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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正恐怖分子
美國安開 查記者

2020年8月1日（星期六）

查 twitter 波特蘭示威內容 為取悅特朗普恐超權限

■ 美國土安全部針對記者報道波特蘭示威，撰寫「情
報報告」，手法如對待恐怖分子。
資料圖片

美國聯邦執法人員早前進駐俄勒岡州波特
蘭，應對種族平權示威，執法過程成為傳媒
報道焦點。《華盛頓郵報》披露，國土安全
部的情報部門曾針對記者報道波特蘭示威的
內容，撰寫「情報報告」，並將報告分發予
其他聯邦政府執法部門，相關的情報收集系
統，原本只會針對懷疑恐怖分子或觸犯暴力
罪行人士使用。

郵》取得的情報報告顯示，國土安全部情報及
《華分析辦公室在過去一周內，整理兩名記者報道

波特蘭示威的 twitter 帖文，編纂成 3 份「公開來源情報
報告」，提到兩名記者發表被外洩的國土安全部文件，
內容涉及部門在波特蘭的行動，並有記錄記者帖文的截
圖、獲讚好及轉發的次數。

被批損國土安全部聲譽
兩名被調查的記者分別是來自《紐約時報》的貝克，以
及國防事務網誌 Lawfare 總編輯維特斯，他們早前曾在
twitter披露國土安全部的內部備忘錄，其中貝克指出國土
安全部執法人員直至近日，仍未能確定波特蘭的示威是否
涉及無政府主義極端分子，亦不知道示威人士的動機；不
過維特斯披露的備忘錄內容則相反，指國土安全部官員已
認為波特蘭的示威者是「暴力的無政府主義者」。
「公開來源情報報告」是用作將情報與其他聯邦執法部
門、州政府、地方政府、以至外國政府分享，但過往這些
報告的調查對象，只會是涉及恐怖活動或暴力行為人士。
國土安全部前任署理總法律顧問桑德韋格指出，針對記者
的行動根本沒有意義，並損害國土安全部聲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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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警方鎮壓波特蘭種族平權示威
美警方鎮壓波特蘭種族平權示威，
，
諸多內幕被媒體揭發。
諸多內幕被媒體揭發。
美聯社

報道揭鎮壓內幕 將示威掛鈎極左

美國國土安全部被揭發曾因內部
文件外洩、向兩名記者展開調查，
涉事記者早前均曾披露國安部應對
波特蘭種族平權示威的內幕，顯示
國安部作為聯邦政府機關，在全國
示威最初浮面時已提出應強硬處
理，又嘗試將示威者與無政府主義
人士扯上關係、最後又表明不清楚
示威者背景，或成為波特蘭執法行
動爭議的起因。

將示威定性
「國家危機」

其中一名被調查的是《紐約時
報》記者貝克，他在周二的報道中

「特朗普效應」損全球新聞自由

▲▶ 記者採訪近期美各地示威時，
遭警方粗暴對待。
資料圖片

蓬佩奧全力護主 為美軍撤德辯解
美國總統特朗普經常實施具爭議的
政策，國務卿蓬佩奧前日在參議院外
交委員會聽證會作證時，亦就此被民
主黨人連番質問，但蓬佩奧極力護
主，不是迴避問題便是全力駁斥，例
如美國國防部日前宣布撤走 1.2 萬名駐
德國的美軍，雖然此舉被指「向俄羅
斯送禮」，但蓬佩奧認為駐德美軍轉
至其他歐洲國家部署後，「將更有力
應對俄方威脅」。

辯稱不答假設性問題
不少專家指出，「郵寄投票」和
「缺席投票制」的本質基本上是一
樣，但蓬佩奧附和特朗普的說法，強
調兩者完全不同。議員亦質問蓬佩

背後目的，報告作者亦坦言「我們沒
有深刻見解」。
另一名被調查人士是國防事務網
誌 Lawfare 主編威特斯，他在上周五
於twitter披露多份國安部內部文件，
指部門人員收到指示、不應向記者
透露任何資訊。他披露的備忘錄
中，亦顯示國安部人員倚賴簡稱為
「FINTEL」的情報，來調查或逮捕
示威者。「FINTEL」一詞可代表金
融情報，亦可代表成品情報，後者
過往大多為軍事及情報人員所採
用，以整理懷疑恐怖分子的資料。
■綜合報道

聯國官員批

內部文件有外洩風險
知情官員亦透露，相關情報報告屬國土安全部強硬應
對波特蘭示威的其中一環，該部門上月較早前亦獲授
權，若有示威者可能破壞紀念雕像或紀念碑等，不論該
雕像是否聯邦政府財產，皆可收集該人士資料，過往相
關權力同樣只會用於恐怖襲擊上。有官員憂慮做法已超
出國土安全部權限，目的只是打壓激進左翼示威者，以
取悅總統特朗普。
情報報告亦顯示，國土安全部內部文件有外洩風
險，曾在國土安全部擔任總法律顧問 3 年的邦內爾
指，他認為部門廣泛分發情報報告的做法十分奇怪，
若部門擔心有人未經授權披露情報，便應交由監察長
或在部門內處理。
報道前日刊出後，國土安全部署理部長沃爾夫隨即回
應稱，在知悉事件後，已即時下令情報部門停止針對記
者的調查，強調不會容忍同類行為，將進行內部調查，
保障公民的權利和自由。
■綜合報道

披露國土安全部兩份內部備忘錄，
其中一份在 6 月 2 日發出，即非裔男
子弗洛伊德死亡後僅一周，不過聯
邦調查局二號人物鮑迪奇在備忘錄
中已將示威定性為「國家危機」，
需要搜查「暴力示威者、煽動人
士」，包括在社交媒體上收集情
報，評估「極具組織的活動」。
另一份在6月16日發出的備忘錄，
則顯示國安部嘗試將示威、與無政府
主義極端分子扯上關係，不過文件中
即使詳盡列出遠至2015年暴力活動的
資料，報告最終亦承認「我們對報告
中的評估信心不高」，對於近期襲擊

奧，即使特朗普不願接受大選結果，
國務院會否仍然接受結果，蓬佩奧便
辯稱自己不會回答連串假設性問題。
蓬佩奧同時指出，部分美軍撤出德國
後，將派駐比利時和意大利，故相較
德國，軍人駐守的地方更接近俄羅斯
邊境，聲稱克里姆林宮實際上不滿美
方這項舉動。
美媒早前報道，俄羅斯涉嫌懸賞塔
利班武裝分子殺害駐阿富汗美軍，議
員質詢蓬佩奧是否就此向俄方提出交
涉，但蓬佩奧拒絕表明自己曾否向俄
國官員提及此事，僅籠統地回答「自
己定期向俄國外交官員表達美國對個
別議題的關注」。
特朗普日前向記者透露，由於自己

聯合國言論自由問題特別報告員凱伊早前指出，白宮大
肆攻擊傳媒，形成一股負面的「特朗普效應」，損害全球
言論自由，他希望在特朗普卸任後，針對美媒的抨擊可以
停止。
完成 6 年任期的凱伊在 7 月中旬舉行最後一場記者
會，稱在過去 4 年，特朗普應對傳媒的方式令人關注，
例如他抹黑傳媒、攻擊記者、散播不實資訊及偏袒保守
派傳媒。凱伊指出，沙特阿拉伯記者卡舒吉前年被殺
害，過往華府均會就這類攻擊傳媒的事件發聲，但特朗
普政府卻避談，儼如在全球製造「默許文化」，縱容這
些事情發生。
凱伊亦憂慮在新冠肺炎疫情影響下，部分國家的政
府可能以杜絕不實資訊為名，阻撓資訊自由流
通，形容情況令人憂慮。
■綜合報道

單日確診暴增 463 人
東京或頒緊急狀態
日本東京都昨日新增 463 人確診新冠肺
炎，較前日多出約 100 宗，再創單日新增感
染人數新高，東京都知事小池百合子警告，
如果新冠疫情進一步惡化，可能宣布緊急狀
態。
小池百合子說，若情勢惡化，東京可能
必須考慮發布緊急狀態。她懇請居民遵守衞
生規範，避免這種情況真的發生。

■ 蓬佩奧就美撤走駐德軍隊全力為特
朗普辯護。
路透社
質疑相關報道的真確性，故未有向俄
羅斯總統提及此事。
■綜合報道

FBI 憂特朗普干預 私存
「通俄」
記錄
展開刑事調查。
美國總統特朗普在 2017 年辭退時任聯邦調查
然而，當時部分 FBI 人員擔憂更多人成為特朗
局(FBI)局長高銘，而高銘曾私下記錄特朗普於兩
普「開刀」對象，麥凱布亦同樣認為自己可能烏
人對話中發表的不當內容。據美國有線新聞網絡
紗不保，故希望盡可能保留有關特朗普的證據，
(CNN)報道，由於 FBI 探員擔心特朗普為阻撓
要求探員將高銘備忘錄存放在 FBI 案件管理軟件
「通俄門」調查而毀滅證據，故他們秘密保存高
系統「SENTINEL」，從而保護通俄案免受干
銘的備忘錄，甚至製作 3 份副本以防萬一，令
預。文件一旦存放在「SENTINEL」，基本上無
「通俄門」特別檢察官米勒最終得以取得備忘
■ 前FBI局長高銘
法移除，意味麥凱布即使被撤職，「通俄門」調
錄，成為通俄調查報告的重要證據。
在高銘被革職後，時任副局長麥凱布出任署理局長，他認 查人員仍可取得高銘備忘錄。
■綜合報道
為特朗普的言行存在問題，可能涉及妨礙司法公正，故下令

沖繩將自行頒緊急狀態
另據日本傳媒報道，截至前天日本全國
的重症患者已增至 90 人，較 3 周前增加 3

倍，反映疫情有進一步惡化的跡象。鑒於疫
情嚴峻，據沖繩媒體報道，沖繩將自行宣布
進入緊急狀態，並將縣內警示等級，從第二
階段流行警戒期，提升至第 3 階段感染流行
期。
沖繩新增確診人數連續 5 天創新高，昨日
達 72 宗，遠高於先前單日最高的 49 宗。根
據縣政府規定，進入第 3 階段感染流行期
後，將要求民眾如非必要不可外出，餐飲業
晚上 7 時後不可提供酒精飲品，並於晚上 8
時前結束營業。
■綜合報道

研究：幼兒攜病毒量高百倍
美國總統特朗普政府力促各級學校和託
兒所重新開放之際，《美國醫學會小兒科學
期刊》前日刊登的研究指出，5 歲以下幼童
鼻腔中的新型冠狀病毒基因遺傳物質量，是
成人和年紀較大兒童的 10 至 100 倍，意味
幼童可能是重要的傳染源。
位於芝加哥的「安妮與勞利兒童醫院」
小兒傳染病專家希爾德．薩金特領導進行這
項研究，對象是芝加哥 145 名介乎 5 歲至 65
歲、一周內出現輕微到中度症狀的患者。研
究人員對他們進行鼻腔採檢，觀察到「幼童
上呼吸道的新冠病毒量，是其餘年齡人士的
10至100倍」。研究還提到，最近的實驗室

研究顯示，出現愈多病毒基因遺傳物質，就
有愈多傳染性病毒生長。
過去研究已顯示，幼童體內的呼吸道融
合病毒量若很高，就更容易傳染該疾病，作
者指出，「因此幼童可能會是普遍人口中的
新冠病毒重要傳染驅動力。隨着公共衞生限
制鬆綁，幼兒的行為習慣及學校或託兒所的
密閉空間，令人擔心新冠病毒在這個群體中
蔓延。」
這項新研究和公共衞生當局的觀點迥
異，目前普遍認為幼童的重症機率較低，也
較不會傳播病毒。
■法新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