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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治动态

联邦国防军中存在多起疑似极右行为 

明镜在线 4月 9日讯  据联邦政府提供的消息，军事反间谍部门目前正在对 275 起

联邦国防军中的疑似极右行为进行调查，其中的 143 起发生在 2016 年。今年已经有 53

起新的事件登记在案。该报道源自 Funke 传媒集团，根据的是联邦国防部回答议会询问

时所提交的一份材料。 

报道指出，联邦军事专员巴尔特斯（Hans-Peter Bartels）去年共报告了 63 起涉及极

端主义、反犹主义和仇外主义的事件。联邦政府的文件指出，在其中的 11 个事件中，

国防军对当事人进行了开除处理。而在其他的事件中，涉及的军士们则受到了罚款处理。

在一起事件中，嫌疑人自己提请开除。 

这些极右行为通常与诸如希特勒式问候等宣传行为有关。据这份报告，联邦国防军

中还存在通过互联网发表种族主义言论的行为。在一起事件中，一个士兵对难民进行了

攻击。他曾询问这些难民是基督徒还是穆斯林。部分情况下，极右嫌疑人持有武器。 

联邦军事专员巴尔特斯对媒体指出，极右主义是联邦国防军必须认真对待的问题。

如果发生类似的事件，执法者通常会快速而具体地做出反应。他认为，“这样做非常重

要，因为极右行为不能被容忍”。 

联邦议院左翼党党团发言人叶普克（Ulla Jelpke）认为联邦国防军对极右翼分子的处

理“存在很大的问题”。她指出，“希特勒的追随者必须从联邦国防军中除名”。 

 

联邦内政部启动程序终止对 NPD提供资助 

《时代》周报网站 4月 7日讯  联邦内政部长托马斯·德迈齐埃（基民盟）启动了

一个法律程序，以取消右翼极端主义政党 NPD 获得联邦资助的权利。他指出，“很难接

受”对这个被列为敌视宪法的政党给予财政资助。为此，他领导的内政部递交了对基本

法进行必要修改的建议。 

要想取消 NPD 获得国家资助的权利，需要在联邦议院和联邦参议院中获得三分之二

多数的支持。联邦内政部指出，该部门并非独自启动了修宪程序，因为按照通常的做法，

选举和政党权利不是由政府，而是由议会来掌控。因此，德默齐埃的部门只能继续在议

会通过修宪议案的问题上承担“文字上的帮助”。 

而这些文字是由内政部、司法部及财政部联合进行了一项调查后所生成的。这些部

门研究了执法者在取消对 NPD 提供国家资助的问题上究竟能够有多大的行动空间。德

迈齐埃指出，这样的空间是存在的。 

司法部长马斯（Heiko Mass）表示，“我们非常仔细地对有关可能性进行了研究”，

这在本届国会任期内就可以做到。他认为，利用国家税收对 NPD 提供支持，相当于“国

家直接对极右势力的煽动行为进行投资”。 

今年 1 月，联邦宪法法院做出决定，不禁止 NPD 的活动。该法院认为，尽管此党敌

视宪法，但其影响力太微不足道了，因此可以不必将其解散。但是法官也同时指出可能

会限制对 NPD 的资金援助。联邦和各州的政界人士都要求停止对 NPD 提供国家资助。 

根据政党法，德国所有的政党都可以得到国家的经济资助。而这一笔援助的多少与

该党在欧洲、联邦议会和州议会选举以及其自己募集所得捐款的多少有关。2015 年，

NPD 共获得了 130 万欧元的国家资助。 

司法部长马斯指出，除了财政资助问题，在有关极右翼问题的探讨中，对该势力的

煽动行为表示明确的态度显得更加重要。他认为，这也是全社会的责任：“我们必须坚



决地捍卫我们的民主和基本权利。” 

 

联邦国防军为网络战进行准备 

《南德意志报》网站 4月 5日讯  乌尔萨拉·冯德莱恩本周三将会出现在波恩。对

于身为国防部长的她来说，德国的前首都一直是个值得访问的地方。因为波恩今天仍然

是国防部所在地。不过身为基民盟女政治家的她，此次在波恩的任务很特殊。 

    “国防部长设立了新的网络和信息空间指挥部”，国防部的新闻公报指出。冯德莱

恩任命路德维希·莱恩霍斯（Ludwig Leinhos）少将为该部的第 1 任总监。这份公报认为，

该部队开启了一个新的里程碑，并将使联邦国防军在应对来自网络和信息空间的威胁时

更加现代化且更具创新性。 

以上就是官方对联邦国防军网络战计划的解释。不过也可以这样来看这个计划：联

邦国防军已经开始对未来战争进行准备。而由于网络战争所具有的威胁和挑战，这场未

来的战争已经打响。 

目前，联邦国防军的 IT 系统已经受到了大量攻击。据联邦国防军提供的数据，其服

务器在今年前 9周里受到了 28.4 万多次攻击。“我们已经将网络攻击视作为一种越发重

要的武器”，国防部国务秘书祖德（Katrin Suder）指出。这也是因为，网络攻击成本较

为低廉，且攻击者很难被查到。因此，祖德认为，对她来说，网络问题就是一个“安全

问题”。 

现在开始，联邦国防军将成立新的网络部队来应对这种挑战。这一部队今后将和陆

军、空军和海军具有同等重要性。不过，此次调整并不会导致一下子就新招募数百或者

数千名新的 IT士兵。此次新调整主要涉及到现存机制的结构和方向性问题，在今后这些

调整都会生效。 

新的网络战指挥部目前仅由 260 名士兵组成。而到 7 月 1 日为止，该部将成立多个

下属机构，并将成员扩展到 1.35 万名士兵。据联邦国防军提供的信息，到 2021 年，该

部士兵人数会达到约 1.5 万人。 

这可不是招募了 1.5 万名身穿军服的黑客。他们中的大部分人都将负责保卫和运行

联邦国防军的 IT 系统。不过，也的确存在一个被称为电脑网络行动（CNO）的小部队。

该部成员已由 60 人增长到了 80 人，会在实际上对强行进入、破坏和关闭网络等“产生

影响”。 

这个问题显得非常敏感，并且已经导致了巨大的争论。新任网络总监莱恩霍斯再次

特别强调，发展攻击性能力不是为了对外真正进行攻击。 

尽管如此，在网络空间内，攻击和防御其实没有什么区别。“如果你想防御自己的

系统，就必须也知道潜在的攻击者是如何行动的。”了解网络攻击如何进行，可以在危

机时刻对攻击行动进行分析，并重建 IT 系统的功能。 

联邦国防军这一构建网络部队的计划何时可以进行，将最后由议会来决定。尽管网

络威胁日益扩大，但议会仍具有最终决定权。国防部保证，“我们只能在我们的权限之

内行动”；国务秘书祖德指出，“这可不是一个无法无天的领域”。 

然而在授权范围内，网络战行为仍然有很多活动空间。“当我们以此结束一场战役

之时，就可以避免出现人员伤亡”，莱恩霍斯少将表示。“我们选择尊重个人的生命。” 

可是，目前却存在担忧。汉堡大学和平与安全政策研究所计算机科学家莱因霍尔德

（Thomas Reinhold）警告，光是授权联邦国防军采取进攻行为就“完全没有符合目前急

需的网络世界的国际裁军潮流”。 

绿党议员布鲁格尔（Agnieszka Brugger）也抱有同样的忧虑，“通过决定给联邦国防

军发动网络攻击的权力，冯德莱恩危害到了互联网的和平与安全发展趋势，并且向前推



动了世界范围内的网络军备竞赛”。冯德莱恩的政策调整蕴含着“巨大的风险和危机升

级的可能”。 

在应对网络世界的挑战上，存在着一些重要的问题。也就是说，人类是否还可以在

网络世界保持和平。对此，莱恩霍斯这样表示，“从现在开始，人类一旦连上网络就会

成为被攻击的对象。IT 系统不存在绝对安全的地方”。因此，在这个问题上有其他的想

法显得“很幼稚”。 

问题在于，这样的网络攻击的性质是什么。要促使北约第 5 条生效，也就是说，德

国会用武力援助盟友，则必须是“当某一界限被有意识地越过”。但这一前提是否达到，

则“只能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另外一个棘手的问题与联邦政府的内部职能有关。在网络威胁面前，内部安全和外

部安全的界限会逐渐变得模糊。其中，国防部和内政部等还会出现权限之争。国防部国

务秘书祖德指出，联邦政府内部存在本位主义之争“并不是秘密”，“但我们需要完全克

服这个问题”。 

 

加布里尔指责默克尔的欧洲政策 

明镜在线 4月 8 日讯   安吉拉·默克尔的总理府拒绝了社民党和欧盟委员会提出的

使欧盟社会更加强大的提议。为了准备就欧盟的下届财政预算进行协商，德国外交部提

议，“在教育、人口流动和研究领域支出更多的资金”，“降低贫困地区的不发达程度”

以及更有力地消除青年人的失业现象等。 

包括联邦财政部在内的有关部门都支持这一提议，然而总理府却删掉了其中的重要

段落。 

“这是一场意识形态冲突，我们必须争取胜利”，西格玛尔·加布里尔告诉《明镜

周刊》。“我们社民党人支持欧盟致力于使各成员国生活水平更加接近”，加布里尔指出，

“而保守势力却倡导尽可能地维持竞争”。 

身为副总理的他认为，保守派的有关观点是错误的。这样的观点认为，一个更强大

的欧盟就意味着德国的负债增多和资金减少。加布里尔指出，英国退欧使得欧盟财政预

算出现了一个漏洞，“德国需要准备好在有关未来几年欧盟财政预算的谈判中提升自己

所分担的份额”。同时，对于构建欧元区的独立预算问题也不应该保持沉默。 

加布里尔明确表示，社民党将会把有关欧盟政策的争论作为联邦议会竞选的中心问

题之一，“我相信，通过号召构建一个更加社会化的欧洲，我们能赢得这次大选。即使

德国会因此为欧盟支付更多的费用”。他指出，在这个问题上，他和作为社民党总理候

选人的马丁·舒尔茨是一致的。 

总理府和外交部之间的争斗在上周三导致德国常驻布鲁塞尔代表济伯贝格

（Reinhard Silberberg）在有关欧洲未来定位的探讨中不能表明自身的立场。 

据外交部的一份秘密文件指出，“目前德国驻布鲁塞尔的欧盟大使在接受国内指令

上的问题，公开展现了外交部和总理府在有关如何应对欧盟未来的讨论中的巨大争论”。

这份文件继续指出，“德国外交部将共同构建欧盟未来的具体走向，并在社会领域提出

自身的看法”，而总理府则想“绕过有关社会权利的问题”。 

 

经济纵横 

朔伊布勒希望欧洲银监会从伦敦移往法兰克福 

明镜在线 4月 7日讯  据《明镜周刊》所获得的信息，联邦政府认为目前很有机会

将欧洲银监会移到美茵河畔的法兰克福。沃尔夫冈·朔伊布勒（CDU）在其给政府内阁



成员提交的一份情况说明书指出，“与其他金融中心相比，法兰克福拥有包括欧洲央行、

联邦银行和德国银监会等具有影响力的德国和欧洲金融机构”。 

由于英国脱欧，欧洲银监会势必需要从伦敦撤离。而之所以建议将其移到法兰克福，

据这份文件指出，是在于法兰克福便利的交通条件，及其所拥有的大量高质量的人才。

此外，“法兰克福市中心也拥有许多房产，可以供欧盟银监会立即转移至此使用”。 

 这份文件也指出，从全欧范围内来看，法兰克福市中心的住房价格也非常合理。

相比之下，其他的竞争城市没有法兰克福条件这么好。哥本哈根、华沙和斯德哥尔摩的

金融中心太过狭小，且缺乏足够的人才。而都柏林离布鲁塞尔太远了，同时巴黎作为金

融中心的地位也在下滑。 

 

蒂森克虏伯削减钢铁产业规模 

《法兰克福汇报》网站 4月 7日讯  蒂森克虏伯即将面临与其员工的剧烈冲突。在

与竞争对手塔塔集团就建立欧洲钢铁联盟一事进行谈判的同时，这家位于艾森的企业也

为其钢铁部门制定了一个大幅度的节省计划。按照这个计划，数以千计的工作岗位将被

裁减。蒂森克虏伯欧洲钢铁公司首席执行官戈斯（Andreas Goss）在周五下午集团工会

的经济委员会所举行的闭门会议上提出了这个建议。 

 由于钢铁产业目前甚至连资金成本也难以收回，且看不到任何改善的机会，蒂森

克虏伯觉得除了进一步削减开支之外，别无他法。据非官方的信息指出，这项计划暂时

会以 3 年为期。至于这个方案会对公司员工造成哪些影响，详细信息将会在接下来的几

周和几个月里得到披露。企业理事会只提及了最初和最急迫的步骤。据称，在最为优先

的削减名单里，有位于杜伊斯堡的一部分厚钢板生产设备。而这将会涉及到三位数的工

作岗位。 

按照蒂森克虏伯董事会主席赫辛根（Heinrich Hiesinger）所订立的时间表，该项计

划会持续到初夏。详细的决议案最早将在今年 5 月出台，彼时公司钢铁部门监事会将聚

在一起召开常规会议。工会和企业理事会代表已经在周三的一次会议上明确表示，他们

不会毫无抵抗地接受这个岗位削减计划。“我们将为我们的每一个岗位而斗争，并依靠

我们自己的团结力量”，公司工会主席塞格拉特（Wilhelm Segerath）宣称。工人一方不

会接受工作岗位被大幅削减，或者小工程的生产完全停滞。而与此同时，可能的合并方

塔塔集团却会将其位于英国港口塔尔波特的亏损工厂带过来。 

然而赫辛根却再次强调，如果不能与塔塔集团合并，蒂森克虏伯集团就不能进行重

建。“找到一个能够为钢铁生产带来未来的解决方案需要时间。因此，企业内部不能停

滞”，他对《法兰克福汇报》表示。 

钢铁行业已经进行了多次的截员，其中也包括裁减工作岗位。全欧有 2.7 万名钢铁

工人为蒂森克虏伯集团工作，其中有 2.5 万人在德国。光是在位于北莱茵-威斯特法轮的

工厂和艾森的总部里，就有约 2 万人在此工作。集团的“最佳重装（BiC）”计划结束已

经快一年多了。通过该计划，企业从 2013 年来节省了约 6.5 亿欧元的经费。其中，约

1000 个在蒂森克虏伯很常见的可以拿到社会合同的职位被裁减。裁员现在已经不让人

感到害怕了。企业曾宣布不会在未来两年里进行裁员。不过，蒂森克虏伯很可能以此要

求其雇员进一步为企业做出牺牲。按照一条直到 2018 年都将有效的、将工作时间削减

到 31 个小时的规定，这些雇员多年来已经放弃了他们的一部分收入。 

 

德国工作机器加速运转 

明镜在线 3月 30 日讯  今年和明年，德国经济形势会继续向好发展。这种形势正

如大众汽车在 1968 年为甲壳虫汽车所做的著名广告：奔跑，奔跑，再奔跑。尽管英国



退欧和中国经济增长下滑，但宏观经济和经济局势研究所（IMK）的专家认为，德国经

济增长的动力不会停歇，国内失业率也将降到创纪录的低位。 

据 IMK 的预测，德国经济在 2017 年将增长 1.3%，2018 年则将增长 1.8%。而 2017

年经济增长较低的原因主要在于今年的节假日更多。 

“经济繁荣仍在继续，其甚至获得了新的动力”，IMK 主管霍恩（Gustav Horn）指

出。对外贸易对经济增长的重要性在降低，与此同时，国内需求的重要性则持续增长。

IMK 预计，计算通货膨胀的因素后，2017 年德国的个人消费支出将上涨 1.2%，而在 2018

年则将上涨 1.5%。明年，企业和新房建造领域的投资将会明显增长。 

据 IMK 的研究，德国经济的强健增长将会创造许多新的就业岗位，因此失业率也将

进一步下降。2017 年，德国有 258 万人失业。2018 年将有约 249 万人失业，这相当于

5.6%的失业率。 

不过，在官方的失业统计里面，有很多人都没有被计算在内。这些人都自己寻找工

作，因此他们被称作“就业不足”者。这个群体包括那些正在接受就业培训的找工作的

人，也包括很多在过去两年里来到德国的难民。IMK 预计“就业不足”的人数将会上升，

但却不能给出一个具体的数字。 

让人欣喜的是，收入较高的工作的数量也增加了。享受社会福利的工作数量将比

2016 年增长 100 万，即从 3149 万人增长到 2018 年的 3257 万人。 

因此，收入较高的工作的数量的增长会高于就业人数的增长，后者也包括从事自由

职业和迷你工作（Minijob）者。该群体人数目前只增长了 93 万人。IMK 预计，2018 年

将有 479 万人从事迷你工作，还会有 431 万自由职业者。 

 

社会住房：投资很多，建造很少 

明镜在线 3 月 30 日讯  有一个很简短的问题：工程建设者想要知道，社会住房修

建到底存在哪些资助的可能性。这个问题的答案很复杂，正如雅克（Ulrich Jacke）所指

出的这样。几个月来，身为房产咨询公司 Dr. Luebke&Kelber 事务主管的她试图挖掘出

16 个联邦州对社会住房建设的资助计划，其调研结果刚刚公开发表。 

雅克指出，该公司进行这个调研项目的主要原因在于：“我们发现，建造德国居民

能够买得起的住房很必要。因为，居民们的财政预算必须能够支付得起目前新建住房的

租金。”尽管每个家庭能够承担的住房成本都各不相同，但这些家庭多达三分之一的收

入都不得不用在租金和水电费上面。雅克计算了德国家庭平均的纯收入，并估计只有

10%的租房者能承受每平方 13 欧元以上的租房费用。 

然而，在大城市、卫星城和大学所在地，价格合理的住房很难找到。据联邦住建部

指出，德国需要新建 35 万栋房屋，其中每年应该有 8 万房屋要使低收入家庭能够承受

得起。不过，目前这两个数字却很难实现：2015 年全德境内总计有 25 万栋住房完工，

其中仅有不超过 1.5 万处社会住房。 

在很多城镇在上世纪 90 年代的私有化浪潮中将其不动产卖掉后，德国目前已经没

有公共房屋建造企业。而大量的社会住房投资计划明显没有起什么作用。 

Dr. Luebke&Kelber 试图找到这件事情的原因。为此，其采访了 1000 多家住房企业，

其中包括房产公司、房屋修建企业、养老基金会、保险公司和债券公司等。上述机构都

将房地长视作安全的投资。    

此次调查的结果指出，对于这些企业来说，社会公共住房投资计划没有什么吸引力。

这主要是由于租金管制、租房者的问题以及周期过长的发展计划。很多受访者都抱怨社

会住房的利润低下。其中最主要的问题在于政府提供的资助。 

十多年来，德国社会住房建造属于各联邦州的事务。而每个州甚至每个镇的资助条



件都各不相同。公共部门常常提供廉价的贷款。而养老基金会和保险公司因为喜欢自己

投资修建住房，所以很少会从州政府那里贷款。 

在这个问题上，受访者普遍存在对“典型的依赖社会福利资助的房客”的担心。正

如这份报告所指出的那样，这些人常常会导致一系列问题：“更高的维护费用，更高额

的管理费用，以及更糟糕的再次出售潜力。”尽管接受采访的四分之三的企业都有对社

会住房修建提供投资的计划，但却不打算在目前这种情况下进行。 

除了更加合理的贷款及更长期的资助期限，这些在住房建筑市场上扮演着重要角色

的企业提出了一个对其非常有吸引力的建议：联邦政府应该出手援助贫困家庭，例如提

供更多的住房补贴。这样做对投资者的好处在于，他们在这之后就不用再考虑资助条件

的问题了，并且可以自由确定租金。 

而德国租客联盟对这些建议嗤之以鼻。“如果联邦州准备调整资助方式，每个专区

就应该大幅扩大收益人群”，租客联盟事务主管罗佩茨（Ulrich Ropertz）指出，“尤其是

在不再有新房屋被建起来的情况下”。他认为，即使这样做，得到联邦政府资助后财力

更加雄厚的租客的租房需求会更加提升，每平方米的租房价格也会继续上涨。 

目前还没有可能的解决之策：全德境内社会住房的数量正进一步快速减少，从 2010

的 170 万下降到了 2016 年的不到 130 万。而从 2020 年起，联邦州的财政将会更加紧张：

到那个时候，联邦政府将停止其每年对社会住房建造的资助。这笔资助每年多达 10 亿

欧元。 

 

社会万象 

联邦政府拒绝制定伊斯兰法案 

《法兰克福汇报》网站 4月 3日讯   目前联邦政府并未有伊斯兰法案。联邦政府发

言人赛贝特（Steffen Seibert）在柏林指出，宗教自由是“基本法所许诺的核心自由精神

之一”，“联邦政府高度重视这种自由”，其非常在乎与德国穆斯林人口的友好相处。从

2006 年开始启动的伊斯兰大会是一个探讨这种友好相处以及其中做得不够好之处的平

台，赛贝特表示，“此外，制定这样的法案现在也不是政府工作的重心所在”。 

上周末，有很多基民盟议员要求政府制定伊斯兰法案。根据这项提案，德国应该禁

止外国资金对德国穆斯林组织的资助，并明确神职人员可以对在监狱和医院里的穆斯林

进行心理治疗。这个计划不仅被社民党和绿党，也被伊斯兰团体所拒绝。即使在基民盟

党内也出现了批评声音。 

绿党政治家努利普（Omid Nouripour）在周一对德国广播电台指出，他尚不知晓这

项法案的内容如何。因为基本法里已经对包括宗教平等在内的内容进行了规范。努利普

还警告基民盟，这样的法案可能会以竞选中失去少数族裔的选票为代价。“当基民盟提

出这样的建议，他们离右翼的德国另择党就不远了。”努利普认为德国的清真寺接受来

自外国的财政援助也是合理的。到目前为止，伊斯兰教接受外国的财政援助也是被逼无

奈，因为伊斯兰教在德国并不被承认为一个能够向其支持者征收清真寺税的宗教团体。 

基民盟前总书记波伦茨（Ruprecht Polenz）周日将这项提案称作是“民粹主义狂想”。

他对赫芬顿邮报（Huffinton Post）网站指出，在作为法制国家的德国，不能将超过 400

万穆斯林和 2500 处清真寺作为嫌疑人来看待。他认为，伊斯兰教作为世界性的宗教，

却被规定只能从德国国内获得资金资助，这样的做法显得很荒谬。波伦茨还补充道，“包

括来自德国的资金在内的，基督教新教和天主教从全世界所获得的财政援助又怎么

算？”同时，他也认为并不需要对清真寺进行登记。“目前为止，我们并未对德国境内

的 4.5 万处天主教和基督教新教教堂进行过登记。” 



至于该法案所提出的要求伊玛目用德语进行布施的建议，波伦茨也指出，“每个周

末，在德国的教堂里，人们用波兰语、克罗地亚语、越南语、俄语、意大利语、西班牙

语、罗马尼亚语、立陶宛语或葡萄牙语进行祈祷和布施，却不存在由此所导致的融入上

的担忧”，而只有在清真寺里人们才被要求无论如何都要用德语传道。 

   

联邦政府希望建造更多的自行车高速公路 

《法兰克福汇报》网站 4月 3日讯  联邦政府希望通过修建更多的自行车快速车道，

为通勤者提供快速的自行车交通系统。“首先，2017 年联邦政府为自行车快速车道额外

提供了 25000 万欧元的援助。对于那些希望不受红绿灯和十字路口交通影响，而可以快

速骑车到达学校和工作岗位的人来说，这些快速通道就意味着自行车高速公路”，联邦

交通部国务秘书巴特勒（Norbert Barthle）告诉《莱茵邮报》。 

“为了进一步资助自行车交通，联邦政府对自行车道路的资助金额每年从 6 千万增

长到了 1 亿欧元”，巴特勒指出。在其 200 周年生日之际，自行车“在德国经历了明显

的繁荣”，“人们发现自行车是拥堵的汽车和拥挤的铁路交通系统的真正替代者。E-Bike

和助力车的销量已经创了记录”，身为基民盟政治家的他指出。 

本周一，第五届全德自行车交通大会在曼海姆开幕，本次会议得到了联邦交通部的

资助。来自国内外的专家呈现了他们对在城市里构建一个现代自行车交通基础设施系统

的计划。 

 

很多非法入境者通过瑞士进入德国 

《时代》周报网站 4月 9 日讯  与去年相比，年初以来经过瑞士进入德国的非法移

民数量增长了 3 倍多。《星期日世界报》引用来自联邦内政部的消息报道称，联邦警察

在 2017 年 1~2 月间总共登记了 1350 名未被允许的通过瑞士进入德国的人。2016 年的

前两个月，这个数字仅为 402 人。而该报道尚未公布 3 月的数据。 

据这家报纸提供的信息，此数据仅反映了被发现的非法入境者的数量。在安全部门

看来，明显还有很多非法入境者未被查获。由于从意大利前往奥地利和法国的边境的安

全工作做得相对较好，因此，非法移民从去年夏天开始尝试通过瑞士进入德国。 

这份报道还指出，与去年同期相比，2017 年初有更多利比亚移民通过地中海抵达了

意大利。据《星期日世界报》报道，联邦内政部部长德迈齐埃（基民盟）将地中海通道

称作是欧盟外部边境的“焦点”。意大利政府预计今年会有约 25 万移民从非洲抵意。以

前大多数难民小艇都是从埃及入海，而现在多达 95%的小艇都是来自利比亚。 

巴登-符腾堡州内政部长施特罗布尔（Thomas Strobl）提出了对德瑞边境进行边境检

查的建议。“我们仍对这个边境拥有良好管控。但是若首先是意瑞边境，然后是瑞德边

境的局势恶化，我们就会出手应对”，他对媒体指出。而对于其是否认为今年内可以在

德瑞边境建立边防站，施特罗布尔的回答是“当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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