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寰宇新聞

◆臺灣與南太平洋友邦索羅

門日前傳出邦交出現危機，在索

國的人士普遍認為，該國民間輿

論可說一面倒向應該要繼續與臺

灣當朋友，因為中共掌控在地經

濟活動，已引發民怨。根據外媒

報導，中華民國駐索羅門大使廖

文哲表示，大約有高達 8 成至 9
成的索國民眾至目前為止，都還

是很支持臺灣。據索羅門臺商會

副會長蔡華明的觀察，也得到同

樣的結果，輿論大約有 90% 皆支

持臺灣。近日，索國國會外交委員

會召開聽證會，主要討論索國邦交

是否轉向。據悉，雖然有部分出席

官員的證詞，對於臺灣比較不利；

但索國非政府組織代表的發言，

卻獲得壓倒性的支持臺灣。據中

央社在首都荷尼阿拉 (Honiara) 的

訪問報導指出，索國人民非常關

注此議題，多數受訪民眾的看法

亦印證了這股民意傾向。一位出

租車司機伊拉拜 (Ken Ilabae) 表
示，臺灣在農業和醫療等方面，

提供索國很多協助。 2000 年，索

國發生族裔衝突，當時索國處於最

黑暗的時刻，但臺灣卻留下來協助

索國進行重建國家，臺灣堪稱是

索國的好朋友，若轉向與中國建

交，人民一定會非常失望。

◆俄羅斯與烏克蘭 9 月 7 日

開始交換俘虜。幾輛巴士離開莫

斯科一所監獄，一架烏克蘭國有

飛機在莫斯科的機場等待；基輔

也出現了類似的活動。在雙方的

協調之下，共有 35 名烏克蘭人和

俄羅斯人被送上飛機飛回各自的

國家。烏克蘭總統澤倫斯基之前

承諾，會與俄羅斯總統普京就交

換俘虜以及最終終結烏克蘭東部

地區衝突的問題進行談判。兩位領

導人近幾天表示，交換俘虜的協議

已接近達成。現在的焦點則轉向雙

方能否再次努力，就一項永久和平

協議進行談判。烏克蘭東部地區已

經進行了五年的衝突有望終結。

◆英國女王伊麗莎白二世

9 日批准了一項由英國議會通過

的，意在阻止英國於 10 月 31 日

無協議退出歐盟的法案。根據該

法案內容，如若英政府無法就脫

歐問題達成協議，首相應將脫歐

日期推遲 3 個月至 2020 年，除非

議會在 10 月 19 日前批准了英政

府與歐盟達成的脫歐協議，或同

意在無協議下脫離歐盟。儘管極

欲提前大選的現任首相約翰遜，

在休會前的最後議程中又一次地

提出「解散國會」之請，卻仍因在

野黨的集體杯葛再遭封殺。在混

亂的挑燈夜戰後，英國國會 10 日

清晨正式展開了為期 5 個星期的

強制休會。但在野的工黨正祕密

動員準備要在 10 月 31 日脫歐生

效的倒數 10 天內，強行發動「倒

閣案」，以期能透過連環重擊，

徹底擊潰強生的政治生涯。

◆美軍 F-15與 F-35戰機
10 日空襲伊斯蘭國（IS）成員「出

沒」的一處島嶼，一共投下 3 萬

6000 公斤的炸彈，以干擾他們利

用「濃密植被躲藏的能力」，避免

該地成為 IS 的避難點。從行動過

程影像可看到，美軍地毯式轟炸

引發的火球如同棋子整齊排列，

顯示轟炸的精準度。聯軍指出，

伊拉克反恐部隊正執行後續的地

面掃蕩行動，目標是摧毀 IS 的主

要交通樞紐，截斷恐怖分子從沙

漠潛入伊拉克北部城市的管道。

雖然之前遭受重創，但撤入敘利

亞的 IS 仍有數千成員，一直在沙

漠或洞穴培養勢力，或是混入伊拉

克城鎮之中。美軍在伊拉克特遣隊

指揮官也表示，IS 已開始運送戰

士和補給，派人混入各地的安置中

心或難民營，正準備捲土重來。

◆朝鮮在提出與美國官員

「面對面」會談幾個小時後，於 9
月 10 日又進行了自 5 月以來的第

10 輪飛行物發射。韓國軍方說，

這兩枚飛行物飛行了 330 公里，

這又是一次短程試射。就在幾個

小時前，朝鮮副外相崔善姬說，

朝鮮與美國的談判可能在 9 月底

恢復。美國總統川普似乎謹慎地

接受了這一提議。川普說：「那將

會很有意思，我們拭目以待。朝

鮮不久前才在電報裡提出這一提

議，我們看看會發生甚麼。」今年

2月，川普和朝鮮領導人金正恩舉

行了第二次峰會，但沒有達成任何

協議，此後會談陷入停滯。在 6月

的一次後續會議上，川普和金正恩

同意恢復工作級別的會談，但朝鮮

官員尚未露面，目前還不清楚雙方

是否軟化了立場。

12月關稅實施  蘋果或受影響
【看中國記者文可伊綜合報導】美

國蘋果公司10日發布iPhone11等三
款新手機，這些手機仍是中國製

造。路透社報導說，若中美貿易戰

繼續惡化，iPhone11年底輸入美國
要開始繳付15%關稅，恐怕會對蘋
果造成影響。

日前蘋果推介的 iPhone 11、
iPhone 11 Pro、iPhone 11 Pro 
Max 三款新手機，售價分別為

700 美元（iPhone 11）和 1000 美

元（後兩款）。iPhone 11 和去年

的的 iPhone XR 相比，價格還便

宜了 50 美元，而 iPhone 11 Pro

的價格則與去年推出的 iPhone 
XS和 iPhone XS Max價格相同。

這顯示，對中國進口產品

（包括蘋果產品）的 15% 關稅似

乎還未影響到 iPhone 的售價。

據《商業內幕》報導，川普實

施的關稅要到 12 月才會影響蘋果

的 iPhone 價格，但蘋果目前還沒

有將額外的關稅納入新的 iPhone
價格中。目前還不清楚蘋果公司

是否會在 12 月份關稅正式實施時

提高 iPhone 售價。

報導稱，據摩根士丹利分析

師在 5 月分的分析，蘋果公司有

可能會自己吸納關稅成本，不會

提高價格。

外界關注 12 月分蘋果是否

會提高 iPhone 售價。外界認為，

2019 年 iPhone 的銷量下滑，是

因為手機價格上漲所導致。報導

稱，儘管關稅實施，維持相同或

更便宜的售價有助於提升 iPhone
銷售量。

蘋果首席執行官蒂姆庫克（Ti-
m Cook）一直堅持反對關稅實

施，認為關稅戰會傷害蘋果等美

國企業，讓蘋果的對手三星獲利。

近年來，蘋果有越來越依賴

中國供應鏈的趨勢。根據蘋果公

司（Apple）資料顯示，中國組裝

蘋果產品的工廠數量，從 2015 年

的 30 家劇增至目前的 52 家，4

蘋果在9月10日在加州庫比蒂諾喬

布斯劇院推介iPhone11等三款新

手機。（Getty Images）

年內增加逾 7 成。不過，蘋果美

國工廠數字在同期內卻一直只有 2
家。中央社報導說，一旦貿易戰

若惡化，對蘋果將是一大危機。

雖然蘋果有在印度和巴西等

其他第三世界國家物色合適供應

商，但在中國以外的供應鏈都比

中國的規模小很多，主要是用於供

應當地的蘋果產品需求，國際和美

國市場還是依賴中國的供應鏈。

蘋果陸續推出智慧型手錶、

無線耳機等新產品，導致中國組

裝工廠數量大增，這顯示中國的

勞動力仍是蘋果生產線的主力。

除了組裝工廠，零件如：晶

片、玻璃、鋁殼、電線和電路板等

蘋果產品的零件供應商，也越來

越集中在中國。據中央社，蘋果

的中國供應商比率，已從 2015 年

的 44.9% 增至目前的 47.6%。

從 9月開始，蘋果將承受中美

貿易戰的兩波關稅打擊。新一輪

15% 關稅 9月1日已經生效，受關

稅影響的產品包括 Apple Watch、
AirPods、HomePod 及 Beats 耳機

等產品。第二輪關稅會在 12 月 15
日生效，到時會影響到蘋果的最

熱門產品如 iPhone、MacBook、
iPad 和 iPod touch 等。

川普取消與塔利班預定會談
塔利班持續襲擊    美司令：美軍不可能坐以待斃    對此絕不容忍    
【看中國記者文可伊／萬厚德綜

合報導】川普總統得知恐怖組織

在喀布爾發動了造成12人死亡的襲
擊後，取消了與塔利班領導人的

和談。美國國務卿邁克．蓬佩奧

於8日表示，川普「做出了正確的
決定」。

川普取消大衛營密會

據美國之音報導，川普原本

計畫 8 日在華盛頓郊外的大衛營

地，與塔利班和阿富汗總統阿什

拉夫加尼進行單獨會談，在以促

進美國國家利益的前提下，尋求

結束長達 18 年阿富汗戰爭的方

案。川普透露，他計畫舉行的此

項大衛營會談「幾乎所有人都不

知情」。不過，在近日喀布爾發

生汽車炸彈爆炸事件之後，川普

打電話給他們，取消會談。

塔利班 5 日於喀布爾東部所

犯下的汽車自殺炸彈案造成 12 人

死亡，包括一名美軍和一名隸屬

於北約聯軍的羅馬尼亞士兵。美

國國防部 6 日指出，死亡的美軍

是 34 歲、來自波多黎各的陸軍上

士歐提茲。

川普在 9 日回答一個有關與

阿富汗叛亂分子會談的問題時說：

「他們已經徹底結束了，對我來

說，他們已經結束了。」

川普普在推特上發文說，塔

利班利用這次的會談「製造虛假

的槓桿效應」而進行了這次襲擊。

他說，如果塔利班在這些非常重

要的和平談判中不能同意停火，

甚至殺死 12 名無辜的人民，那麼

他就沒有權力談判任何協議。他

們還要戰鬥多久？」川普說，阿什

拉夫 ‧ 加尼和塔利班領導人原計

畫週六（7 日）晚上飛往美國。

美卿：繼續對塔利班施壓

國務卿蓬佩奧 8 日在記者說

明會上表示，為促成阿富汗和平而

和民兵組織塔利班進行的談判已

中止，美方將繼續對塔利班施壓，

並提供阿富汗部隊軍事支持，直到

塔利班做出重大承諾。不過，他表

示，「不排除」與塔利班舉行新談

判的可能，但是他們需要看到塔利

班真的有兌現承諾，結束恐怖襲

擊和暴力，才可以和川普總統舉

行和平談判。他說：「如果塔利班

沒有良好的表現，不履行他們已經

向我們做出的承諾，川普總統不會

減輕對他們的壓力，我們也不會減

少對阿富汗安全部隊的支持。」

當他被問到阿富汗和平談判

是否已死，蓬佩奧回答：「目前來

說是的。」不過蓬佩奧表示，在此

問題上「我並不悲觀」，美國特使

和塔利班代表經多輪會談，已達

成原則協議，美國會分階段由阿

富汗撤軍。

此外，蓬佩奧在接受福克斯

新聞提問時被問及，川普是否應

該與塔利班在 911 恐怖襲擊紀念

日前夕見面。他說：「多年來，許

多幹過壞事的人都來過大衛營。」

他還引用川普當時說的話，「我

想和加尼總統談談，我想和塔利

班的談判代表談談，我想看看他

們，我想知道我們是否能夠得出

最終結果 ......」他認為，川普的這

種安排是正確的。

塔利班則威脅道，川普突然

取消大衛營的談判，美國駐阿富

汗軍隊將承受「比其他任何人都

更大的傷害 ……會使更多美國人

喪生」。據報導，即便在雙方最近

幾週舉行會談期間，塔利班的攻勢

並不因此停歇，甚至更變本加厲。

川普：加強美軍攻勢

對此，川普表示，美國與塔利

班的和平談判不但宣告「死亡」，

美軍對塔利班的攻勢也將進一步

加強。川普稱，美軍對塔利班游

擊隊的攻擊，可說是 10 年來最猛

烈的一次。他在推特寫道：「我們

在過去 4 天以來，對敵人的打擊

更加嚴厲，程度比過去 10 年的任

何時刻都要激烈！」蓬佩奧也表

示，在過去 10 天，已有上千名塔

利班成員遭到擊斃。

美軍中央司令部司令麥肯錫

表示，為了對抗不斷升溫的情

勢，美軍在阿富汗採取行動的腳

步將可能加快，並強調，「對於

讓他們進行一些自稱是勝利的競

賽，美軍不可能坐以待斃，更無

法容忍此種情況發生。」

邀請塔利班領導人到美國是

一種前所未有的舉動，也是美國

有史以來最長的戰爭、最引人注

目的發展。因為 10 日（週二）就

是 2001 年以阿富汗為基地的恐怖

主義基地組織對美國紐約和華盛

頓進行的 911 襲擊紀念日。

仍將權衡減少駐軍

美國和塔利班的談判代表已

進行了近一年的和談。美國首席

談判代表扎利梅．哈利勒扎德上

週二表示，他的談判小組起草了

一份協議草案，如果得到川普總統

的批准，將允許 5000 名美國軍隊

在 135天內離開該國的五個軍事基

地。目前，美國在阿富汗駐紮了大

約 1 萬 4000 名軍人，川普有意大

幅削減駐紮部隊的人數。

撤軍阿富汗是川普的主要外

交政策目標之一。川普也一直希

望在與阿富汗政府及塔利班三方達

成和平協議後，可以讓美軍撤出阿

富汗，兌現川普終止戰事的承諾。

而今雖然談判破局，承諾充滿不確

定性，川普仍表示會權衡減少駐阿

的美軍數量。他說：「我們若想要

抽身，會選對的時間。」

美國軍方一直嘗試消滅這個由

塔利班保護、用於發動 911 恐怖

襲擊事件的基地組織恐怖主義訓

練場。這場延續多年的阿富汗戰

爭，是美國史上歷時最長的戰爭，

已造成 2400 名美國軍人喪生，2
萬多人受傷。

目前，美國和塔利班達成和

平協議前景已變得不明朗。阿富汗

政府表示仍會致力於與美國和其

他盟國共同努力，以實現和平。此

外，塔利班表示同意於 9 月 23 日

與加尼政府舉行阿富汗內部會談。

美國總統川普痛批塔利班利用會談「製造虛假的槓桿效應」，進行了造成美軍傷亡的襲擊。(Getty Image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