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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時間6月22日，據英國《衛報》報

英國情報機構政府通訊總部(GCHQ)大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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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Investigatory Powers Act，以下簡稱

道，美國“棱鏡”(Prism)監視計劃泄密者愛

“RIPA”)要求情報機構在監視指定目標時，

德華﹒斯諾登(Edward Snoden)披露的最新

必須獲得英國內政大臣或外交大臣的簽字授

文件顯示，英國情報機構政府通信總部(以

權。

下簡稱“GCHQ”)在全球搜集和儲存了海量

然而，由於該條款較為模糊，因此隻要

的電子郵件、Facebook帖子、上網歷史和

通信雙方有一方位於國外，外交大臣就可以

通話數據，並與美國國家安全局(以下簡稱

授權對更廣泛信息進行攔截。而現代光纖通

“NSA”)共享。

訊的特性意味著，有相當一部分英國國內的

6 月2 1 日公開的美國聯邦法院文件顯

流量也會通過海外中轉，然後再返回英國國

示，美政府已於本月14日起訴“棱鏡”項目

香港警務處處長曾偉雄22日針對美國

內。

泄密者愛德華﹒斯諾登。針對他的刑事指控

要求香港特區政府拘捕愛德華﹒斯諾登一事

包括間諜罪、竊取和轉移政府財產等。美方

表示，特區政府和警方會按照香港法律與現

已要求香港逮捕斯諾登。

有機制處理。

“英國比美國更惡劣”

6 月1 9 日，德國柏林，美國總統奧巴
馬訪問德國之際，民眾舉著奧巴馬和斯諾登
的照片進行抗議

6月18日，一名男子站在支持斯諾登的
橫幅邊

國法律

這些文件顯示，GCHQ已經秘密獲取

該機構搜集的數據種類曾經包括欺詐、

了傳輸全球電話和互聯網流量的網絡線路訪

販毒和恐怖主義，但各個時期的具體搜集標

問權，並且開始處理海量的敏感個人數據，

準卻一直對外保密，也不受公眾監督。

據當地媒體22日報道，斯諾登作出回

曾偉雄說，如果與香港簽署互助協議的

並與NSA分享。

GCHQ需要遵循該機構內部的審查，但具體

應，並爆料稱，美國對中國數家主要電信公

司法管轄區，發出司法互助要求，特區政府

的審查結果同樣對外保密。

司發動過密集的攻擊，以獲取短信。

和警方均會按香港法律和現有機制處理，並

GCHQ的野心雖然很大，希望盡可能

從GCHQ律師的表述中可以大致了解

地監聽網絡和電話數據，但相關行動卻幾乎
沒有獲得外界的任何關注或討論。

信內容。

他們的監視規模。這些律師曾經稱，不可能

伙伴”。

列出所有鎖定的人員名單，因為“這是一個

經由律政司及法院處理。對於美國要求特區

罪名如成立或坐10年牢

政府發出臨時拘捕令，曾偉雄回應說，香港

文件顯示，斯諾登涉嫌3項罪名，除竊

執行的是本地法律，不是外國法律。

GCHQ的一大關鍵“創新”在於可以截

到去年5月，GCHQ和NSA分別指派

《衛報》獲得的文件顯示，其中一些公

獲通過光纜傳輸的海量數據，並存儲長達30

了300和250名分析師專職負責過濾海量數

司已經因此獲得了政府支付的費用，而

天之久，以便展開篩選和分析。這項行動的

據。雖然GCHQ在允許美方使用這類數據

GCHQ則努力保護他們的身份，不被外界知

雖然英國政府有專門的調查權利法庭來

代號為Tempora，迄今為止已經運行了大

時制定了指導原則，但GCHQ的律師卻表

曉。他們專門組建了“敏感關系團隊”，並

監督有關GCHQ不當使用數據的投訴，但

約1 8 個月。

示：“我們比美國受到的監督更鬆一些。”

為員工制定了一套內部守則，以便在報告中

該機構卻在這一項目2 0 0 9 年發展早期向

如果後兩項罪名成立，斯諾登將被處以

借助這一項目，GCHQ和NSA不僅可

在判斷具體需要查看那些信息時，

掩蓋“特殊來源”的材料，擔心一旦暴露這

NSA的分析師表示：“目前為止，他們一直

罰款，同時面臨至多10年監禁。弗吉尼亞

以了解目標嫌疑人之間的龐大通訊信息，即

GCHQ甚至讓美方“自己決定”。《衛報》

些“攔截伙伴”的身份，可能會引發“高層

都袒護我們。”

州的一家聯邦法庭負責處理斯諾登所涉案

此前曾有報道稱，香港警方已為斯諾登

使是完全無辜的人也可能成為他們的監控目

發現，共有85萬NSA雇員和美國私有承包

次的政治後果”。

件。當地正是斯諾登前雇主博思艾倫公司所

安排安全屋居住，香港警務處處長曾偉雄

標。他們截獲的信息包括通話錄音、電子郵

商獲得了G C H Q 數據庫的絕密信息查看

在地。

說，不會對個別報道加以評論，也不便透露

件內容、Facebook帖子以及任何網民的上

權。

網記錄──盡管該機構獲得的授權原本應該

此次披露的文件顯示，GCHQ去年每

限於攔截特定目標人群的數據，但上述所有

天處理6億“電話事件”，監聽了200條光

行為似乎都不違法。

纜，並且能夠同時處理其中至少46條光纜

為了揭露“人類歷史上最大規模的監視

的數據。

無窮大的名單，我們根本無法管理。”

從歷史上看，間諜機構曾經通過微波發

回應斯諾登事件時曾說，任何國家提出移交

有意傳播機密情報。

逃犯的要求，都需要根據香港法律辦事，不
容許任何不合乎法律或不公平處理的情況出
現。

司有義務配合這個項目，而且都被禁止對外

北約克郡曼威斯山的攔截站就在其中發揮了

斯諾登今年春天受雇於這家美國國家安

披露相關信息：“如果他們拒絕，我們可以

領導作用。一份內部文件顯示，NSA局長

全局承包商，作為系統管理員在夏威夷工

強迫他們合作，所以他們別無選擇。”

基斯﹒亞歷山大(Keith Alexander)2008年6

作。他在這一崗位工作約4個星期後自行離

該知情人士還表示，GCHQ的數據搜

月造訪曼威斯山時說：“我們為什麼不能全

開，前往中國香港。本月初開始，斯諾登通

英情報機構 秘訪光纜監控全
球通信

集流程就像是大海撈針：“我們通過整個流

天候搜集所有信號？這應該是曼威斯山今年

過多家媒體指認美政府多年來在國內外持續

英國《衛報》21日披露，英國情報機構

夏天的一個好項目。”

監視互聯網活動和通信運營商用戶信息，觸

政府通信總部過去一年半秘密監控輸送國際

發軒然大波。

電話和互聯網信號的光纜，並與美國國家安

程選出其中的一小部分數據。我們不會查看

《衛報》說：“這不隻是美國的問題，英國也

據，所以從理論上講，這些線路每天可以傳

所有數據，而是通過一套機制來拋棄很多數

但那時，衛星攔截隻在網絡流量中佔據

有強大的情報機構。G C H Q 比美國更惡

輸超過21PB的數據──相當於每24小時將

據，從而隻查看有用的信息。如果你覺得我

很小的部分。而現在，多數流量都要通過光

劣。”

大英圖書館中的所有圖書信息傳輸192次。

們會閱讀數以百萬的電子郵件，那你就錯

纜傳輸，而由於英國位於歐洲西部邊緣，因

而隨著入侵的光纜線路增加，以及

了，我們不會。整個項目不是為了監視英國

此可以輕易攔截跨大西洋海底光纜的數據。

情報領域的“超級強權”

GCHQ位於英國和海外的數據存儲設施的增

的本土流量──也就是英國人之間的通

然而，21日有知情人士稱，這些數據

多，該項目的規模還在不斷擴大。

訊。”

電信公司被迫合作

法》，分別是未經允許傳播國家防務信息和

射塔和衛星攔截內部通訊信息。NSA位於

每一條光纜都以10Gbps的速度傳輸數

府也借此獲得了大量數據，成功探測和阻止

香港特區政府律政司司長袁國強21日

了解情報的知情人士21日稱，這些公

項目”，斯諾登已經披露了大量文件。他對

是在一套安保體系內合法搜集的，而英國政

取並轉移政府財產，另外兩項涉及《間諜

全局共享大量信息。

美要求香港逮捕斯諾登
起訴斯諾登是美國政府啟動引渡程序的
第一步。美聯社報道，截至21日晚，不清

部署多層過濾機制

細節。

《衛報》21日稱，斯諾登向他們展示了
一些文件，涉及一個代號“顳□”的英國情
報監視項目。

楚美國政府是否向香港提出協助引渡斯諾登

報道說，政府通信總部在過去18個月

他解釋說，當找到這些“大海裡的針”

由此搜集的信息為安全部門提供了強大

的請求。但按《華盛頓郵報》的說法，美方

以來實施“顳□”項目，從光纜中接觸大量

後，便會制作日志，攔截專員可以看到這些

的工具，使之可以獲取嚴重犯罪活動的証

已要求香港特別行政區逮捕斯諾登。聯邦調

個人信息並可將這些信息保存至多30天。

了嚴重的犯罪行為。不過，由於具備截獲光

對於全球2 0 億萬維網用戶來說，

日志。知情人士表示，主要的目標是與國家

據。據知情人士透露，他們可以由此發現恐

查局局長米勒表示，將採取“任何必要手

政府通信總部是英國三大情報機構之

纜數據的能力，使得英國GCHQ成為了全

Tempora就像是一扇窺探他們日常生活的窗

安全、恐怖活動和有組織犯罪相關的信息。

怖分子用於逃避安檢的新技術，並確定恐怖

段”將泄密者繩之以法。

球情報領域的“超級強權”。

口，不斷監視著通過光纜傳輸的各種數據。

“有一套審核流程可以重新查看這些日志，

分子的行動計劃。除此之外，該項目還曾被

而NSA的“棱鏡”項目則是另外一扇窺探

以便確認其正當性。絕大多數數據都是在沒

用於打擊剝削兒童的犯罪行為，並且對網絡

引渡可能需數年

全球互聯網巨頭內部系統的窗口。

有任何人查看的情況下直接廢棄了。”該知

國防起到過幫助。

法律專家表示，美國想從香港引渡斯諾

信總部與美國國家安全局緊密合作，分享情

據悉，該項目曾經幫助英國政府搗毀了

登可能需要幾年的時間。如果香港沒有對斯

報。英美還與加拿大、澳大利亞、新西蘭共

英格蘭中西部地區的一個犯罪團伙，該團伙

諾登進行同等罪名的訴訟，香港政府無法引

同簽署了一份代號“五隻眼”的情報竊取合

當時計劃展開一系列攻擊。另外，該項目還

渡斯諾登。如斯諾登沒在香港受起訴，理論

作協議。

然而，該項目的合法性仍然存疑，

曾協助執法機構抓獲了盧頓的恐怖分子，以

上他可以離開當地。

到2010年，也就是該項目首次試點後
的2年，GCHQ已經號稱擁有“五眼”電子
監聽聯盟中最龐大的互聯網監視能力，該聯

通過在大西洋海底光纜上增加攔截設

盟的成員包括美國、英國、加拿大、澳大利

備，GCHQ的這個項目已經建立了超過5年

亞、新西蘭五個國家。

時間。這些光纜會在英國海岸通過，並將北

英國官員還聲稱GCHQ“獲取的元數據

美的電話和網絡數據傳送到西歐。

情人士說。

合法性存疑

超過NSA”。所謂元數據，指的是基本的通

這一措施是通過與商業公司的秘密協議

GCHQ很有可能用舊法規來套用新技術。

及計劃在倫敦奧運會前發動襲擊的恐怖分

信信息，例如通信雙方的身份，但不包括通

完成的，而這些公司在文件中被稱作“攔截

2000年頒布的《調查權利法案》(Regulation

子。

一，主要負責通信領域技術監控，受外交大
臣領導，不歸屬外交部。
《衛報》同時報道，幾十年來，政府通

政府通信總部一名發言人表示：“按
照慣例，我們對涉及情報的話題不予置

香港警務處處長：不執行外

評。”

美國“棱鏡門”事件在世界范圍內的爭
議還沒平息，近日又有媒體爆出，印度政府
為“保護國家安全”打造著一個類似項目，

隨著美國“棱鏡”事件的發酵，有主機

預計監控范圍覆蓋國內9億電話用戶。

行業業內人士表示，我國關鍵應用主機系統

今年4月秘密實施

主要依賴於進口，目前已建的重要信息系統

據印度媒體報道，印度這項計劃被稱

的幾乎均為外國品牌，包括操作系統、數據

為“國家網絡協調中心”(簡稱NCCC)，印

庫、中間件也基本美國企業控制下。

度媒體稱它“中央監督制度”，2011年提

該業內人士介紹，當今經濟發展有三大

出，不過一直沒有展開公開討論。今年4

趨勢，經濟金融化、經濟全球化和經濟信息

月開始，印度政府悄然落實著這個監控系

協調中心”目的之一就是協調負責網絡安

化，而信息化為成為金融化和全球化的必要

統。

全的政府部門間的相互合作。

技術前提，可靠的信息化服務是國家社會與

預計印度9 億固定電話和移動電話用

印度總理辛格在5 月的講話中簡要提

經濟發展的基礎。金融、電信、能源等關鍵

戶以及1.2億互聯網用戶都將成為被監控的

到了即將啟動的“國家網絡協調中心”計

領域，對大型主機系統依賴程度非常高，大

目標。

劃。據傳，“國家網絡協調中心”由印度國

規模的緊耦合數據處理離不開關大型主機。

目前，根據參與該計劃制定工作的官

家安全委員會秘書處、情報局、印度調查

例如銀行的儲蓄業務系統、匯兌結算系

員、活動人士以及印度網絡專家的表述，

分析局、印度國防研究發展組織以及不同

統和銀聯信用卡交易結算系統，証券的交易

在印度的監控制度中，政府會竊聽電話談

的軍事單位等眾多部門的力量組成。

系統和報價系統，電信領域的通訊網網管系

話並錄音、偷看電子郵件和短信的內容，

監控門背後是全球競賽

統，能源領域裡的電力調度系統，民航領域

並監控人們在臉譜、推特等網站上發布的

在印度政府所謂“保障國家安全”的大

的空管系統、機場出港系統等系統的核心數

旗之下，一場大手筆的網絡監控正在明朗

據庫均是以大型主機為承載平台。大型主機

化。印度的最終監控目標究竟是什麼？

一旦無法正常運行，將會嚴重影響相關領域

帖子，以及追蹤在谷歌上的搜索……
另據印度政府的內部匿名消息稱，
“國家網絡協調中心”是用來收集整合來自

中國現代國際關系研究院反恐中心主

不同網絡路由器的信息數據，並且對數據

任李偉認為，印度面臨著恐怖威脅，另

進行分析，這將會幫助對網絡安全威脅的

外，印度還經常發生種族沖突和教派沖

實時評估，然後通過相關機構生成可行報

突，國內安全存在隱患。

告和得到警示”。

印度軍方參與
日本《外交學者》分析稱，“國家網絡

的正常運轉，產生巨大的經濟損失，甚至直
接威脅到社會安定和經濟安全。
該業內人士表示，這次爆發的斯諾登事
件說明，大型主機作為關鍵業務和核心數據

李偉認為，上述原因都不能成為政府

的處理平台，更是各類攻擊手段施行的重點

全面監控民眾的理由，危害國家安全的畢

對象，因為攻破一個關鍵業務系統獲取的利

竟隻是極少數人。

益遠遠大於一個一般性業務系統的收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