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家恐怖主义咨询系统

公告 
DHS.gov/advisories 发布日期： 2021 年 11 月 10 日| 东部时间下午 4：00 

美国国土恐怖主义威胁的摘要

国土安全部部长发布了更新的国家恐怖主义咨询系统公告，内容涉及全美当前加剧的威胁境况。美国国土继续面临

着多样化及具有挑战性的威胁境况，尤其临近几个宗教节日和其相关的大众聚会在过去都作为了暴力行为的潜在目

标。这些威胁包含了由参与暴力活动的个人和小型团体，其中又包括国内暴力极端分子 (DVE)，以及那些受到外国

恐怖分子和其他具有恶意的外国势力的启发或激励的群体，所构成的威胁。这些活动分子继续利用在线论坛的方式

来影响和散布暴力极端主义的陈述，提倡暴力活动。当下的全球疫情继续加剧这些威胁，一部分是由于其所认为的、

在实施公共健康安全条例时政府的越权行为。再者，外国恐怖主义组织和 DVE 继续在努力激发潜在的追随者，以在

美国发动攻击，包括利用最近在阿富汗发生的事件。截至 2021 年 11 月 10 日，DHS 并没有意识到任何迫在眉睫、

可信的，会发生在美国的任何威胁。

持续时间

发布时间： 2021 年 11 月 10 日，东部时间下午 4:00
截止时间： 2022 年 2 月 8 日，东部时间下午 4:00 

***先前在 2021 年 8 月 13 日发布的 NTAS 公告原定于 2021 年 11 月 11 日过期，现已被取消。

额外详情 
• 在“外详情现袭击 ”事件的 20 周年和美国撤出阿富汗之后，阿尔盖达基地组织及其团伙的暴力极端分子

的媒体分支，以及伊拉克伊斯兰帝国和阿萨姆 (ISIS)，庆祝了在他们看来的对于美国的胜利，并且鼓励了

其追随者和支持者使用暴力来促进他们的目标。这些外国恐怖分子组织会将继续维持其高可见度的网上

存在，来试图激励在美国的个人参与暴力活动。 

• 在 2021 年剩下的时间到 2022 年期间，以种族或民族为动机的暴力极端分子和反政府 /反当权的暴力极端

分子会继续对美国构成威胁。疫情相关的压力因素增加了社会压力和紧张局势，推动了好几项 DVE 的阴

谋，他们可能在今年和明年造成更多暴力事件。如果新的新冠病毒变种出现，导致新的公共健康限制，

反政府暴力极端分子可能使用新的限制作为合理的理由来攻击政府或公共健康官员或设施。除此以外，

一些 DVE 已尝试使用阿富汗国民迁移美国之事来加剧 DVE 一贯对移民和美国穆斯林社区的不满情绪。 

• 历来，DVE 及被外国恐怖组织激励的个人，有过对于拥挤的商业场所、敬拜场所和公共聚会发起袭击，

有时候造成大众伤亡。政府和商业设施的陆续重新开放，加上因疫情原因可能持续的社会和经济上的破

坏，还有在接下来的几个月中即将到来的、具宗教意义的几个日期可能导致的大众聚会，都可能为暴力

活动提供更多的目标。虽然当前没有任何可信的、迫在眉睫的、对于任何地点或者有关任何日期的威胁。 

• 外国和国内威胁因素，包含了外国情报组织、外国恐怖分子组织，和 DVE，继续在网上介绍、强调、散

布倡导暴力的陈述，并且有号召对于民选官员、政治代表、政府设施、执法部门、宗教团体或商业设施，

以及其认为的意识形态的对立者，发起暴力行为。 

• 由意识形态而激发的暴力极端分子，以个人的不满和暴力极端分子意识形态的信仰为动力，通过吸取某

些线上论坛分享的信息继续获得启发和可操作性的引领。这包括关于简易爆炸装置和小型武器的使用信

息。暴力极端分子可能使用某种简讯平台或技术，来妨碍能够提供关于待发生暴力行动的警告的操作指

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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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执法官员表示，担心大范围分享支持武力手段的虚假陈述和阴谋论会继续增加关注，导致个人和小型团

体拥护以暴力手段达到其渴望实现的目的。 DHS 担心不断增加的暴力行为，包括对执法部门的攻击，会

给当地资源带来压力，并且挑战维持当地社区安全和稳定的执法能力。

我们如何应对 
• DHS 和联邦调查局 (FBI) 继续提供关于当前威胁环境的指引给州、本地、部落，和领土 (SLTT) 伙伴们。尤

其是，DHS 曾发出无数不断变化的威胁情报评估给 SLTT 官员。 

• DHS 让行业内伙伴参与，协助其在社交媒体上和其他网络平台上，识别和应对虚假信息、阴谋论，和虚

假陈述的散布。 

• DHS 已将对抗 DVE 威胁置于首位，在其国土安全拨款计划 (Homeland Security Grant Program) 作为全国首

要区域和其有针对性的暴力和预防恐怖主义拨款计划 (Terrorism Prevention Grant Program)。 

• DHS 继续致力于与我们的伙伴合作，来识别和阻止任何形式的恐怖主义和有针对性的暴力活动。

你可以怎样帮助 
• 在保证我们的社区安全问题上，我们都扮演一定的角色。保持警觉，当你发现可疑的活动 (suspicious 

activity)，说出来 (say something)。 
• 举报可疑活动 (Report suspicious activity)、暴力威胁，包括网上威胁，给当地执法部门， FBI 外勤办公室 

(FBI Field Offices), 或你当地的融合中心 (Fusion Center)。 
• 如果你知道某人正在受到精神健康问题的折磨，或者他可能对自己或他人构成威胁，可以有组织提供帮

助 (support is available)，解决困难。 

• 参与到你社区的预防努力中。了解更多 (Learn more) 以社区为基础的，可帮助个人不走上暴力之路的预防

努力。

做好准备，随时了解情况 

• 为紧急情况做好准备，对可能会对你产生危险的周遭环境保持警觉。 

• 保持培养数字媒体的素养 (digital media literacy) 来识别和建立对虚假和有害陈述的防御能力。 

• 注意你的周围环境和最近的安全人员。 

• 随着信息的识别，政府部门会提供关于新出现的威胁的详情，公众当听从地方当局和公共安全官员。 

If You See Something, Say Something® (察觉问题，开口直言 ) - 向当地执法部门或致电 911 报告可疑活动。

国家恐怖主义咨询系统提供有关国土安全问题和威胁的信息，由国土安全部 (Department of Homeland Security) 发
布。欲了解更多信息，请访问： DHS.gov/advisories。接收手机更新： Twitter.com/dhsgov。

察觉问题，开口直言 (If You See Something, Say Something™) 于纽约大都会交通管理局 (NY Metropolitan Transportation 
Authority) 的许可下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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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fema.gov/media-collection/homeland-security-grant-notices-funding-opportunity
https://www.dhs.gov/tvtpgrants
https://www.dhs.gov/ns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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