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法国总统马克龙15日任命法
国传统右派政党共和党成员爱德
华·菲利普为法国总理。

这一任命由法国总统府秘书长
亚历克西·科勒宣布。 公开资料显
示， 爱德华·菲利普1970年出生于
法国北部城市鲁昂， 曾就读于巴黎
政治学院、 法国国家行政学院等名
校。2001年至今， 他历任诺曼底大
区议会主席、勒阿弗尔市市长等职，
在政府和议会都有工作经验。

法国媒体认为， 政治生涯起步
于左派社会党阵营、但主张“跨越左
右之分” 的马克龙之所以任命一位
右派人士为总理， 一方面是为了体
现“团结和开放”，另一方面也是通
过此举在右派共和党内制造分裂，
为其创立的“共和国前进”运动在今
年6月份的议会选举中创造有利局
面。 ■据新华社

记者15日在第八个全国
公安机关打击和防范经济犯
罪宣传日上了解到， 去年以
来， 全国公安机关相继组织
开展了打击地下钱庄、 证券
期货、新型网络传销，以及假
币、银行卡网上非法买卖、虚
开和骗税犯罪等一系列专项
行动， 共破获各类经济犯罪
案件16.8万起， 挽回经济损
失356亿元。

当前， 受国内外复杂经
济形势的影响， 我国经济犯
罪活动总体上仍处于高发态
势。其中，以非法集资、传销
为主的涉众型经济犯罪高发
频发， 一大批P2P平台频频
“跑路”或关闭，涉及人员众
多、地区广泛、金额巨大，蕴
含的经济风险不容忽视；证
券、 期货犯罪等资本市场经
济犯罪时有发生，内幕交易、

“老鼠仓”、 操纵市场等犯罪
行为侵害广大投资人利益并
影响市场平稳运行；以假币、
银行卡、骗贷、洗钱等为主要
形式的金融犯罪高位运行，
大要案件和新类型新手法犯
罪多发，损害金融秩序，去年
全国公安机关共立妨害信用
卡管理和信用卡诈骗案件6.3
万余起， 占经济犯罪总数的
三分之一； 地下钱庄犯罪涉
案资金规模巨大， 多冒用他
人账户，犯罪手法隐蔽，客户
遍布全国； 虚开增值税专用
发票、 骗取出口退税等涉税
犯罪手段升级， 如厦门特大
“黄金票”虚开案涉案金额近
百亿元， 严重扰乱国家税收
秩序；假冒伪劣犯罪多发，妨
碍国家创新发展战略的实
施，危害消费者合法权益。

■据新华社

消息人士披露， 日本政府更倾
向于引进美制陆基“宙斯盾”导弹防
御系统而不打算采用“萨德”系统，
原因是后者防御范围较小而且价格
更昂贵。

多家日本媒体和路透社13日援
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 日本政府认
为，相比“萨德”，陆基“宙斯盾”系统
导弹射程更远，从而防御范围更大，
只用部署两三套就可以覆盖日本全
国。而且，陆基“宙斯盾”系统每套价格
为700亿至800亿日元（约合6亿至7亿
美元），“萨德”则高达1000亿日元（8.8
亿美元），因而前者性价比更好。

另外，如果引进陆基“宙斯盾”，
可以减轻日本海上自卫队搭载海基
“宙斯盾” 系统军舰的警戒任务负
担， 从而这些军舰能够执行其他任
务或增加训练。 ■据新华社

德国总理安格拉·默克
尔担任党主席的基督教民主
联盟（基民盟）14日赢得一场
关键的地方选举。

这次选举结果被视为9
月德国大选的“风向标”。至
此， 基民盟已在3月以来的3
场地方选举中击败对手社会
民主党（社民党）。

德国电视一台援引出
口民调报道，基民盟赢得德
国人口最多州北莱茵-威
斯特伐利亚州33%的选票，
比 2012年的 26.3%显著上
升；社民党向来稳拿该州选
票 ， 但 今 年 得 票 率 仅 为
31.5%，随即承认败选。社民
党的总理候选人、 欧洲议会
前议长马丁·舒尔茨得知这

一结果后， 承认在该州遭遇
“苦涩的失败”，但表示“为联
邦议会选举的竞选活动才刚
刚开始”。

默克尔2005年11月起担
任德国总理， 如能率领基民
盟在9月联邦议会选举中获
胜，将开始她的第四个任期。
舒尔茨被视为默克尔的强劲
对手。

自今年3月以来，基民盟
已在3场地方选举中击败社
民党。路透社分析，默克尔是
西欧各国中任职时间最长的
现任领导人，传递出“稳定”
信号。不少人认为，欧盟进行
英国“脱欧”谈判之际，默克
尔的丰富经验能派上用场。

■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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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2日以来， 一个名为
“想哭”的勒索软件袭击了全
球15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数
十万台电脑， 被欧盟刑警组
织描述为“达到史无前例的
级别”。

就在英国、 俄罗斯、美
国等加紧遏制病毒扩散之
际， 多名网络安全专家警
告：今后数日，新一轮病毒
或再来袭！

谨防新一轮袭击

英国广播公司 14日报
道，本次“想哭”病毒袭击中，
英国一名电脑专家参与遏制
病毒扩散，“退敌有功”。此人
现年22岁， 不希望媒体公开
其身份，而用“恶意软件技术
达人”作为绰号。

据这名电脑专家预测，
“新一轮病毒即将来袭……
很可能是星期一（15日）”。

作为一款勒索软件，“想
哭”侵入电脑后，会锁住用户
的文件， 然后要求用户支付
300美元至600美元的赎金
以换回文件。

据英国广播公司的跟踪
分析，在12日病毒袭击中，黑
客已收到至少2.2万英镑（约
合2.8万美元）的赎金。

“事关大笔进账， 他们

（意指黑客） 没理由收手不干。
只要修改代码、从头再来，对他
们而言简直小菜一碟，”这名电
脑专家说。

全球追查幕后黑手

目前， 全球多国都在追查
“想哭” 病毒背后的黑客组织，
以便将其绳之以法。

在12日病毒袭击中， 全球
各地的生产生活受到不同程度
影响，中招的包括政府部门、医
疗服务、公共交通、邮政、通信、
汽车制造等多个领域。

俄罗斯内务部、卫生部、俄
罗斯储蓄银行、 铁路系统均报
告受到攻击。 英国公共卫生体
系国民保健制度（NHS）受到严
重影响，不少病人无法就医，甚
至连手术、化疗等都被取消。

此外， 中国的一些校园网
络、印度尼西亚的数家医院、美
国联邦快递公司、 西班牙电话
公司、 日产汽车公司位于英国
的工厂、 法国雷诺汽车公司工
厂、 挪威和瑞典的几家足球俱
乐部等也遭遇病毒袭击。

据美国网络安全专家赫
斯分析，虽然这次袭击影响范
围极广，但具体犯罪手法“单
一、不复杂”，更像是“业余选
手”所为。

■据新华社

高能预警，新一轮“勒索”病毒或来袭！
欧盟刑警组织：达到史无前例级别 全球多国都在追查幕后黑手

美国微软公司14日发表
声明， 谴责美国政府囤积电
脑病毒武器， 一旦发生泄
露， 便在全球范围造成严重
威胁。

微软总裁兼首席法务官
布拉德·史密斯14日经由博
客发布一份声明， 谴责美国
政府部门囤积黑客攻击工具
的做法。

“我们以前见过美国中
央情报局储存的有关（电脑
网络） 弱点的各种情报遭维
基揭秘网站曝光。如今，美国
国家安全局储存的这类情报
失窃， 以致影响全球各地的
电脑用户，”史密斯说。

英国广播公司报道，“想哭”
病毒12日袭来， 迄今已有150多
个国家和地区的超过20万台电
脑“中招”， 欧盟刑警组织把这
轮病毒攻击描述为“达到史无前
例的级别”。包括微软在内，业界
人士的共识是：该病毒来源于美
国国安局的病毒武器库，上个月
遭泄密而公之于众。

按照史密斯的说法，“若用
传统武器打比方， 这次事件相
当于美国军方的‘战斧’巡航导
弹失窃”。因此，这次病毒袭击
应该给全球各国“敲响警钟”。

对于微软方面的指责，美
国国安局和白宫方面目前均未
作出回应。

史密斯14日特别提醒，
全球电脑用户应立即安装系
统更新包， 及时给电脑打补
丁。微软3月已发布针对此类
勒索软件的补丁， 但许多用
户迟迟没有安装。

“网络犯罪分子越来越
老谋深算， 电脑用户简直防
不胜防， 除非他们及时更新
电脑系统，”史密斯说。

“恶意软件技术达人”

说，“我们已经阻止了这次（病
毒袭击），但是新一轮袭击即将
发生， 届时我们恐怕无力阻
止”。黑客很可能会升级“想哭”
病毒，使之更难被杀灭。

“‘想哭1.0’还能被阻止，但
是‘想哭2.0’很可能会修复先前
缺陷。 除非立即给你的电脑打
补丁， 否则无法保障安全，”这
名电脑专家说。

■据新华社

谴责

囤积病毒武器！微软怒斥美国政府

应对

打补丁：谨防新一轮攻击

去年来全国共破获各类经济犯罪案件超16万起

一大批P2P平台频频跑路或关闭

基民盟赢得德国人口最多州地方选举
连下三城 默克尔四连任有戏

日本拟弃“萨德”
倾向引进陆基“宙斯盾”

法国总统马克龙
任命新总理

这是在国家大剧院展出的“鎏金铜蚕”（5月15日摄）。近日，千年“鎏金铜
蚕”在北京国家大剧院东展厅展出。这条藏于陕西历史博物馆的“鎏金铜蚕”
1984年出土于陕西石泉县，首尾共计9个腹节，体态为仰头或吐丝状，制作精
致，造型逼真。 新华社 图

千年“鎏金铜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