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据新华社电 埃及苏伊
士运河管理局说，8 月 31 日
挫败一起恐怖袭击阴谋，袭
击者目标是一艘集装箱货
轮，意图打断这条黄金水道
的交通。

这起未遂袭击发生在
格林尼治时间 8 月 31 日 12
时 30 分（北京时间 20 时 30
分）。 苏伊士运河管理局长
穆哈卜·马米什将军在一份
声明中说 ，其中 “一名恐怖
分子”试图袭击悬挂巴拿马
国旗的“科斯科·亚洲”号货
轮， 意图阻碍船只通行，袭
击阴谋 “完全失败 ，货轮和
搭载的货物没有损失”。

马米什说，埃及武装部

队严厉处置这一事件，船只
通行没有受到影响。

马米什的声明没有介
绍详细情况。 不过，法新社
援引一些航运界消息人士
的话报道，那艘集装箱货轮
正穿越运河，他们听到船上
传出两声很响的爆炸声。

埃及军方下令加强苏
伊士运河安全保卫措施。

事发当天，苏伊士运河
通行情况正常， 有 45 艘船
只通过；55 艘船只定于 9 月
1 日通过。

暂不清楚这起未遂恐
怖袭击是否与穆罕默德·穆
尔西下台或西奈半岛局势
相关。

新华社电 也门总理穆
罕默德·萨利姆·巴桑杜 8 月
31 日遭到不明身份武装人员
袭击，巴桑杜本人安然无恙。

巴桑杜的助手阿里·萨
拉里说， 不明身份武装人员
当晚在巴桑杜下班回家途中
向他的车队开火。 保镖认出
了袭击者使用的车辆牌照 ，

也门安全部队随后试图以此
为线索追踪袭击后逃逸的凶
手。

现阶段， 尚无任何团体
或个人宣称对袭击负责。 不
过，也门是 “基地 ”组织阿拉
伯半岛分支的大本营， 这一
机构被视为“基地”组织最具
攻击性的分支。

也门总统阿卜杜勒·拉
布·曼苏尔·哈迪 8 月下旬
说， 根据截获的电话交谈记
录，“基地” 组织阿拉伯半岛
分支领导人宣称将发起一次
“将改变历史面貌” 的袭击。
这一威胁迫使美国在 8 月初
暂时关闭驻中东、 非洲和亚
洲多国使领馆。

一名也门官方人士 8 月
30 日说 ，4 名武装人员在也
门中部贝达省美军无人机空
袭中身亡。 次日，也门内政部
说，死者为 5 名 “基地 ”组织
分支头目，来自同一家族。

巴桑杜遇袭后，美国国务
院强烈谴责暗杀企图，重申致
力于支持也门的反恐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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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监控门”事件揭秘
者斯诺登 8 月 31 日再次对外
揭秘 ， 显示美国情报部门
2011 年实施 231 次网络攻
击，其中近 75%针对伊朗、俄
罗斯、中国、朝鲜等国家。

《华盛顿邮报》当天报道，
网络攻击数据来自斯诺登提
供的一份资金预算文件。在代
号为“精灵”的项目中，美国计

算机专家侵入外国计算机网
络，将恶意软件秘密植入世界
各地的计算机、路由器和防火
墙，把它们置于美国的秘密控
制之下。

该报称， 预计到今年年
底 ， “精灵 ” 将会控制至少
85000 个恶意植入软件 。 在
2008 年 ， 这 一 数 字 仅 为
21252。 斯诺登披露的数据表

明， 美国网络攻击活动比之
前了解的更广泛、更活跃。

美国前政府官员告诉该
报， 在 231 次网络攻击活动
中， 近 75%的攻击都指向伊
朗 、俄罗斯 、中国 、朝鲜等国
以及诸如核不扩散之类的活
动。 但文件并没有披露美国
情报部门是如何具体操作这
些“网络攻击”的。

该报说， 美国情报部门
经常通过这些“恶意软件”获
取信息， 但奥巴马政府将网
络攻击视为 “机密 ”，拒绝公
开承认。

作为“精灵”项目的下一
阶段， 国家安全局已在开发
代号为 “涡轮”(TURBINE)的
项目， 通过在线自动化系统
收集大量恶意植入软件的信

息，并进行主动攻击。
国家安全局发言人在邮

件中向记者表示， 国防部不
从事任何领域的经济间谍活
动，在网络领域也是如此。

斯诺登此前曾披露 ，美
国情报部门拥有超大规模
“黑色预算”， 近年来美国每
年情报预算都维持在数百亿
美元 ，2011 财年预算达 546

亿美元， 此后略有下降。 但
2013 财年仍有 526 亿美元。

斯诺登目前身在俄罗斯，
他因披露美国情报机构大规
模监控计划而闻名全球。 尽
管美国要求将斯诺登引渡回
国，俄罗斯 8 月初仍决定给予
斯诺登为期一年的临时避难
许可。

据中新网消息

8月 20 日， 海西蒙古族藏
族自治州都兰县工商局查处一
起珠宝店涉嫌侵犯使用 “周六
福” 知名商品特有名称的案
件。

在深入开展的打击“傍名
牌”专项执法行动中，都兰县工
商局按照拉网检查、重点排查、
全面巡查相结合的方法， 形成
了对各类 “傍名牌” 的高压态

势。 经工商执法人员调查，发
现都兰县一家珠宝店在未经
“周六福”品牌持有人合法授权
的情况下， 擅自在其经营的店
面装饰、 柜台以及柜台中的托
盘上使用了 “周六福” 汉字标
识， 但柜台内待售的金银首饰
并非周六福珠宝公司的产品，
容易使消费者误认为该店销售
的珠宝是香港周六福珠宝国际

集团有限公司的商品， 其客观
上构成了对周六福珠宝公司不
正当竞争行为。

目前，该案正以涉嫌“傍
名牌”， 在进一步调查处理之
中。

（通讯员 王保君 刘卫民）

日前，格尔木市工商局
根据事先掌握的线索，缜密
安排 、果断出击 ，成功捣毁
一制售假冒青稞酒窝点，依
法查扣涉嫌假冒 “八大作
坊” 白酒 41 瓶、 假酒包装
580 套。

为切实加大打击侵犯
注册商标专用权行为的力
度， 遏制商标侵权行为，格
尔木市工商局金峰路工商
所执法人员通过有关渠道
得知该市园艺场内有制售
假青稞酒窝点。该所根据线
索进行了周密部署，经过两
天一夜的连续蹲点盯守，终
于在园艺场成功查获该窝

点。当场共查获已灌装好的
涉嫌假冒 10 年八大作坊酒
22 瓶，涉嫌假冒 15 年八大
作坊酒 19 瓶； 查扣回收的
成套包装：出口型“天佑德”
150 套， 云锦七彩互助 260
套，织锦七彩互助 170 套。

目前，该案正在进一步
调查处理中。

（通讯员 王保君 熊成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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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诺登再披露“精灵”项目

2011 年美国 75%网攻针对中俄

据日本新闻网报道 ，日
本福岛第一核电站的核污水
储存罐周围， 检测出高浓度
的核放射量 ， 每小时达到
1800 毫西弗。

东京电力公司称，已经从
4 个地方检测出了高放射量，
而且放射量在不断地增加，达
到了每小时 1800 毫西弗，这
意味着一个人如果遭受 4 个
小时的辐射，将会死亡。

核泄漏事故发生已经两
年多， 但是核泄漏问题还得

不到解决。 除了沿海发现大
量的污染水泄漏之外， 核电
站内污水储存罐的泄漏 ，成
为这座核电站新的污染源。

另据报道， 日本政府和
东京电力公司等组成的 “核
电站报废对策推进会议 ”日
前就福岛第一核电站核污水
问题表示， 将在 9 月早些时
候发布彻底解决该问题的对
策， 其主要内容为增加设置
核污水处理设备。

据中新网消息

据新华社电 埃及内政
部 8 月 31 日说， 穆斯林兄
弟会总导师、即最高领导人
穆罕默德·巴迪亚健康状况
良好，否认一些媒体关于巴
迪亚心脏病发作死在监狱
的报道。

内政部在社交网站“脸
谱”的主页说，巴迪亚“身体
健康”。 而早些时候，国营媒
体《金字塔报》说，巴迪亚心
脏病发作 ，但并非私营 “日
报”网站所说已经病故。

一名不愿公开姓名的
安全部门官员告诉《金字塔
报》，当局 8 月 31 日派一个
医疗组前往首都开罗郊外
的图拉监狱，给巴迪亚做身

体检查。 这名消息人士说，
巴迪亚身体状况稳定，心脏
病发作的原因是“精神状况
持续糟糕”。

就巴迪亚病死狱中的
报道 ， 穆兄会发言人吉哈
德·哈达德说， 他不了解巴
迪亚的健康状况。

作为穆兄会最高决策
机构指导局主席，巴迪亚 8
月 20 日被警方逮捕。 巴迪
亚原定 8 月 28 日接 受讯
问 ， 但监狱方面推迟这一
安排 ， 缘由是巴迪亚身体
不适。 路透社说，如果巴迪
亚 健 康 出 现 任 何 严 重 恶
化 ， 肯定会加剧穆兄会与
过渡政府的敌对。

据新华社约翰内斯堡 9
月 1 日电 南非总统府 1 日
发表声明说，95 岁的前总统
纳尔逊·曼德拉当天上午离
开比勒陀利亚的医院，返回
位于约翰内斯堡的家中继
续接受治疗和护理。

声明说，曼德拉的病情
依然危重，并且状况时好时
坏，但是医疗团队认为曼德
拉在家中可以得到与在医
院同等水平的医疗护理。

声明还说，曼德拉的家

已经按照医疗护理的要求
重新布置过，并且在家中对
曼德拉进行护理的团队就
是医院中一直对其进行治
疗和护理的团队。 一旦曼德
拉的身体状况出现异常，医
生将随时把他送往医院。

6 月 8 日， 曼德拉因肺
部疾病复发而被送往比勒
陀利亚的一家医院接受治
疗。 这是去年 12 月以来他
第四次入院治疗，也是入院
时间最长的一次。

埃及否认穆兄会首领病死狱中

也门总理躲过暗杀袭击

曼德拉出院回家继续治疗

福岛核污水储存罐周边现高辐射源
4 小时可致人死亡

埃及粉碎苏伊士运河恐怖阴谋

曼德拉的住所。 新华社发

巴迪亚被捕时（资料图片）

福岛核电站核泄漏之后日本出现变异植物(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