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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华盛顿邮报》电子版 11 日报
道，美国中央情报局（CIA）经由瑞士一
家加密设备制造商，窃取和破译多国加
密文件，持续超过半个世纪。瑞士政府
11日说，正在就上述报道作调查。

《华盛顿邮报》和德国电视二台的
联合调查发现，瑞士加密设备制造商克
里普托AG公司曾经由美国中情局和联
邦德国情报机构秘密所有，两家情报机
构能够轻易破解使用克里普托AG公司
加密设备传输的机密文件。

报道说，克里普托 AG 公司在第二
次世界大战期间首次与美国军方签署
合同，向后者提供加密传输设备，而后
数十年内成长为加密设备制造业巨头，

产品销往全球 120 多个国家和地区，销
售额数以百万美元计。

两家媒体发布上世纪 50 年代至本
世纪头十年克里普托 AG 公司 62 个国
家和地区以及机构等客户名单，包括联
合国、日本、意大利、土耳其、伊朗、印
度、巴基斯坦、梵蒂冈等。报道说，俄罗
斯（苏联）、中国、朝鲜没有向克里普托
AG公司购买加密设备。

克里普托AG公司 1970年左右由美
国中情局和当时的联邦德国情报机构
联手秘密收购。1970年以后，美国中情
局、国家安全局与联邦德国情报机构一
起，掌控克里普托 AG 公司从人员雇用
到技术设计甚至销售对象在内的方方

面面。
按《华盛顿邮报》的说法，多个外国

政府支付高额费用给克里普托 AG 公
司，殊不知它们最机密的信息最终会被
美国和德国情报机构掌握。以色列、瑞
典、英国、瑞士政府可能知晓美德情报
机构的做法并且获准“分享”信息。

报道说，两德统一之后，德国于上
世纪 90 年代早期退出，所持克里普托
AG 公司股份由美方收购，直到 2018 年
中情局出售克里普托AG公司资产。

美国中情局和德国联邦情报局拒
绝就这一问题作出回应，不过《华盛顿
邮报》报道，两国官员没有质疑中情局
文件的真实性。 新华社特稿

CIA长期窃取他国机密文件

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罗伯
特·奥布莱恩 11 日说，只要能达成一份
不错的协议，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对再
次会晤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持开放
态度。

奥布莱恩当天在美国智库大西洋
理事会演讲时说，如果磋商能让朝鲜方
面履行在美朝领导人新加坡会晤期间
所作承诺，美方乐见磋商继续。

“我们会继续朝（这一目标）努力，”
他说，“我们得看看再次举行（美朝）领
导人会晤是否合适。但特朗普总统已

经很明确，如果他能为美国民众拿到一
份了不起的协议，他会去峰会，他会去
会晤，他会和任何人对话。但我们必须
得拿到一份不错的协议。”

奥布莱恩发表演讲前一天，美国有
线电视新闻网报道，特朗普已经告知他
的顾问，不想在今年 11月美国总统选举
前再次会晤金正恩。报道说，特朗普政
府内部的看法是，恢复美朝对话的风险
远大于潜在收益。

朝鲜和美国政府代表去年 10 月 5
日在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市郊利丁厄

岛一座会议中心会晤，持续 8 个半小
时。那是朝美谈判停滞 7个多月以后双
方首次正式谈判。就那次磋商，双方评
价各异。朝方指认美方“空手而来”，美
方说磋商“不错”。

特朗普与金正恩迄今会面三次，没
有就朝鲜半岛无核化取得实质性进展，
双方对话陷入僵局。朝方多次就朝美
关系和双方重启磋商问题表态，说美方
必须首先取消对朝敌视政策，拿出朝方
认可的新方案。

新华社特稿

美方：愿“有条件”举行美朝领导人会晤

【巴方控诉】
阿巴斯 11 日说，由美国总统唐纳

德·特朗普发布的“中东和平新计划”是
给以色列的“礼物”，巴方不会接受。

美方的“中东和平新计划”在耶路
撒冷归属、犹太人定居点合法性等重大
问题上偏袒以色列一方，无视巴勒斯坦
方面关切。以方欢迎这一方案，而巴方
明确拒绝。

阿巴斯在讲话过程中手举一幅地
图，标示“中东和平新计划”设想下的巴
勒斯坦国土。

阿巴斯说，这份计划向巴勒斯坦提
供了“支离破碎的国土”，而且巴方将无
法控制空域、领海和东耶路撒冷。他随
后向安理会与会代表发问：“这就是他
们（许诺）我们的国土，瑞士奶酪一般。
你们当中有谁愿意接受这样的国土和
这样的条件？”

阿巴斯敦促特朗普政府撤回“中东
和平新计划”，在安理会决议框架下推
动巴以谈判。

阿巴斯所提安理会决议呼吁以“两
国方案”化解巴以冲突。所谓两国方
案，即建立以 1967年第三次中东战争以

前的边界为依据、以东耶路撒冷为首都
的独立巴勒斯坦国，与以色列和平共
处。这一方案获得多项联合国决议支
持。

阿巴斯说：“美国不能是（巴以冲突
的）唯一调停方。我要对特朗普先生
说，他的方案无法实现和平与安全……
如果你（给别国）强加和平，那也不会长
久。”

【美以回应】
阿巴斯讲话当天，安理会没有表决

一份反对“中东和平新计划”的决议草
案。以多名不愿公开姓名的外交官为
消息源，法新社报道，为给上述决议草
案“设卡”，美国方面对安理会其他理事
国“施加强大压力”，包括经济制裁威
胁。

以色列总理本雅明·内塔尼亚胡 11
日隔空回应阿巴斯的讲话：“这不是瑞
士奶酪，而是对中东而言最好的方案，
对 以 色 列 和 巴 勒 斯 坦 而 言 最 好 的 方
案。”

以色列常驻联合国代表丹尼·达农
在安理会发言时说，巴勒斯坦需要“新
领导人”，指称阿巴斯不愿考虑特朗普
提出的“实际方案”、为化解巴以冲突

“设阻”，“只有他下台，以色列和巴勒斯
坦才能向前发展”。

达农的说法遭以色列前总理埃胡
德·奥尔默特驳斥。奥尔默特 11 日在
联合国总部所在地纽约会见阿巴斯。

奥尔默特反对“中东和平新计划”，
告诉媒体记者阿巴斯“倡导和平、反对
恐怖行径，因此是我们可以打交道的唯
一伙伴”。

阿巴斯在记者会上称呼奥尔默特
为“朋友”，说他想要“向以色列人伸出
手。我们想要通过和平方式和谈判实
现和平”。 新华社特稿

巴勒斯坦拒当“奶酪”

阿巴斯：不会接受“中东和平新计划”

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成员国 12日在比利时首
都布鲁塞尔举行国防部长会议，商讨增加在伊拉
克军事部署，以回应美国政府对盟国扩大在中东
军事部署的呼吁。

北约秘书长延斯·斯托尔滕贝格 11日说，北
约驻伊部队在培训伊拉克安全力量、协助打击极
端组织“伊斯兰国”方面取得成功，但“还可以做
得更多”。

美军 1 月在伊拉克袭杀伊朗高级将领卡西
姆·苏莱曼尼。此后，北约出于安全考虑，暂停
在伊拉克的军事任务，撤离部分人员。消息人士
说，北约在伊拉克的安全培训任务有望近期恢
复。

外交消息人士告诉德新社记者，北约成员国
防长预期在这次会议上原则同意增加在伊拉克
的部署。其中，大约 200名北约国家军人可能从
美国领导的打击“伊斯兰国”国际联盟划拨至北
约驻伊拉克部队。

美国常驻北约代表凯·贝利·哈奇森 11 日
说，上述部署可满足美方要求。 新华社特稿

北约考虑扩大
在伊拉克军事部署

委内瑞拉反对派要员、自封“临时总统”的
胡安·瓜伊多 11日结束为期 3周的“求援之旅”，
返回委内瑞拉。

针对瓜伊多回国，委内瑞拉总统尼古拉斯·
马杜罗淡定自若，直言“不在傻瓜身上浪费时
间”。

【爆发冲突】
瓜伊多 11日抵达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附

近的迈克蒂亚国际机场。西方媒体报道，瓜伊
多支持者和力挺马杜罗政府的民众发生冲突，
一些政府支持者指责瓜伊多是“叛徒”，拿棍棒
和交通锥击打他乘坐的车辆。

当地媒体报道，反对派支持者一度与委内
瑞拉航空工业和空中服务集团员工发生冲突。
这家委内瑞拉国有航空运营商 7 日遭美国制
裁。美方给出的制裁理由是马杜罗政府成员乘
坐这一航企飞机出访。围绕美方最新制裁举
措，委内瑞拉政府准备向国际法院提起诉讼。

瓜伊多当天晚些时候在加拉加斯一处广场
举行记者会。他说自己“挑战了他们，得以入境
委内瑞拉”，批评马杜罗是“懦夫”。

瓜伊多去年 1月自行宣布就任“临时总统”，
获得美国、欧洲和拉丁美洲一些国家承认。他
今年 1 月违反委内瑞拉最高法院的旅行禁令出
境，抵达邻国哥伦比亚，继而前往欧洲和加拿大
等地，寻求多国支持。本月 5 日，美国总统唐纳
德·特朗普在白宫会见瓜伊多。

针对瓜伊多回国，马杜罗 11 日晚在电视讲
话中“一笔带过”，说“我们不在傻瓜身上浪费时
间”。

【凸显无奈】
西方媒体评论，瓜伊多的“策略”仍然是鼓

励更多人上街抗议马杜罗政府，但委内瑞拉民
众最近数月正逐渐失去对示威的“兴趣”，凸显
瓜伊多离开委内瑞拉向海外寻求支持背后的无
奈。

按美联社说法，瓜伊多接下来能否用好美
国方面“升级版”支持依然存疑。

特朗普 4日在国情咨文演讲时提到，将采取
更多措施尽快“粉碎”马杜罗政权。一名不愿公
开姓名的白宫高级官员告诉路透社记者，美方
今后 30 天内将针对马杜罗政权采取“强力措
施”。美国国务院 10日在一份预算提案中说，特
朗普政府寻求 2021 财政年度划拨 2.05 亿美元，
推动委内瑞拉政权更迭。

委内瑞拉外交部长豪尔赫·阿雷亚萨先前
回应，特朗普扬言用暴力威胁委内瑞拉合法政
府，是对委内瑞拉民众的冒犯和不敬。

新华社特稿

瓜伊多回国
马杜罗淡定

2 月 11
日 ，在 加 沙
城 ，巴 勒 斯
坦人参加反
美 示 威 活
动。

新华社发

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
在安理会上发言。

新华社发

巴勒斯坦总统

马哈茂德·阿巴斯

11 日在联合国安全

理事会发言，指认

美国政府“中东和

平新计划”设想下

的巴勒斯坦国土支

离破碎、形似“（蜂

窝）奶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