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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中國記者文龍綜合報導】有

消息指北京當局對美中階段性貿易

協議感到悲觀，而美國參議院常設

調查小組發布了一份105頁的報告，

直指貿易戰核心問題之一，即保護

知識產權。

CNBC 18日報導，中方對美中

達成首階段貿易協議感到悲觀，密

切關注美國政治局勢，包括對美

國總統川普的彈劾調查，以及明

年的總統選舉。中方認為川普的

立場可能未來數月都不明朗，留意

事態發展更為合理。另外，消息人

士指，美中在採購農產品數量仍有分

歧，中方抗拒購買指定數量的美國農

產品，擔心或令其他貿易夥伴疏遠。

美國參議院常設調查小組發布

了一份 105 頁的報告，稱中共從上

世紀九十年代末就開始以薪水、研

究經費、實驗室空間和其他激勵措

施作為交換，獲取美國大學實驗室

和其他研究機構的信息，這些機構

大多由美國政府資助。

報告稱，中共花了 20年時間招

募有機會接觸先進科學和技術的研

究人員。例如，一名參與中共「千

人計畫」的博士後研究員在返回中國

前，刪除了超過三萬份實驗室保存

的電子文件，包括演示文稿、技術

論文和圖表。

在美中貿易戰日益加劇之際，

華盛頓指責北京利用非法手段獲取

快速的技術進步。

FBI 官 員 11 月 19 日 將 在 參

議院聽證會上就中共人才招聘計畫

對美國的影響作證。屆時，美國國

家科學基金會、美國國立衛生研究

院，能源部和國務院的官員也將出

席作證。

川普的貿易顧問彼得 · 納瓦羅

11 月 6 日對「美國之音」 說：「正

在進行的談判必須要做的是結束中

共對美國經濟的結構性攻擊，必須

要做的是結束對我們商業電腦的駭

客、強迫技術轉讓、盜竊知識產

權、操縱匯率。『第一階段』協議提

出了這些問題中的幾個，但為了取

得一個好的協議，我們必須要有全

部三個階段的協議。」

納瓦羅強調要解決七方面問

題，包括中共盜竊美國知識產權、

在華美國企業被強迫技術轉讓、北

京當局控制的黑客破壞美國電腦系

統、中國企業傾銷產品把美國公司

擠出市場、北京當局對國企進行大

量補貼、向美國輸出芬太尼和操縱

匯率。

資本市場在等待著美中籤署階

段性貿易協議，以期打消那些影響

世界經濟與金融的不確定性因素。

【看中國記者文可伊綜合報

導】TikTok母公司字節跳動內部

文件顯示，由於TikTok面臨來自

美國的壓力，該公司將先集中發

展其他國家用戶。

路透社報導，字節跳動的創

始人兼首席執行官張一鳴在 11
月和 12 月設定公司目標的說明

中表示：「繼續使 TikTok 的發

展更加多元化，增加對疲軟市場

的投資。」

字節跳動表示，美國國會議

員對TikTok表示高度關注，擔憂

他們是否蒐集用戶數據以及中共是

否對TikTok內容進行審查。

張一鳴在文件中也呼籲公司

應提高「處理全球公共事務」的

能力，並加強用戶數據保護。

美國政府方面在本月較早

前曾表示，美國外國投資委員

參院報告 直指美中貿易戰核心問題 TikTok擬轉換目標市場

川普總統出席老兵節傳統紀念儀式（Getty Images）

鼠疫驚現北方 疫情恐已擴散

【看中國記者朱莉採訪報導】11
月 16日，加拿大多倫多大學、約克

大學等學府的香港留學生，上午 10
點在舊市政廳（Old City Hall）外進

行為時 48小時的絕食活動，聲援香

港的大學生，並希望喚起加拿大社

會對港警濫權與「反送中」運動發展

的關注。

近日，香港警察攻入多間大學

校園，包括香港理工大學、香港中

文大學、香港城市大學、香港浸會

大學以及香港大學，對眾多學生包

括交換生造成傷害。為喚起加拿大

社會對香港形勢的關注，幾十名香

港留學生 11 月 16 日聚集在多倫多

Bay Street與Queen Street交界處的

舊市政大樓外，舉行絕食行動。當

日天氣非常寒冷，體感溫度低於零

下 15度。

許多支持者為學生們帶來了「椅

子、毯子、睡袋和熱水」，當地市

民也紛紛表示感動，並讚歎他們的

勇氣。多倫多市民 Jimmy 說：「天

氣這麼冷，他們如此勇敢，在這裡

互相勉勵、進行 48個小時的絕食抗

議。雖然很難說他們能取得多大的

影響力，但我堅決支持他們。」

Artificial Ontario Intelligence 公

司CEO、多倫多市民Wimins表示：

「我很同情他們，他們在這裡坐著，

天氣這麼冷。他們不吃東西，在絕

食抗議。儘管他們有機會吃東西，

在周圍就是各種餐館，Tim Hortons
就在街道對面。他們有錢，可以去

吃東西，但為了一個更大的原因他

們在這裡做出一些犧牲，這是非常

令人同情和欽佩的。」

Wimins說，北京當局正通過暴

力來強迫民眾接受它的意願，這不

是正常的領導方式，「這樣的領導地

位也不會持續長久，因為人民不會

支持這樣的政府，我肯定任何暴力

政府都不會長久。」

來自多倫多大學哲學系的文建

森是一名香港中文大學交換學生，

也是這次活動的組織者之一。文建

森對《看中國》記者表示，組織這

次活動的目的是為了聲援香港的學

生，「因為我們看到無論是在『二次

世界大戰』、還是『日本侵華』的

時候，他們都沒有把大學當成一個

攻擊的目標，但我們看到現在香港

警察竟然不斷攻擊我們的大學，包

括香港中文大學也就是我就讀的大

【看中國記者宋傑綜合報導】自本

月12日北京確診2名「肺鼠疫」患
者後，內蒙古自治區衛生健康委員

會17日通報，內蒙古錫林郭勒盟鑲
黃旗巴音塔拉蘇木採石場一名55歲
男子，16日在烏蘭察布市化德縣醫
院就診期間出現反覆發燒情況，後

經確診罹患腺鼠疫。

加留學生絕食 抗議港警濫權

儘管官方指本次病例與前 2
例病例之間沒有關聯。但當地牧

民披露，患者曾搭乘火車外出旅

行，因此擔憂疫情擴散；還有消

息傳，中國北方多個城市已出現

鼠疫疫情。

官方指，該男子本月 5 日曾

在採石場剝食過野兔，並與 28 人

密切接觸，不過，患者接觸過的這

些人，目前沒有發燒等異常現象，

好像僅有扒皮的人得了這種病。

專業人士介紹：鼠疫有 3 種，

分別是腺鼠疫、血鼠疫與肺鼠疫。

腺鼠疫一般通過跳蚤經過小動物傳

播，也可以通過接觸受感染的動物

體液傳播

在中共官方 17 日承認又有人

患鼠疫後，微信群傳出北方多個城

市也出現鼠疫感染者的消息，但不

知嚴重程度。對此，網友們呼籲盡

量避免前往北方地區旅行。

另外，《新京報》18 日報導，

北京市西城區黑龍江賓館內有旅客

澳議員簽證因言獲「拒」

【看中國記者夏紫雲專訪報

導】11 月 15 日，澳洲兩位自由

黨議員前往中國訪問的簽證被北

京當局以其「曾發表損害中國的

言論」為由而拒絕。

按照計畫，澳洲聯邦自由黨

議員兼澳大利亞國會情報和安全

聯合委員會主席Andrew Hastie和
參議院議員 James Paterson 將隨

同澳洲民間智庫China Matters組
織的訪問團於 12 月 9 日至 11 日

到北京訪問。

Andrew Hastie 曾在 10 月中

旬說，民間智庫China Matters邀
請他前往中國訪問，「他們說服我

時說道，我發表了這麼多有關中

國的言論，我應該到中國去親眼

看看，感受一下『真實』的中國，

因此我答應了」Hastie說道：「我

希望通過此行去瞭解一下中國的

環境、城市與文化。」

在拒絕 Hastie 和 Paterson 的

簽證後，中領館發言人稱其應「反

省並糾正錯誤」，而後再考慮進

入中國的大門。對此，澳總理莫

里森表示，對北京當局相當失望。

Hastie 在回答本報的詢問

疑似患有鼠疫。已有 7 人隔離觀

察，讓中國民眾人心惶惶。有大陸

媒體向黑龍江省政府駐京辦求證，

核實這是黑龍江駐北京辦事處 11
月 14 日向省人大辦公廳及省政協

辦公廳發送的內部通報，並被告

知疑似鼠疫患者已被排除，但主

管疾病防控的官方機構卻並未回

應此事。

日前有網友在國內社交媒體曝

光一份公文的照片，指這是黑龍江

駐北京辦事處 11 月 14 日向省人

大辦公廳及省政協辦公廳發送的內

部通報。照片顯示，該辦事處旗下

的北京黑龍江賓館有 1 名住客疑

似患上鼠疫，檢測呈傳染病陽性，

這名病患和另一密切接觸者目前已

被隔離在醫院，還有 3 名密切接

觸者被隔離在賓館客房；該賓館的

2 名前臺接待員也作為密切接觸者

被隔離在賓館客房。為此，辦事處

建議黑龍江省來京公幹的公務人員

暫時不要入住北京黑龍江賓館。

一名具有中國醫療背景的人士

對媒體表示，從網絡上曝光的文件

來看，是北京市西城區疾病防控中

心的醫護人員告訴北京黑龍江賓

有消息傳，中國北方多個城市已出現鼠疫疫情。（Getty Images）

館，該賓館一名住客經檢測「呈傳

染病陽性」（疑似鼠疫），但這種

說法很蹊蹺，因為既然進行了傳染

病檢測，就意味著醫生已知道病原

體是甚麼，而文件上卻採取「疑似

鼠疫」這種模棱兩可的說法。

自由亞洲電臺採訪了臺北市立

聯合醫院江冠宇醫師，他對中共官

方發布的疫情保持存疑，「在中國

壓制消息這麼嚴厲的國家裡面，還

冒出這兩個病例，恐怕有更多潛伏

案例被封鎖消息。」

薑冠宇醫師還指出，鼠疫居然

發生在北京大城市，是很奇怪的

事，其衛生措施需要檢討。過去中國

大陸對 SARS、流感、HIV、肺結核

等傳染病，曾有不向世衛組織通報

的紀錄，對全球造成威脅。他呼籲

中共當局誠實通報，勿延誤疫情

導致疫情擴散。

自由亞洲電臺分析指出，此次

鼠疫初期似乎並未引起當局重視，

就如去年爆發的非洲豬瘟，直到大

規模屠殺生豬，才對民眾公開非洲

豬瘟疫情。

據科爾沁左翼中旗牧民說，當

地政府官員並沒有告訴他們當地發

生了鼠疫及如何防範：「我們這裡

還沒有聽說，我還問過別人，別人

說也沒聽說有鼠疫。應該是政府都

壓下去了。」

目前有醫護界人士在網絡陸續

傳播有關內部情報，但都疑似遭到

官方屏蔽或刪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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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香港大學、香港城市大學，還

有香港理工大學等等，都被警察攻

擊，還逮捕了一些學生。」

「其實我們一開始是 5大訴求，

現在立法會終於撤回了逃犯條例。

在這個過程當中，我們看到了一些

警察的不公正執法，還有針對學生

的一些情況。我們現在除了原來的 5
大訴求外，希望可以針對警察一些

過分暴力執法，去做一些譴責警察

違法行為的活動。」

文建森表示，他們現在做的，

比起現在香港示威者受到的武力，

其實是很微不足道，「只是我們在海

外可以做到的一些事情。」

參加絕食抗議的香港留學生

Nicoie對《看中國》表示，可能這個

活動的成效未必很大，可是他們想

要告訴香港人，他們並非孤獨走在

爭取民主的這條道路上。

Nicoie 也想告訴不瞭解「反送

中」情況的人，在加拿大網絡是沒

有限制的。

來自中國大陸的留學生小王

認為，很多香港人出去示威，是因

為他們的恐懼，看到大陸人權的現

狀，都很害怕香港將來會變成大陸。

時說：「沒甚麼後悔的，為了捍

衛澳洲的價值觀、主權和國家利

益，我義不容辭。中共當然也在

保護自己的利益。不存在反省或

道歉，我不可能因中共的論調而

『重生』的。」

Andrew Hastie 和 James 
Paterson都曾直言不諱地批評北京

的專制統治，以及中共糟糕的人

權紀錄、對澳洲的政治干預、對

澳洲大學的軟實力滲透等。

8月 8日，《悉尼晨鋒報》、

《時代報》均發表了Andrew Hastie
的評論文章。其中，他指出，西

方國家總以為中國在經濟方面取

得相當的進步之後，社會自然會

出現民主化，這就好似二戰時期

的馬奇諾防線（Maginot Line），
上世紀 40年代的法國以為擁有數

百公里鋼鐵混凝土建成的防線就

可以抵禦德國納粹入侵一樣，以

為有了這樣的防線就可以高枕無

憂了，「那絕對是錯誤的想法」。

Hastie 表示，北京認為拒絕

兩位議員的簽證能讓其他澳洲議

員噤聲，事實上這正成為讓澳洲

政壇成長、認清事實的機會。

會（CFIUS）已對抖音國際版

TikTok 的母公司字節跳動技術

有限公司兩年前以 10 億美元收

購美國社交媒體應用 Musical.ly
一案進行國家安全審查。

路透社報導，美國參議員在

11月 5日的聽證會上，重點討論

了中國抖音平臺的海外版 TikTok
對美國國家安全和公民隱私的重

大風險。共和黨參議員喬什 ·霍利

（Josh Hawley）說，使用 TikTok
的不僅有青少年，還有為政府和軍

方工作的人。他認為，除了個人隱

私問題之外，這些數據，包括美國

年輕軍人用戶的數據有可能被用於

中國的人工智能和自主武器開發。

「我認為 ，現在安全風險

實在是太高了。我想，每個使用

TikTok的人，都必須明白，他們

的數據是不安全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