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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貨櫃藏屍案發後 傳福建嚴防外媒 雖受影響 美農民支持川普
【看中國記者黎小葵綜合報導】

震驚國際的冷凍貨櫃 39 人命案，

英方初稱都是中國人，但後續指有

部分是持中國假護照的越南人。為

此，越南政府積極確認死者身分，

但中方卻消極以待，甚至避談中國

偷渡客的話題。

英國《獨立報》10 月 26 日曾報

導，此次命案事發時，共有 3 輛貨

櫃車，載有 100 多名偷渡客入境英

國，大多是中國人和越南人，目前

已知 39 人喪生。

該案目前還在發酵。外界注意

到，越英中三國的官方態度有很大

出入。

英國警方和越南駐英國大使已

會面。中央社引述越南外交部的消

息指，至今英國有關機構已向越方

提供 4 名死者檔案以查明身分，兩

國相關機構仍在密切配合調查相關

信息。

越南中北部兩省警方也已向失

聯者家屬採樣 DNA，將送鑑定比

對，以辨識死者身分。

此外，據越南《民智報》報

導，截至 10 月 27 日下午，已有 14
個來自義安省（Nghe An）的家庭

及 10 個來自河靜省（Ha Tinh）的

家庭向當地政府通報，親人近日在

英國失聯並請求協尋。

但中方對此次命案是否有中國

偷渡客避而不談。

有外媒記者在 10 月 28 日的中

方外交部例行記者會上向發言人耿

爽質詢：此次英國命案死者中，包

含持假中國護照的越南籍人士與疑

似中國籍人士，中共政府是否有任

何證據表明這一情況屬實？中方是

否與越南方面討論過這一問題？或

越方是否向中方尋求更多消息？

對此，耿爽不願多做回應，僅

表示如英國警方所說：「截至目前，

【看中國記者文可伊編譯報

導】美中貿易戰開打，美國農民

是受影響最大的群體之一。民調

說，四分之三的農民認為他們是

關稅戰的最大受害者，不過，

美國的大部分農民依然支持貿易

戰，也支持川普政府，明年的總

統選舉會繼續支持川普。

在川普總統領導下，美國

不僅退出了 TPP，還取消了

1994 年的北美自由貿易協定

（NAFTA）。

擁有博士學位的伊利諾伊

州農民溫德爾 · 紹曼（Wendell 
Shauman）支持川普，儘管他想

要 TPP。
當前的貿易戰可能對紹曼造

成極大的影響，利潤嚴重下滑，

但他仍然支持川普總統。反而，

他的大部分怒火都是針對美國眾

議院的民主黨多數派。

美擬投票拆除華為中興設備

【看中國記者明思綜合報導】美

國聯邦參議院 10 月 30 日通過「臺

北法案」，根據最新版本，要求美行

政部門採取行動，支持臺灣強化與

世界各國的夥伴關係，認為美臺應

進行雙邊貿易談判，並以實際行動

支持臺灣的國際參與。對此，臺灣

方面對美國表示感謝，中共國臺辦

則表現相當憤怒。

「臺北法案」對臺灣的好處
據中央社報導，《2019 年臺

灣友邦國際保護及加強倡議法案》

（TAIPEI Act，簡稱臺北法案），9
月獲得美國參議院外交關係委員會

通過後，10月 30日在美國參議院院

會再獲通過。

根據參院外委會通過的法案版

本，美國會意見認為，美國聯邦政

府應支持臺灣，包括強化臺灣在印

太地區，與世界各國的外交或非正

式夥伴關係。

對於嚴重損害與臺灣關係的國

家，美方應研議以適當及符合美國

利益的方式，降低與那些國家的經

濟與外交往來。

法案指出，自中華民國總統

蔡英文當選以來，中共持續增強對

臺灣施壓，但臺灣與美國、澳洲、

印度、日本及其他國家的非官方關

係，在強化臺灣經濟及維持其國際

空間上具有重大利益。

法案也建議美國政策應以適當

方式，支持臺灣在所有不以國家為

會員資格，且美國已參與的國際組

織具有會員身分；臺灣在其他適當

國際組織取得觀察員身分。

法案提到，美國總統或總統代

表在領袖峰會及「美中全面經濟對

話」等任何雙邊互動場合，都應表

達支持臺灣成為國際組織會員或觀

察員。

在經濟貿易方面，法案也建議

美國應與臺灣進行雙邊貿易談判，

達成雙方共同經濟利益，以及有助

於簽訂臺美 FTA。

臺灣駐美代表處對此表示，感

謝美國國會長久以來支持深化臺美

關係、拓展國際空間，力挺臺灣捍

衛主權與自由民主制度的具體行動。

對此，國臺辦發言人馬曉光則

指美國是「干涉中國內政。」

【看中國記者宋傑綜合報導】美國

電信業監管機構聯邦通訊委員會

（FCC）以國家安全為由，近期
將投票禁止購買華為這類公司的設

備和服務，並將拆除已經安裝的華

為和中興設備。對此，中方外交部

做出回應。

美參議院通過「臺北法案」

據路透社報導，美國電信業

監管機構 FCC 計畫提議，要求美

國農村電信運營商移除並更換被貼

上「國家安全威脅」標籤公司的設

備。這項提案預計於 11 月 19 日投

票。FCC 由 5 人組成，成員包括

民主黨和共和黨人。

根據「有限狀態」網絡安全公

司今年發布的一個分析報告，華為

的大部分固件映像至少有一個潛在

的後門，每個華為設備平均有 102
個漏洞。FCC 主席派伊引用一份

歐盟 5G 安全研究說：「愈來愈有

理由相信，華為和中興對美國國家

安全會造成不可接受的風險。」 他
說美國必須確保網絡不會損及國家

安全、不會威脅美國經濟安全或破

壞美國價值觀。

派伊的提案包括：接受 FCC
普及服務基金（USF）的美國鄉村

電信營運商，不許購買對美國國家

安全構成威脅設備或服務，比如華

為技術或中興通訊設備。USF 是

美國對電信業者給偏遠地區提供服

 西九龍邊檢站 
「立功」引猜測 

【看中國記者黎小葵綜合報

導】首次在香港內部實施「一地

兩檢」的西九龍邊檢站，近日

因獲大陸公安部授予集體一等

功引發關注。由於官方未透露

一等功的具體事件，因此引人

猜測，是否和「反送中」有關。

深圳新聞網 27 日報導，

設立已有一年的深圳出入境九

龍邊檢站，10 月 26 日獲得中

共公安部授予集體一等功，官

方指西九龍邊檢站「講政治、

顧大局、敢擔當」，在西九龍

內地口岸區出色完成了「一地

兩檢」工作任務。

香港消息傳出後，引發外

界猜測，是否與香港時局有關。

對此，央視 10 月 27 日報

導指出，深圳海關近日聯合上

海海關及地方公安，破獲一個

走私金額達人民幣 3.2 億元的

奢侈品走私集團，認為因此獲

頒一等功。

不過，有網友認為 3.2 億

元的走私案根本不算大金額，

不會因此就獲一等功。

抖音否認上市 
美呼籲國安調查 

【看中國訊】英國《金融時

報》10 月 28 日報導，TikTok
（抖音國際版）的母公司將赴

港上市，但 TikTok（抖音）

發言人否認了這一說法，「我

們計畫第一季度在香港上市的

傳聞絕對是零真相。」

北京字節跳動科技有限公

司（Byte Dance）是抖音背後

的中國母公司，字節跳動的最

新估值為 750 億美元，該公司

創建的 TikTok（抖音）應用

程序，是一款以音樂為主的短

視頻社交應用程序。該程序在

美國的下載量超過 1.1 億。

英 國《衛 報》披 露 說，

TikTok 審核指南針對批評中共

政府的內容進行審查。

美國參議員蒂姆 · 科頓

（Tim Cotton）和馬克 · 舒默

（Mark Schumer） 於 10 月 23
日呼籲對 TikTok（抖音）是

否構成國家安全威脅進行調查。

盧比奧參議員在 10 月 29
日的推文中對 TikTok 蒐集美

國青少年個人數據表示擔憂。

務的政府補貼。在這個新提案裡，

FCC 要求這項措施溯及既往，已

經用 FCC 基金安裝了中興和華為

設備的電訊營運商，必須從其電訊

網絡中刪除其設備和服務，更換為

其他「更受信賴」的廠商。

派伊的文章說：「感謝最近

NBA、蘋果公司等對中共屈服的

事件，美國民眾已經越來越清楚了

英國警方仍在對此案進行調查，無

法確認遇難者的國籍，他們也沒有

向中方提供更多的信息。」

耿爽還稱，希望有關方面不要

就此事「主觀臆測」，而要「以事

實為依據」。

自由亞洲電臺則披露，中國

偷渡客基本是來自福建省福州市下

轄的福清和長樂，但事發至今，這

兩地都沒有家屬尋找失蹤親人的消

息，也沒有媒體對這兩地進行相關

報導。福建長樂市政府工作人員更

是拒絕做出說明。

日前，網傳福州市長樂區外事辦

主任曹以強 10月 26日發通知稱，接

到福州外事辦命令，對趕往福清和

長樂採訪偷渡客命案的外媒記者，

要嚴防其進入「敏感區域」採訪。

此外，有網友還爆料，指當地

政府已控制了上百名死者家屬，以

防他們接觸外媒記者「給黨抹黑」。

「我們有個無所事事的國

會。川普想做的任何事情，他們

都反對。」紹曼說。

同時，川普政府繼續與美國

農產品最大買家之一的中國發

動貿易戰，中國對美國玉米和

大豆徵收關稅，以報復美國對

中國鋼鐵和鋁徵收的關稅。

伊利諾伊州農業局執行

理 事 馬 克 · 蓋 比 爾 斯（Mark 
Gebhards）說，農業部的「市

場促進計畫」有撥款給農民，

以抵消關稅對他們的影響。今

年的這項撥款花費了大約 160
億美元，而去年則大約為 150 億

美元。

美國之音援引農業雜誌《脈

搏》（Pulse）9 月的非正式民意調

查結果，在 1138 名接受問卷調

查的農民中，共有 76% 人支持

川普。

中共政府在利用其對全球商業的影

響力輸出其反民主的價值觀。想想

看，如果中國的設備明天用在我們

的 5G 無線網絡上會怎樣？那將為

中共的審查、監視、間諜和其他危

害開後門。」

「華為號稱自己是一家私人公

司。但是，中共的法律要求所有公

司都必須服從中共情報部門的要

求，還必須保密。這意味著中共可

以要華為監視美國個人和企業。設

想一下，如果華為的 5G 設備被用

在美軍基地附近、關鍵基礎設施或

其他敏感的地方，那會怎麼樣？北

京可以要求華為安裝後門，祕密侵

入網絡，插入惡意軟件或病毒，偷

竊所有信息，而這一切都會在美國

人不知不覺中進行。」

「臺北法案」助臺灣護外交
據《自由時報》報導，美國眾

議院共和黨籍外委會亞太小組成

員匡希恆（John Curtis）與其他

四位跨黨派眾議員，10 月 18 日

也曾共同提出「臺灣友邦國際

保護暨強化倡議法案」（Taiwan 
Allies International Protection and 
Enhancement Initiative Act），簡稱

「臺北法案」（TAIPEI Act）。
眾院版「臺北法案」與參院外交

委員會通過版本大致相同，均以「國

會意見」主張美國行政部門，在適當

情況並符合美國利益下，對於採取

嚴重或重大行動對臺灣造成傷害的

國家，考慮「降低與該國的經濟、安

全及外交接觸」。

目前，美國眾議院外委會針

對眾院版本的《臺北法案》表決通

過後，會將其送往眾院院會進行表

決，待眾院院會通過後，參、眾兩

院將協商該法案的最後共同版本，

然後再各自經由參、眾兩院表決，

通過之後即可送交白宮，由美國總

統川普（Donald Trump）簽署後生

效， 成為正式的法律文件。

美FCC擬投票拆除華為、中興設備。（Getty Images）

「當事關5G和美國的安全時，

我們不能夠冒險祈求最好結果。我

們必須確保網絡不會對我們的國家

安全造成危害，威脅到我們的經濟

安全和破壞我們的價值觀。這就要

求全方位的努力，美國政府已經開

始做了，包括今年 5 月川普總統發

布的總統行政命令。」

目前華為與中興尚未對這項

可能頒布的禁令做出回應，但中共

官方已做出表態。外交部發言人耿

爽在例行記者會上在回答相關問題

時，稱美方是「以莫須有的罪名濫

用國家力量」，並稱美方是「經濟

霸凌」行為。

美國總統川普 10 月 28 日向盟

國喊話，表示美國將與「志同道

合的國家」合作，促進新一代行

動通訊 5G 的網絡安全，外界分

析，這意味著美國將扛起世界 5G
技術發展的領導責任，並把華為排

除之外。

路透社報導，2019 年世界無

線電通信大會正在埃及舉行，川普

致函出席代表表示，美國打算「迅

速部署 5G 服務」，並反對那些將

5G 作為擴大控制本國公民的工具，

並在國家間挑撥離間的行為。

美國一直敦促各國不要讓華為

參與未來的 5G 網絡建設，因北京

可能利用華為從事間諜活動，川普

在與各國元首通話時，也一再要他

們別使用華為 5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