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廣告洽詢專線：212-730-6963

A5第708期  公元2019年9月20日—9月26日www.kanzhongguo.com 看世界

寰宇新聞

◆索羅門群島政府不顧壓

倒性民意對於臺灣的支持，堅持

要斷交並倒向北京，引爆重大民

怨。該國最大省分馬萊塔的民眾

17 日上街示威，表達不歡迎北京

之意。網絡上甚至出現既然當局

背叛了民意，執意與北京建交，

馬萊塔人民將要求獨立的決議文。

這篇《馬萊塔人民決議文》表示，

馬萊塔省的 14 位國會議員即日起

喪失代表馬萊塔人之資格，因為

他們背叛人民，不傾聽堅決反對

之民意，投票贊成北京建交。該

《決議文》還說，馬萊塔要脫離索

羅門群島，成立自治的共和國。

他們給索羅門群島政府一個月的

時間，要求當局讓他們和平宣告

獨立。此外，索羅門群島中央銀

行 16 日警告，與中國大陸建交，

可能會使國家墜入債務陷阱，就

像其他為了基礎建設工程接受大

陸貸款的國家一樣。英國《金融時

報》指出，索羅門央行這個舉動相

當不尋常。

◆西伯利亞柯爾茲沃市

（Koltsovo）的俄羅斯國家病毒學

和生物技術研究中心（Vector），
16 日驚傳發生爆炸事件，該中心

是世界上唯二儲存天花病毒的實

驗室，同時也存放著令人聞之色

變的伊波拉病毒。研判是建築工

程瓦斯外泄所導致的氣爆，其詳

細原因仍有待調查，目前尚無偵

測到任何有毒病毒外泄的情形。

該研究中心為全球唯二儲存天花病

毒的實驗室，並以研發伊波拉、肝

炎及流行病疫苗聞名，甚至於冷

戰時期被外界認為是蘇聯生化武

器計畫的一部分，此即意味著該

中心內存放著大量危險病毒，例

如：炭疽病（anthrax）等。現今

天花病毒除了在 Vector 存放外，

還有一個是美國疾病控制和預防

中心，其位於亞特蘭大的高安全

性實驗室。

◆美國網絡科技巨頭谷歌

（Google）在法國因涉稅務欺詐而

遭調查，最終同意會向法國政府

支付約 10 億歐元達成和解。由於

谷歌將歐洲總部設立在愛爾蘭都

柏林（Dublin），利用愛爾蘭政府

所提供的稅收優惠政策申報經營

收入，但谷歌在歐洲大部分國家

繳納稅金極少。因此，法國政府

認為谷歌公司這是利用國際稅法

漏洞進行稅務欺詐，因而對其展

開調查。

委國動亂或露曙光  瓜伊多任臨時總統

美援引《里約條約》        
應對區域危機 

美國國務卿蓬佩奧 11日發表

推文說：「美國與 11個夥伴國一起

援引《里約條約》（Rio Treaty），
以應對馬杜羅在委內瑞拉及該地

區發動的政治、經濟和人道主義危

機。我們將共同考慮多邊經濟和

政治選擇，以結束浩劫。」

前一天，馬杜羅指責哥倫比

亞暗中挑起軍事衝突後，下令派

兵進駐在兩國之間長達 2200 公里

的邊界。機場周圍也部署了坦克

車、飛彈載具與數十個部隊。

美國國務院當天發表聲明

說， 美 國 與 委 內 瑞 拉（瓜 伊

多）臨時政府和其他 10 個國家

一道將援引《里約條約》亦稱《美

洲國家間互助條約》（the Inter-
American Treaty of Reciprocal 
Assistance），應對前委內瑞拉馬

杜羅政權災難性的經濟政策和政

治壓制，所造成前所未有的難民

危機與日益加劇的破壞。聲明指

出：「今天的行動表明（西）半球

站在委內瑞拉人民一邊，以爭取

更美好、更自由的未來決心，這

證明該地區集體承認尼古拉斯 ‧

馬杜羅不僅是委內瑞拉人民遭受

苦難的原因，他還威脅著該地區

的和平與穩定。」

《里約條約》是 1947 年在里約

熱內盧簽署的一項協議，被認為

是區域性政治、軍事同盟條約。

其核心原則是，對一方的攻擊被

視為對所有人的攻擊，這被稱為

「半球防禦」學說，即襲擊某個國

家等同於襲擊西半球所有的國家。

國會任瓜伊多為臨時總統

值此衝突加劇之際，由反對

派掌控的委內瑞拉國民議會在 18
日表決，批准瓜伊多擔任臨時總

統直到舉行新大選為止。而由原

總統馬杜羅領導的委國政府前一

天才剛表示，3 年前出走的執政黨

議員將重返國民議會。

由於瓜伊多（Juan Guaido）
的議長任期將到明年 1 月 5 日，

因此國民議會的這項新決議，也

意味著瓜伊多將繼續帶領國民議

會。獲得華府支持的瓜伊多，在

今年初宣布出任委國臨時總統，

截至目前已獲全球 50 多個國家承

認合法性。

對於國民議會這個決議，華

府也表示歡迎，並認為此舉反映

出「民主的反對派力量與團結」。

馬杜羅施計離間反對派

在 2016 年選舉中，社會主義

執政黨代表由於失去控制權而出

走國民議會。隨後總統馬杜羅政

府另設制憲會議，與反對派掌控

的國民議會分庭抗禮。

而在前一天的 17 日，馬杜羅

政府剛宣示，「為了加強與擴大

（與反對派）對話的利益」，他將

率執政黨代表重返國民議會。只

是在這項宣布後數小時，瓜伊多

也隨即宣布，長達 40 多天為了化

解國家長期政治危機的會談，其

實早就已經結束。

委國朝野會談原本預定在挪

威奧斯陸舉行，之後再移往巴貝

多（Barbados），而馬杜羅則於 8
月 7 日取消雙方會談，藉此回應

美國對馬杜羅政府的制裁。

就在國民議會確認瓜伊多擔

任臨時總統不久，委內瑞拉司

法部長沙柏也隨即宣布釋放關

鍵反對派人物贊布拉諾（Edgar 
Zambrano）。曾任委內瑞拉國民

議會副議長的贊布拉諾，由於支

持反對派領袖瓜伊多籌劃的 4 月

30 日起義，在遭到政府逮捕後，

被馬杜羅政府監禁在軍事監獄。

沙柏在聲明中表示，由於委

內瑞拉政府與國家反對陣營派系

達成部分協議，因此政府請最高

法院釋放贊布拉諾。 
此次贊布拉諾的獲釋，似乎

與總統馬杜羅政府 17 日發表的消

息有所關連。因為馬杜羅政府在

與瓜伊多聯盟外的反對派邊緣政

黨達成協議後，逕行宣布 3 年前

出走的執政黨國會議員，可以回

到反對派占多數的國民議會。外

界評估，馬杜羅此舉的目的，在

試圖將瓜伊多邊緣化。

【看中國記者憶文綜合報導】委內

瑞拉軍方負責人11日表示，他們已
經動員15萬士兵在哥倫比亞邊界進
行軍事演習。委國與卡拉卡斯、波

哥大之間的緊張升高。同一天，美

國啟動半球防禦，以應對馬杜羅政

權給委內瑞拉及其周邊地區帶來的

政治、經濟和人道主義危機。委內

瑞拉國民議會也隨後在18日表決，
批准瓜伊多擔任臨時總統直到舉行

新大選為止。

伊朗涉嫌襲擊最大石油公司
專家：如伊朗是元凶   其策略就是「為最終與華府談判建立優勢」

【看中國記者憶文綜合報導】全球

最大的石油公司沙特阿美所屬全

沙國最大的阿布蓋格（Abqaiq）
石油處理設施及第二大的胡賴斯

（Khurais）油田，於14日遭到十
架無人機攻擊。這使得沙國原油日

產量損失約570萬桶。沙國對此表
示，將需要好幾週才能夠完全恢復

供油。

消息人士對路透社透露，襲

擊事件使原油產量受到影響。沙

特阿美每天 500 萬桶的產量接近

該國產量的一半，也是全球石油供

應的 6%。國際油價 16 日因此而

一度狂飆 19.5%，一口氣衝破每桶

71美元價位，之後因火勢已獲得控

制，全球原油庫存充足，且沙國表

示受創的設施 16 日可恢復約三分

之一的供油能力，同時還將動用庫

存，油價漲幅縮小到約 10%。

美國務院：                 
伊朗才是開火真凶

雖然目前與沙特仍在交戰中的

也門胡塞反抗軍（Houthis）已公

開表示是他們所發動的攻擊，但美

國國務院、國防部都指控「伊朗才

是開火真凶」。美國務卿龐佩奧

認為，遭受攻擊的這兩處地點，離

也門邊境至少有 700 公里遠；離

胡塞反抗軍在也門西北的大本營

更超過 1000 公里，中間還得穿越

沙特邊境，與首都利雅德的重重

防空警戒區。因此考量到胡塞軍

當前的技術能力與軍事配備，他

們根本不可能遙控這種「長距離」

的無人機空襲。

美國官員分析指出，聯合國

也門問題專家小組在 2018 年的一

份報告中也曾提到，胡塞反抗軍

自伊朗獲得組件所組裝的 Qatef-1
無人機，無論在設計、尺寸和性

能上和伊朗的 Ababil-T 幾乎如出

一轍，屬低端產品，最遠航程僅

150 公里左右。而沙特阿拉伯和

也門邊界最短的距離也有 770 公

里，因此判斷也門的無人機根本

無法做到這次的襲擊行動。

一度對伊朗政府釋出和解

風聲的川普總統，16 日也透過

Twitter 表示：「……我們手中已

掌握了『足以確認真凶』的真實證

據，前線的美軍已經子彈上膛，

蓄勢待發，但我們還在等待沙特

王國的調查回音，我們得先聽聽

看他們對於遇襲的說法，並一起

討論後續行動的條件！」

伊朗不對稱戰略威脅遽增

對於這次精密度甚高的攻擊

行動，美國官員和武器專家憂心

表示，伊朗的先進飛彈和無人機

計畫是伊朗不對稱安全戰略的重

要部分，且已將部分武器和技術

轉移給該地區代理人，包括也門

胡塞叛軍。這些生產成本相對較

便宜且精度與射程均高的不對稱

武器，能阻嚇對手並支持地區性

代理人，他們可以代表伊朗發動

攻擊。而沙國防衛系統卻明顯的

沒能偵測到大批越境而來的巡弋

飛彈和無人機，突顯出沙國面對

不對稱戰爭的脆弱性。

政治風險專家指出，如果伊

朗是幕後元凶，它的策略就是「為

最終與華府談判建立優勢，逼川

普政府踩煞車，不再制裁伊朗和

強迫其他國家反伊朗」，而攻擊

石油設施即是在「挑戰極限」。

沙特阿美掌石油經濟關鍵

這次遭到攻擊的沙特阿拉伯

國家石油公司（Saudi Aramco，
簡稱沙特阿美）是沙特的國家

石油和天然氣公司，運營兩個主

要石油設施，包括世界上最大的

石油加工廠，總部設在沙特的達

蘭，擁有 7.6 萬名員工。按收入

計算，它是世界上最大的公司之

一，也是世界上最賺錢的公司。

沙特阿美在 2017 年的液體儲

量為 2602 億桶油當量，大於埃克

森美孚公司、雪佛龍公司、荷蘭

皇家殼牌公司、英國石油公司和

法國的道達爾公司的總儲量，估

計儲備壽命為 54 年。

該公司去年每天生產 1030 萬

桶原油，其原油生產成本世界最

低，每桶 2.8 美元。它還每天生

產 110 萬桶液體天然氣和 89 億標

準立方英尺的天然氣。近 75% 的

原油出口量（約 520 萬桶 / 日）交

付給被認為需求增長速度超過世

界其他地區亞洲客戶。去年，它

對北美和歐洲的原油輸送量分別

是每天 100 多萬桶和 86.4 萬桶。

沙特阿美從沙特阿拉伯生

產、提煉和出口石油，但在全球

範圍內進行煉油業務。其美國煉

油子公司 Motiva Enterprises 擁

有德克薩斯州亞瑟港煉油廠（Port 
Arthur），每天產量 60.7 萬桶，

是美國最大的煉油廠，2017 年宣

布計畫五年內在美洲開展 180 億

美元的投資。它還在擴大在其煉油

和下游產能，特別是在中國和印度

等快速發展的國家。它在 2018 年

的淨煉油能力為每天 310 萬桶。

誰是受害者

除了沙特，在該襲擊事件中

遭受損失的還有誰？快速能源集團

（RAPIDAN ENERGY GROUP）
總裁麥克納里對路透社表示：「亞

洲國家面臨的風險更大，因為它

們是沙特阿拉伯的主要進口國，

沙特的 80% 出口到東亞。對於

美國來說，主要的威脅是石油價

格，而不是即時供應。」因為川普

政府已實現了能源的自給，成為

世界上最大的能源生產國。

分析師費登（SANDY FIEL-
DEN）表示，將石油從沙特運往新

加坡需要 19 ～ 20 天，「但從休斯

頓到新加坡需要 54 天。因此，美

國的『救濟』需要時間。這裡真正

的問題是，沙特在生產固定之前

必須向市場供應多少庫存。」而沙

特阿美的亞洲買家包括：中國、

印度、韓國、日本和臺灣。沙特

阿美遇襲可能導致原油供應量不

足，油價上漲。這顯然對美國的

盟友們不利。

誰是收益者

俄羅斯的重要產業是能源，

俄國也是中國最大的原油供應國，

領先於沙特。海關數據顯示，俄

羅斯是 2018 年中國最大的原油供

應國，連續第三年超過沙特。而

美中貿易戰在 2018 年 3 月 22 日

正式打響。

過去，也門的胡塞族武裝曾

宣稱向沙特油田發動了無人機襲

擊，基地組織 2006 年對布蓋格煉

油廠發動襲擊，雖沒有造成重大

人員和財產損失，但導致了國際

市場原油和黃金價格波動。

「路德訪談」 Youtube 一段視

頻指出，北京和俄羅斯在過去數

月大量購入黃金，北京很可能是

沙特阿美遇襲事件的幕後元凶，

以便將美國的視線從香港反送中

和美中貿易戰上轉移。

沙特阿美遇襲。(AFP/Getty Image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