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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中第一階段貿易協議或本月簽署 美國將長期關注科技中企 
【看中國記者憶文綜合報導】川

普政府高級官員週三（11 月 6 日）

表示，川普總統和中共國家主席習

近平可能要等到 12 月才能會面簽署

一項臨時貿易協議，因為有關條款

和地點的討論仍在繼續。

這位不願透露姓名的官員告訴

路透社，仍然有可能無法達成旨在

結束貿易戰的「第一階段」協議，

但達成協議的可能性更大。

美國股市週三（11 月 6 日）下

跌。道瓊斯工業平均指數下跌約 43
點，或 0.2%，標準普爾 500 指數

下跌約 0.1%，納斯達克綜合指數下

跌 0.5%，其中包括亞馬遜、微軟和

臉書在內的大型科技股均表現不佳。

這位高級官員說，會議的建議

地點有幾十個，包括歐洲和亞洲的

地點，但前者可能性更大，瑞典和

瑞士是其中可能的地點。該官員表

示，川普建議的愛荷華州似乎已被

排除在外。

原定於 11 月中旬在智利舉行

的亞太經合組織峰會已被智利突然

取消。北京最近提出進一步降低關

稅的要求可能被討論。

這位官員說，鑑於川普在尋求

2020 年連任時面臨國會彈劾調查的

壓力，據信這是北京盡快達成一項

有利協議的最好時機。

外界預期美中達成一項臨時協

議，其中包括美國承諾取消原定於

12 月 15 日對價值約 1560 億美元

的中國進口商品加徵關稅，包括手

機、筆記本電腦和玩具。

熟悉談判的人士週一（11 月 4
日）表示，中方一直在敦促川普取

消在 9 月施加的關稅，這是該交易

第一階段的一部分。

一位熟悉中共談判立場的人士

對路透社說，北京正在繼續敦促華

盛頓「盡快取消所有關稅」。

【看中國記者文可伊綜合報

導】消息人士透露，即使達成貿

易協議，美國還是會繼續關注

中國科技企業對美國造成的國

家安全威脅，這可能會是一項長

期戰略。這意味著，不管貿易戰

是否結束，科技戰還將會持續一

段時間。

而最近成為美國政府調查對

象的科技公司，正是今年在海外

頗受歡迎的抖音國際版 TikTok。
據 CNBC 的消息，一位知

情人士稱，美國外國投資委員會

（CFIUS）已和該應用程序的母公

司字節跳動聯繫。美國擔心字節

跳動於 2017 年收購社交媒體應

用程序 Musical.ly，可能構成國

家安全風險。

中美貿易戰繼續加劇，科技

已成為其中的關鍵部分。知識產

權盜竊也是貿易談判中持續被討

美國調查知識產權盜竊

【看中國記者文可伊綜合報導】

美國政府敦促臺灣限制其最大的芯

片製造商台積電為中國電信集團華

為生產半導體，並對出口到中國的

技術實行更嚴格的管控。

《金融時報》報導，臺灣和美

國政府官員稱，在過去的一年中，

華盛頓反覆要求臺灣總統蔡英文

（Tsai Ing-wen）政府限制全球最大

的合同芯片製造商台灣積體電路製

造公司（TSMC，簡稱台積電）向

華為出售芯片。

10月，一位美國官員在華盛頓

對臺灣外交官說，台積電為華為生

產的芯片正直接進入中國導彈，並

指向臺灣。這是一種「隱喻」，說明

向中共供應武器的風險。

美國政府此舉被視為是試圖在

禁止向華為出售產品的禁令中填補

漏洞，這是為確保對美國國防部門

供應的安全。

中共一直在民用工業和軍事之

間轉移技術，加劇了美國對供應鏈

的擔憂。

美國官員稱，美國經常與臺灣

就其技術供應鏈的安全性和最終使

用方面進行對話。「我們與許多夥伴

進行了類似的出口管制和防擴散對

話。」「臺灣是受到中共的直接軍事

威脅，也是有能力生產中共用以支

持其軍事野心的某些技術的少數地

方之一。」

報導說，華盛頓將華為列入

黑名單，限制了一些美國公司向華

為出售產品，直接讓台積電得益。

瑞士信貸（Credit Suisse）區域半

導體研究負責人蘭迪・艾布拉姆斯

（Randy Abrams）估計，第三季度中

國市場占台積電總收入約 20%，而

華為又占其中一半。

艾布拉姆斯說：「如果臺灣政府

強迫台積電放棄華為這個客戶，那

麼股市將出現不利反應。」

「鑑於華盛頓將重點放在與中

共的競爭以及半導體在 5G 和先進

軍事能力等方面的作用，我希望政

府和國會加大對臺灣、日本和韓國

等其他國家向中共出口先進芯片的

審查力度。」華盛頓安全諮詢公司

Beacon Global Strategies副總裁塞耶

（Eric Sayers）說。

《金融時報》稱，儘管華盛頓承

【看中國記者文可伊綜合報導】美

國醫學院校聯合會首席科學家麥金

尼（Ross McKinney）說，美國
政府正對美國生物醫學知識產權盜

竊事件展開大規模調查，其中大部

分案件涉及中國人。調查還發現，

知識產權的盜竊幾乎涉及了生物醫

學的各學科。

美籲臺灣加強管控芯片出售 

調查使美國政府和學界擔心，

中共正在利用美國科學體系的相對

開放性從事大規模的經濟間諜活

動。同時，大規模的知識產權盜竊

在生物醫學領域引起震驚。

麥金尼在接受美國之音的採

訪時說，中共政府一直在系統性地

盜竊美國醫療研究機構的知識產

權，促使了這項大規模調查。麥

金尼表示，兩國科研人員有著深厚

的合作基礎，這些間諜活動導致雙

方的信任正瓦解，影響兩國未來的

合作前景。

他表示，啟動大規模調查說明

川普政府對中共的間諜活動感到越

來越擔憂。

他特別提到，中共政府通過

「千人計畫」資助教授在美國任教，

其中一些人員涉及泄露了美國大專

學府和研究機構創造的知識產權。

據《紐 約 時 報》的 報 導，

N.I.H. 和 F.B.I. 已經開始調查從美

國各地醫學機構竊取生物醫學研究

北京推出26條 
惠臺待遇引質疑

【看中國訊】中國共臺辦與

國家發改委 4 日聯名推出「關

於進一步促進兩岸經濟文化交

流合作的若干措施」，內含 26
條，其中針對臺灣企業、民眾

各 13條，標榜「提供與中國民

眾同等待遇」。

「26條措施」，橫跨允許臺

企參與 5G、民航與金融組織等

行業；同時也向臺灣運動員和

藝文工作者招手，並且推廣居

住證待遇等內容。

臺灣總統府發言人丁允

恭表示，從過去的實證檢驗，

其所宣稱的效益非常有限，並

未給臺 灣人民帶來真正實際

利益，只是起到了擾亂臺灣人

心、分化臺灣社會、 干預民主選

舉等的一種政治手段。

陸委會4日上午回應指出，

「26條」是去年「對臺 31項措

施」基礎上延伸擴大、變換花

樣、包裝宣傳，但相關內容不

改「名為惠臺、實則利中」本

質，更夾帶進行「一國兩制」的

政治操作。

藥企再曝醜聞 
重金刪帖盛行 

華為東盟推5G 
泰國客戶怨聲多

【看中國記者黎小葵綜合

報導】近日一份法院檔案顯

示，有公關公司為企業提供

「有償刪帖服務」，而這種腐

敗現象更涉及多家大陸知名企

業，其中包括山東步長製藥股

份有限公司。

湖北省荊州市沙市區法院

的公告顯示，多家公關公司從

事非法刪帖業務，涉案包括山

東步長製藥和河南輔仁藥業兩

家上市公司。

據新浪財經，步長製藥和

輔仁藥業於 2016 年，分別以

超過百萬的重金，委托深圳九

富投資北京公司和春鼎秋華

（北京）公司、北京環宇趨勢

科技公司刪除兩藥企負面信息。

步長製藥要求刪除的內

容，主要為當年涉步長製藥申

請新股上市的 IPO 報導；輔仁

藥業的刪帖跨度更是從 2016
年到 2018 年，貫穿其整個重

組時段。多位媒體人披露，步

長製藥和輔仁藥業案件僅是大

陸醫療領域黑幕的冰山一角。

【看中國記者李欣悅報導】

華為副總裁周明成在泰國召

開的東盟國家商業與投資峰會

上表示，此次峰會的目的是支

持東盟的 5G 發展，華為願協

助東盟國家實施第四次工業革

命，已做好在東南亞地區全面

鋪設 5G 基礎設施的準備。然

而，近期在泰國使用華為 5G
的客戶卻已怨聲載道。

在泰華裔王女士對《看中

國》說：「華為 5G 在泰國，我

們都是受害者，電腦被攻擊，

工作網站上不去，很多網站上

不去，我們想換其他公司的設

備，但網絡公司的人說，光纖

的設備只有華為。」泰國居民

披露：「今年 8 月換了光纖快

網後，近一個月幾乎天天頭

痛，耳朵痛，嗓子疼，嗜睡，

不想吃飯。」

然而，不是所有東盟國

家都與華為簽約，越南就選擇

與美國站在同一邊。在美中貿

易戰中，美國曾多次警告華為

技術可能會被北京用來蒐集外

國的數據。越南沒有採用華為

的 5G 技術，而是以其他公司

取而代之，包括愛立信和諾基

亞。法新社 3 日報導說，越南

最大的電信移動運營商軍用電

子電信公司，將在沒有華為參

與下首先在河內和胡志明市鋪

設 5G 網絡。

成果的科學家。調查發現，他們發

現，幾乎所有案件都涉及中國人，

有的已經入籍美國。

這次的調查涉及到 71 家美國

研究機構和 180 個可能涉及潛在知

識產權盜竊的個案。

到目前為止，美國國立衛生研

究院（National Institutes of Health）
已將 24 項涉及犯罪活動證據的個

案轉交了衛生與公共服務部監察長

辦公室，該辦公室可能對這些個案

進行刑事訴訟。國立衛生研究院院

外研究副主任勞爾（Michael Lauer）
博士說：「案件幾乎觸及了生物醫

學研究的各個學科。」

美國之音引述《紐約時報》報導

稱，國家衛生研究院表示，被調查

的研究人員中，有人利用美國政府

資助的研究成果在中國獲得專利，

更甚的是，中國的祕密實驗室被懷

疑複製了美國的研究項目。

《紐約時報》得到的電郵顯

示，有研究人員甚至企圖把在美國

的研究轉移至中國。例如，其中一

美媒《Politico》援引消息人士

的話說，北京正在採取一切辦法讓

美國取消對已加徵的關稅，力度堪

比籃球賽上的「全場盯人」。作為

交換，北京同意在兩年內購買價值

500 億美元的美國農產品，並承諾

開放其金融服務業，加強知識產權

保護。此前，北京只同意在首年購

買 200 億美金價值的農產品。

《中國經濟日報》微信帳號陶然

筆記稱，美國取消已施加的額外關

稅是中方的「最核心關切」。它寫

道：在這個問題上任何錯誤的估計

都可能在磋商中造成進一步反覆。

一位中方官員說，北京正猶豫

在希臘舉行會議的可能性，習近平將

於本週日（11月 10日）抵達希臘，

之後他會前往巴西參加將於 11月 13
日開始的主要新興市場國家峰會。

多個美國消息來源表示，不太

可能在希臘簽署協議。

論關注的核心問題。

宏觀經濟研究公司 Gavekal
的 技 術 分 析 師 丹・ 王（Dan 
Wang）對 CNBC 表示：「美國

在貿易戰的背景下宣布了這些措

施，意味著川普總統使用非常規

措施來應對中共。」

中美正朝著簽署「第一階段」

貿易協議方向邁進。但是，即使

貿易戰結束，美國仍會繼續關注

中國科技企業。

臺灣《自由時報》評論稱，

創新能力不強是中國大陸的死

穴。「中方規劃『中國製造二○

二五』，意圖進行產業轉型，由

製造大國蛻變為製造強國，但其

發展途徑竟是以國家資金進行併

購、強迫技轉，甚至偷竊智慧財

產，如此粗暴行徑加上貿易嚴重

失衡，終於逾越美國忍耐的底

限，於是爆發貿易戰爭。」

認臺灣不太可能在 1 月分的總統大

選之前控制台積電，但美國政府表

示，對中共芯片貿易的出口管制應

該是臺灣下一步應該做的事。

現在美國和中共正處於某種形

式的科技冷戰。美國之音報導，國

際政治金融專家汪浩表示，將來中

共和美國可能是各自走一個不同的

高科技的制式，不同的高科技的系

統。「在這種不同的路線狀況下，兩

邊可能產品相互之間是不兼容的，

各自服務一個不同的區域。那麼，

在這樣一種狀況下，臺灣本來是全

球高科技產業鏈中的一個關鍵點，

他可能在這方面不得不選邊站。那

臺灣的高科技從業者要和政府做進

一步的討論和考慮。」

八九年北京學運領袖吾爾開希

說：「臺灣高科技產業有時候急功

近利一點的判斷就會靠近中共這方

面，對於企業的利益比較直接。」

不過他提醒：「如果真的是科技冷戰

的話，其實背後並不只是科技的對

抗而已，而是意識形態和價值觀的

對抗。誰贏誰輸，還要從更重要的

政治因素上去判斷。」

美國國立衛生研究院馬里蘭州貝塞斯達分校（公有領域）

則電郵說：「我應當能夠把整套的

核酸系列片段給你弄過來（如果我

想到如何把十幾支冷凍的 DNA 試

管裝上飛機的話）。」

在另一個報導個案中，休斯頓

醫學博士安德森癌症中心的科學家

給中國研究人員的一封電子郵件，

裡面包含了一份機密的研究計畫。

國立衛生研究院要求該科學家協助

審核的研究計畫。國立衛生研究院

在接到聯邦官員的調查要求後，檢

查了該科學家的電子郵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