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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設新部門 對抗本土恐怖主義
警惕白人至上威脅 嚴防國會暴亂再現
霹 靂 手 段

【大公報訊】綜合美聯社、路透社、CNN報道：
去年1月6日的美國國會暴亂震驚全球，有國會議員
指出，正是因為FBI低估了國內極端分子和極右
翼團體，才會發生此次事件。美國司法部助理
部長奧爾森11日表示，由於白人至上主義者
和反政府分子的威脅不斷增加，司法部將成
立一個專門對抗國內恐怖主義的新部門。

美國國家情報總監辦公室去年3月
發布的報告顯示，白人至上團體和反政
府民間武裝對當今美國構成 「最緊迫的
恐怖主義威脅」 。白宮去年6月發布打
擊國內恐怖主義國家戰略，打擊國內暴
力極端主義首次被列為國土安全部優先
撥款領域，司法部對是否應制訂具體的
國內反恐法律進行評估。

極端分子4次攻擊13死

嚴防國會警察極端化
此外，繼上月國防部頒布新規，嚴
防現役軍人與極端勢力勾結後，國會大
廈警察局長芒格11日表示，僱傭國會警
察時將對其背景及社交賬戶進行調查，
進行內部培訓，並對心理狀態及忠誠度
展開定期評估，嚴防警察內部出現極端
化思想。據悉，國會暴亂發生後，超過
20名警察接受相關調查，多名官員被停
職。
另外，丹麥廣播公司11日披露，丹
麥國防情報局前局長芬森去年12月因涉
嫌洩露國家機密被捕，一旦罪名成立，
他將面臨最長12年的監禁。不過芬森本
人拒不承認相關罪名。
2020年8月，丹麥媒體披露美國國
家安全局可通過丹麥國防情報局自由獲
取包括丹麥公民隱私信息在內的大數
據。事件曝光後，時任丹麥國防情
報局局長芬森和另外4名情報局
工作人員一度被停職。去年5
月，媒體又透露，美國國家安
全局利用與丹麥情報部門的合作
關係，監聽包括時任德國總理默
克爾在內的多位歐盟國家領導人
和高級官員。

▲ FBI 發 出 國 會 暴
徒的相關信息，迄
今已逮捕725人。
美聯社
▶警察去年1月6日
拘捕強闖美國國會
的暴徒。
法新社

•五角大樓上月證實，2021年約有100名現役
軍人參加 「被禁止的極端主義活動」 。美防
長奧斯汀早在去年2月就簽署備忘錄，要求
美軍開啟一項為期60天的專項行動，整治
軍中存在的極端主義思想。
•美軍方上月出台措施嚴加規管，共禁止6大
類極端主義活動和14種 「主動參與」
極端主義活動的方式，包括擁
護恐怖主義、支持顛覆政府、
代表極端主義團體籌款或集會
等。

美嚴防軍警極端化

美司法部助理部長奧爾森11日在參
議院司法委員會聽證會上表示，那些充
滿種族仇恨、信奉極端主義和反政府意
識形態的人，對美國社會構成了越來越
大的威脅。他們尋求在美國通過實施暴
力犯罪來促成達成所謂的政治目標。
當天出席聽證會的FBI國家安全處
執行助理主任桑伯恩表示，種族主義極
端分子最有可能針對平民發動大規模襲
擊，反政府民兵則通常會以執法人員和
政府僱員為目標。去年國內極端分子發
動了4次攻擊，造成13人死亡，但她未
提供更多細節。
據奧爾森介紹，司法部本來有一組
反恐律師，處理國內與國際恐怖案件，
新反恐部門將在現有基礎上，增加反恐
人力，在司法部和全美各地開展有效的
協調工作，妥善處理類似的暴力事件。
在當天的聽證會上，圍繞國內恐怖
主義的黨派分歧顯而易見。伊利諾伊州
民主黨參議員德賓在聽證會開始時播放
了國會暴亂的視頻，敦促司法委員會
「明確譴責使用或威脅使用暴力來推進
政治目標的行為。」 而共和黨參議員則
表示，2020年美國多地由 「黑人的命也
是命」 演變的暴亂並未得到同等關注。
司法部和FBI官員就此強調，無論

意識形態如何，他
們對待所有的國內
恐怖主義暴力事件都
會一視同仁。桑伯恩表
示，FBI已經啟動了800
多 項 針 對 2020 年 騷 亂 的 調
查，已有250多人被逮捕。司法部
長加蘭上周表示，司法部已經逮捕並指
控了725名涉嫌參與去年國會暴亂的人
士。

•美軍人員首次被明令禁止在社交平台
上 「點讚」 或轉發涉極端主義的內容。
官員稱，希望士兵能主動舉報違規同
僚。
•軍方還將加強對入伍新兵的背景調查，
並加強對現役軍人的思想教育工作，特
別是那些即將退伍的老兵，防止他們一
退伍就被極端勢力招募。
•僱傭國會警察時將對其背景及社交賬戶
進行調查，進行內部培訓，並對心理狀
態及忠誠度展開定期評估。
美聯社／CNN
◀去年國會暴亂後，國民
警衛隊加強在國會大廈附
近戒備。
法新社

急推投票權法案 拜登籲改拉布規則
【大公報訊】綜合《華盛頓郵報》、
決議的投票等程序。
法案》在參議院獲得通過。兩項法案旨在
美聯社報道：美國總統拜登11日在亞特蘭
民主黨當前的主要目標是推動《自由
保護選民權利，禁止州議會通過重新劃分
大呼籲修改國會參議院的投票規則，改變
選舉法案》及《約翰．劉易斯選舉權促進
選區來限制少數族裔選民。
參議院的 「拉布」 程序，從而
修改 「拉布」 規則必須獲
讓民主黨提出的投票權法案更
得全部50名民主黨參議員的支
容易獲得通過。拜登稱，這些
持。儘管參議院民主黨領袖舒
努力是為了保護美國的民主。
默表示支持拜登，但包括曼欽
民主、共和兩黨目前在參
在內的至少兩名民主黨參議員
議院各佔有50個席位，民主黨
反對。曼欽此前多次阻止拜登
在副總統哈里斯的支持下取得
的社會支出法案通過。
了微弱多數優勢。根據參院議
共和黨則稱修改參議院規
事規則，絕大多數法案都需要
則將成為 「美國民主的末
60票門檻才能終止冗長辯論進
日」 。參議院共和黨領袖麥康
入投票環節。 「拉布」 規則允
奈爾威脅說，若民主黨單方面
許任何一名參議員，通過冗長
改變議事規則，他將使用 「拉
演說等方式延長對法案的辯論
布」 程序拖延參議院的運作進
時間，以阻止或延遲對法案或
程。
▲示威者11日在亞特蘭大要求保護選民投票權。
法新社

白宮徵氣象學者 測俄侵烏時機
【大公報訊】綜合路透社、《紐約時
時間至少推遲到2月。
報》報道：美媒援引政府消息人士稱，拜
俄羅斯多次否認西方對俄企圖 「侵
登政府邀請了多位氣象學家，對烏克蘭未
略」 烏克蘭的指控，表示俄羅斯沒有
來幾周的天氣進行研究，以預測俄羅斯對
威脅也未打算進攻任何國家，有關說
烏克蘭的 「進攻」 時間。俄外
交部此前曾多次指出，西方有
關 「俄羅斯侵略」 的言論既可
笑又危險。
一些美國政府官員稱，
俄羅斯可能入侵烏克蘭的時間
段取決於天氣。他們認為今年
冬天相對溫暖，減緩了地面冰
凍的速度，俄軍不敢冒險在泥
濘的路面出動坦克等重型裝
備發動地面攻勢，必須要等1
月份烏克蘭天氣更為嚴寒後才
▲俄羅斯軍隊上月中在俄南部羅斯托夫地區舉行軍演。
進行，因此不得不將 「進攻」

法只是北約在俄羅斯周邊部署軍事裝
備的藉口。
繼美國和俄羅斯10日就烏克蘭局勢的
會談毫無進展後，俄羅斯─北約理事會會
議12日在布魯塞爾舉行。北約
秘書長斯托爾滕貝格在會後的
記者會上表示，雙方能夠坐下
來協商是 「積極的」 ，但在北
約東擴等核心問題上，北約和
俄羅斯之間存在重大分歧。
「對於烏克蘭是否加入北約，
俄羅斯沒有否決權。」
俄總統新聞秘書佩斯科夫
當天表示，俄軍11日在西部軍
區展開演習和本周的多輪磋商
之間沒有任何聯繫， 「我們不
美聯社
是從武力角度進行談判。」

▲ ▶ 朝鮮勞動黨總書記金正恩
朝鮮勞動黨總書記金正恩（
（ 右 ） 11
11日
日
指導高超音速導彈試射。
指導高超音速導彈試射
。
美聯社

朝鮮第三次試射高超音速導彈
【大公報訊】綜合朝中社、韓
聯社報道：朝鮮國防科學院11日成
功進行了一次高超音速導彈試射，
朝鮮勞動黨總書記金正恩觀看並指
導了這次試射。這是朝鮮自去年9
月份以來的第三次高超音速導彈試
射，也是金正恩自2020年3月以來
首次親自到現場觀看導彈試射。
朝媒將此次試射稱作 「最終試
射」 。報道稱，從導彈載具上分離
的高超音速滑翔飛行彈頭在飛行
600公里後再次滑翔騰飛，從初始
射擊方位角到目標方位角旋轉機動
240公里，命中了1000公里外水域
的既定目標。
金正恩在試射前指示要從質量
和數量兩個方面不斷加強國家的戰

略軍事力量，高超音速武器研發在
國防力量發展五年規劃5大核心任
務中有着最重要的戰略意義。
朝鮮去年9月28日成功試射一
枚 「火星-8」 型高超音速導彈；
今年1月5日，朝鮮第二次成功試射
一枚高超音速導彈。
韓聯社稱，此次發射的導彈與
本月5日發射的圓錐形彈頭導彈外
觀相同，有別於去年9月發射的滑
翔機形狀，攔截難度更大。10馬赫
的飛行速度意味着僅需一分鐘即可
飛抵首爾上空。
中國外交部發言人汪文斌12日
表示，希望有關各方按照 「雙軌並
進」 思路和分階段、同步走原則，
推進半島問題的政治解決進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