的恐袭。没几
个月时间，它的警告便在比利时应
验，伊国组织分子同时在布鲁塞尔
机场和市中心地铁站发动袭击，夺
走32条人命。

恐 怖 主 义 者 通 过 频 繁 的 恐 怖
袭击发出的讯息是，其潜藏在欧

洲的“圣战”分子在遭到警方围捕
下，仍未失去行动能力。此外，从
中东涌到欧洲的难民潮也让恐怖主
义者有机可乘，加剧了欧洲安全的
忧虑。

布鲁塞尔恐怖袭击和巴黎恐怖
袭击是同一夥人干的，可见“圣
战”分子在欧洲的网络已经有高度
组织性，能够随时在欧洲不同城市
发动大规模袭击。土耳其恐袭是否
也跟巴黎、比利时恐袭网络有关，
如果答案是肯定的话，则显示恐怖
主义网络能躲过国际警力联手追踪
与打击，他们的应变能力不容各国
低估。

副总理兼国家安全统筹部长张
志贤日前在亚洲新闻台的访谈节目
中警告，恐怖主义的威胁今年比去
年更严重。他说，在80和90年代，
有约200、300人来自东南亚到阿富
汗参加“圣战”，但过去两三年却
有约1000人从东南亚到中东加入“伊
斯兰国”组织，他们当中已有人回来
本区域发动攻击，如今年1月间在雅
加达市区发生的连环袭击，去年底
在菲律宾南部保安部队人员被袭。
张志贤一番警告言犹在耳，土耳其
袭击随即发生。

国际整体安全形势恶化的其中
一个主要因素，张志贤归咎于互联
网的发达，因为恐怖组织懂得用当
地语言向不同地方的人散布信息，
招募人手。

东南亚逐渐成为恐怖主义的温
床，使得新加坡的防恐工作更加困
难。内政部长兼律政部长尚穆根今
年1月间在一项安全问题的座谈会上

年，英国有关伊拉克战争的《齐尔考特报
告》终于在7月6日公开。负责主持这项调查
的伊拉克战争调查委员会主席约翰·齐尔考
特爵士在声明中说，“肯定伊拉克大规模杀
伤性武器存在的说法没有充分情报依据”，
而对战后的计划也“完全不完善”。报告的
结论认为，时任英国首相布莱尔对伊战有
“不可推卸的责任”。

据了解，随着这份260万字调查报告的出
炉，当年坚决要求参战的英国前首相布莱尔
可能会受到严厉批评，甚至遭遇到下议院弹
劾，或将被永久剥夺公职资格。

“自拍死”已成全球现象 75%死者是
男性

上周，一名德国游客在秘鲁马丘比丘废
墟禁区摆跳起姿势自拍时摔落致死。仅仅1天
之后，另一名韩国游客在秘鲁戈克塔瀑布顶
部试图自拍时坠落身亡。自拍正导致越来越
多致命意外，成为全球现象。

研究显示，“自拍死”最常见的原因是
从高处摔下，其次是溺毙。自拍致死受害者
中，平均年龄为21岁，75%死者为男性。2016
年1月，《华盛顿邮报》报道称，印度已成为
世界上自拍致死人数最高的国家，这促使该
国在许多旅游景点增设“自拍禁区”。

指出，由于印度尼西亚缺乏预防性
拘留囚犯的法律，多名恐怖分子已
陆续出狱，两名参与雅加达恐怖袭
击的恐怖分子，就是获提早出狱的
囚犯。

此 外 ， 更 多 去 中 东 加 入 “ 圣
战”的邻国人回国潜伏着，是本区
域安全的另一大隐患。在土耳其遭
恐袭之前一天，吉隆坡一间夜店凌
晨 发 生 了 一 起 爆 炸 案 ， 致 数 人 受
伤 。 马 来 西 亚 警 方 未 证 实 此 案 与
“伊斯兰国”组织有关，但后者却
声称这是对马警方的回应，因为马
全国警察总长卡立阿布巴卡曾经向
一个到中东参加“伊斯兰国”的马
国公民发出挑战，要他回国。

防恐、打恐是长期的行动，不
是一时的义气之争，更不能摆出傲
慢自满的态度。每一次的大规模恐
怖袭击，不论是远在欧洲、美国或
是近在邻国，对我国的安全都是一
次严厉的提醒和教训。

（文章来源：联合早报网；图片来
源：环球科学）

普京对北约在东欧军事部署强烈不满（图源：VCG）

两名白警察将黑人按倒射杀 引发抗议
路易斯安那州首府5日爆发民众示威，抗议警察枪

杀黑人男子。此前出现一则录像显示两名白人警察将一
名黑人男子按倒在地并对他开枪。

事发后尸检报告显示37岁的死者，斯特林（Alton 
Sterling），因胸部和背部中枪而死。他有5个孩子，事
发前在巴吞鲁日市区一家便利店前摆摊卖光盘

警方发言人说，当时警方接报称一名男子持枪恫吓
旁人。录像中的两名警察根据正常程序已行政休假。

大约200名抗议者堵住了现场附近的街道，后来被
警察驱散。组织者称他们将在市政厅前再度集会抗议。

枪击发生数小时后录像曝光，里面显示警察和斯特
林在一个停车场发生争执，警察把他按在地上，更多争

执，之后可以听到三声枪响，然后两声较弱的枪响，期
间可以听到有人说“他有枪”。

现场附近的一名店铺老板告诉当地电视台，当时
一名警察试图用电击棒制服斯特林，但后者又跟第二
名警察发生搏斗，第一名警察就向斯特林“打了四到六
枪”。

他说被打死的男子手上没看到有枪，但后来警察
从他口袋里搜出一把枪。警方未能证实他的说法。

路易斯安那国会议员里奇蒙发表声明说，这是
个“悲剧”，对死者家人和巴吞鲁日市民应该有个交
代，“我们将寻求得到这个交代”。

                                         （来源：文学城新闻频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