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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NATIONAL NEWS

IMF遭黑客襲擊

以央行行長爭掌IMF 超齡恐陪跑

世銀「斬纜」自保

■記者在布拉格的IMF世
銀新聞中心使用電腦。
路透社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被黑客襲擊，《紐約時
報》引述消息人士稱，襲擊在前總裁卡恩被捕前
發生，襲擊「大型且精密」
。由於事態嚴重，世界
銀行已中斷與被IMF共享資料的網絡連接。美國
聯邦調查局(FBI)已介入調查。
IMF是全球性金融機構，成員國187個，擁有世
界各國財政狀況及市場波動細節，資料十分敏感。
IMF於上周三向員工及董事局成員告知遇襲，但並
未向公眾交代。發言人回覆記者查詢時只表示，正
調查一宗「事件」
，但強調「運作完全正常」
。
《紐時》引述的官員並未透露襲擊來源，但報
道指可能是透過魚叉式網絡釣魚(spear-phishing)進
行。這種襲擊方法誘導用戶點擊惡意網路連結，

或開啟可能向外界提供內部網絡使用權的程式。

疑與外國政府有關連
但有報道指出，襲擊可能並非針對IMF，黑客可
能只是漁翁撒網。國土安全部顧問委員會成員莫
斯稱，黑客由某國操控，企圖竊取敏感資料或破
壞IMF名聲。英國網絡保安專家莫漢．古稱，黑客
明顯有意盜取敏感內幕消息。
網絡安全專家凱勒曼指出，黑客的目的是安裝
程式，使某國能處身IMF的電腦網絡中，從而取
得IMF用來推動匯率穩定、支持國際貿易平衡、
應對國際收支差額危機的非公開經濟數據。
■《紐約時報》/路透社/美聯社/法新社/彭博通訊社

IMF總裁人選提名期結束，除了法國財 析認為他居功不少。
長拉加德及墨西哥央行行長卡斯滕斯，以
路透社調查便發
色列央行行長、前IMF副總裁費希爾（見 現，56名受訪經濟學
圖）前日發聲明表示，機會「一生只一 家中，認為費希爾最
次」
，經考慮後決定參選。他帶領以色列度 適合掌管IMF的人最
過金融海嘯，經濟學界對他評價極佳，但 多，但32人認為拉加
他已年屆67歲，超過IMF總裁不超過65歲的 德才是大熱。分析認
為，這是因為費希爾
規定，除非IMF修例，否則他不合資格。
費希爾生於贊比亞，擁有以色列和美國 太老，而且身為以色
雙重國籍。他1994至2001年擔任IMF副總 列人，不獲阿拉伯世界垂青。
拉加德昨在開羅與埃及財長及外長會
裁，獲前美國財長魯賓稱讚是1990年代金
。印
融危機的「無名英雄」
。他更是聯儲局主席 面，稱獲埃及政府「非常肯定的支持」
伯南克的論文導師，又曾在世界銀行和花 尼昨日亦表態支持她，是首次有新興市場
旗集團出任高職。
「背書」
。印尼財長馬托瓦佐約讚揚拉加德
費希爾2005年出任以央行行長，在2008 既專業且威望高，足以勝任。有分析指，
年金融海嘯期間大幅減息，幫助以色列抵 新興國家未能就推舉單一候選人達成共
禦海嘯衝擊，其後10度加息抗通脹。現時 識，挑戰歐洲人壟斷局面，目前拉加德勝
以色列失業率僅6%，房地產市道暢旺，分 算最高。
■路透社/美聯社/法新社
朝鮮

涉顛覆政權 斥5.4億破伊敘等國監控

美「影子網絡」助敵國反對派
影子互聯網解說
典型互聯網連接

政府能透過類似「開關掣」的
形式，輕易阻止網民連結到全
球互聯網

政府監控的互聯網網絡

國家邊界

行李箱內的互聯網
電腦和手機運用特殊軟件，組成網狀
網絡，資訊毋須經過政府監控的系統
，便可在手機與電腦間傳送

■「行李箱互聯網」裝有用作控制中心的手提電腦、裝載相關軟件
的USB「手指」和CD光碟；箱身有小天線。
網上圖片

手機

電腦
《紐約時報》

美國攻擊的所謂 全球限制網上自由國家

■志願者在阿富汗賈拉拉巴
■志願者在阿富汗賈拉拉巴
德附近一所學校協助裝設無
德附近一所學校協助裝設無
線網絡。
線網絡。
網上圖片
網上圖片

《紐約時報》引述消息人士報道，美國國務院計劃斥資7,000萬美元(約5.4億港元)，設立
「影子」互聯網和手機通訊網絡，協助伊朗、敘利亞、利比亞等國反對派與外界通訊，避開
本國政府監控或封鎖網絡。其中撥款200萬美元(約1,557萬港元)開發的「行李箱互聯網」
，更
可作為控制中心，方便攜帶，迅速連接互聯網。

美

國國務卿希拉里把推廣互聯網聯繫視為要務，
聲稱只是為了推廣言論自由和人權，而非為了
顛覆敵對國家政權。然而，專門研究社會媒體和互聯
網的紐約大學助理教授舍基認為，華府不能說「我們
只是想人們說其所想，而非推翻別國政府」
，因為兩者
是同一回事。舍基續稱，美國一邊推行影子網絡，一
邊支持沙特阿拉伯和巴林等專制政權，是「說一套做
一套」
，其「虛偽」勢必惹來外界抨擊。
影子網絡計劃充滿間諜故事色彩，幕後設計師是一
群打扮入時、喜歡「夾Band」的年輕人，但其實人人
身懷絕技，當中有程式設計員、黑客等，在華盛頓L街
一間不知名的辦公樓裡，暗中編織 華府的影子網
絡。

自身是發射塔 毋需網絡中樞
他們炮製的其中一個項目「行李箱互聯網」
，放在不
起眼的旅行箱中，裡面包括用作控制中心的手提電
腦、裝載相關軟件的USB「手指」和CD光碟，可為通
訊加密；箱身設有小天線，擴大網絡覆蓋範圍。
設備運用「網狀網絡」科技，把手機和電腦等通訊
裝置連接起來，組織成一張隱形無線網絡，但不需要

巴連環爆炸39死
巴基斯坦西北
部城市白沙瓦前
晚發生2次爆
炸，造成39死
1 0 8 傷 （ 見
圖），死傷者中
包括多名記者。
巴國塔利班否認
有任何關連。事
發時，正值美國中央情報局局長和阿富汗總統到訪巴
國，與巴國官員商討後拉登時代的情報合作。
當地時間晚上11時半，一家人流密集的超市先發生
小規模爆炸，約4分鐘後，第二次大規模爆炸在緊急人
員與民眾聚集時發生，這次爆炸據指是電單車自殺式
炸彈襲擊。
肇事商業綜合區還有學生公寓、商店、酒店和多家
新聞機構。死者包括2名在當地英文報紙《今日巴基斯
坦》和《新聞》工作的記者。
■綜合報道

任何網絡中樞。換言之，每個通訊裝置自身就是一個
小型「發射塔」
，可直接傳送聲音、圖像和電郵，無需
經過官方網絡，而且容易安裝和使用。

駐阿設手機網絡 軟件助華網民隱形
此外，華府亦已花費最少5,000萬美元(約3.9億港元)，
在阿富汗製造獨立影子手機網絡。網絡利用美軍基地
內的訊號發射塔作為通訊中轉站，以抗衡塔利班組織
關閉該國對外通訊。美國亦在伊朗等地設立影子網絡
收集情報。
華府最近又資助軟件開發，企圖使中國等國家的互
聯網用戶隱藏身份。華府更「訓練」某些國家的民
眾，讓他們在政府控制的網絡中傳送敏感資訊，而不
被政府發現。
另據外交電文記錄，2009年5月，朝鮮一名金姓變節
者向美國駐瀋陽領事館官員透露，會把手機埋在地
下，讓他們在夜晚挖掘出來，以協助離開朝鮮。他表
示，遼寧省丹東市和吉林省周邊「是中朝跨境手機通
訊的集合點」
。華府資助的「自由亞洲電台」也表示，
這些手機可接收來自中國發射塔的訊號。
、■《紐約時報》

利比亞
近年限制變得較
寬鬆；大部分網
絡過濾都是針對
政治網站
古巴
大部分民眾不能
上網；能上網的
人也被國家機關
密切監管

朝鮮
民眾只能透過手
機瀏覽受過濾的
中國網站及少數
朝鮮網站

敘利亞

伊朗

政府緊密監管互
聯網，不時扣押
張貼評論的人

政府廣泛、集中
監控及過濾互聯
網內容

ONI的互聯網監控指標
無孔不入
大量過濾
選擇過濾
不能證明有過濾
沒有數據*

蘇丹
當局公開承認會
過濾違反公眾道
德倫理或威脅秩
序的內容

「過濾」包括阻止進入特定網頁，以及從搜尋結果移除「不良」網站
*沒數據不代表該政府沒過濾內容

緬甸
政府於2007年反
政府示威時關閉
了互聯網

沙特阿拉伯
政府不時以發布
冒犯性內容為由
拘捕博客
資料來源：「開放網絡促進會」(ONI)、國際數據組織
《紐約時報》

俄抗議美艦抵黑海軍演
俄羅斯昨日強烈抗議美國海軍巡洋艦抵達黑
海，與俄國之鄰烏克蘭聯合海軍演習，聲稱
這將對俄國防安全構成威脅。事件令俄國與
西方關係再度緊張。
配備彈道導彈系統的美軍「蒙特里號」駛近
俄國境，令俄大為緊張。俄外交部稱，已多番
強調不會對駛近的美國戰略基礎設施置之不

「基地」東非頭目被擊斃

索馬里過渡
記本電腦、地圖、手機等物品及
政府總理高級
大量現金。
媒體顧問奧馬
軍方稱，為法祖爾拍照及抽取
爾前日證實，
DNA後，已為其屍體火化，美
1998年美國駐
方測試後確認身份。奧馬爾說，
肯尼亞和坦桑
過渡政府很高興宣布「已將世界
尼亞大使館爆
頭號恐怖分子之一剷除」，未來
炸事件主謀、
將繼續與國際夥伴合作，打擊恐
「基地」組織
怖主義。
東非頭目法祖爾．阿卜杜拉．穆
策劃2美使館爆炸 釀224死
罕默德，已被索政府軍擊斃。美
■「基地」東非頭目法祖爾(左)和隨
國國務卿希拉里說，這對「基地」
1998年8月7日，美駐肯尼亞和
行人員被擊斃。
美聯社
是重大打擊。
坦桑尼亞使館幾乎同時遭汽車炸
奧馬爾說，法祖爾及一名隨行人員在駕車行經首都 彈襲擊，造成224死4,500餘傷。美國指兩宗襲擊均為
摩加迪沙一處檢查站時，政府軍發現他們藏有槍械， 「基地」所為，懸紅500萬美元(約3,892萬港元)緝捕法
上前拘捕時遭遇反抗，隨後開火打死二人，並搜出筆 祖爾。
■法新社/美聯社/路透社

理，而是視之為威脅。
俄外交部表示，明白將「蒙特里號」部署在
歐洲是美軍導彈防禦系統的計劃，但不明白為
何如此靠近俄國。美軍將北約的未來反導彈系
統由地中海部署至東面，俄早前已表示，憂慮
系統指向俄防禦系統。
■法新社

美打撈專家「大海撈登」
美軍上
月在巴基
斯坦擊殺
「基地」
領袖拉登
後，迅速
將 他 海
葬，引起
外 界 爭
議。美國尋寶探險家沃倫（見圖）不滿總統奧巴馬未
能提供實證，計劃親身潛入北阿拉伯海尋找屍首，但
難度猶如大海撈針。
沃倫稱，之所以要「大海撈登」是因為自己是「愛
國的美國人」
，但華府及奧巴馬都不可信。他表示，搜
索隊會出動數隻搜索船及先進儀器，耗資達數十萬美
元，又指目標是找出拉登屍首後，在船上進行DNA測
試及拍照紀錄。沃倫1972年開始作商業潛水，自此經
營多家打撈作業公司。
■《每日郵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