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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約70週年峰會在倫敦召開 

川普 12月 3日和法國總統馬

克龍的共同記者會上說：我們討

論了很多問題，包括北約、貿易等

議題。我們有些小的分歧，很可能

會得到解決。我們的貿易關係很

龐大，我確信，在短時間內，事

情會呈現玫瑰紅色。通常我們彼

此協調得很好。美國和法國也是長

期盟友。

此前，據馬克龍曾於 11月 4

至 6日訪華，期間與中方簽署了價

值 150億美元（約合 136億歐元）

的貿易合同。中方還將在巴黎發行

40億歐元主權債券。從北京滿載

而歸後的第二天，馬克龍 11月 7

日接受《經濟學人》雜誌採訪時，批

評北約處於「腦死亡」狀態。

峰會期間，川普還指責德國和

其他國家拖欠國防開支，以及德國

在國防方面的投入太少，川普準備

做更多的事情來實現北約將國防開

支占GDP 2%的目標。

為了安撫川普，歐洲、土耳

其和加拿大將在 2024 年之前承

諾 4000 億美元的國防支出，並

同意減少美國為該聯盟本身提供

的資金。

北約這個軍事同盟為抵制前蘇

聯在 1949年成立，目前擁有 29個

成員國。北約各國領導人 12月 3

日在倫敦開始為期兩天的北約 70

週年特別峰會，美國總統川普在會

上談論「中共威脅」。為對付前蘇

聯而成立的北約似乎已經把目標轉

向了中共。

這是北約首次將中國議題納

入峰會的正式議程。北約秘書長延

斯‧斯托爾滕貝格 12月 2日在接

受美國 CNBC採訪時說，討論中

國崛起，「不是北約要進軍南中國

海，而是中國正在靠近我們」，中

共大舉投資北約的基礎設施。但他

也表示，北約並不希望把北京當成

敵人。

北約盟國還將批准一項新戰

【看中國記者憶文綜合報導】北

約各國領導人在倫敦召開為期兩

天的北約70週年特別峰會。美國
總統川普在會前批評法國總統馬

克龍「北約腦死亡」的言論。不

過，在與馬克龍短暫會面後，川

普表示，沒有人比法國更需要北

約，美法兩國將在短時間內有很

好的關係。本次北約峰會還將中

國議題納入峰會日程。

【看中國記者苗薇綜合報導】

澳大利亞華裔作家楊恆均涉間諜案

引發外界持續關注，其律師及澳大

利亞外交部長於近日接連發聲，指

楊恆均在拘留所，與外界的通訊包

括與親友的聯絡都被隔絕，他被戴

上手銬及腳鐐，每日被隔離審訊。

《紐約時報》12月 2日報導，

楊恆均的澳大利亞律師羅布·斯塔

利（Rob Stary）表示，中共官員

每天對楊恆均進行隔離審訊，銬住

他的腳踝和手腕，不允許親朋好友

給他發送任何支持信息，當局又以

高血壓和腎臟併發症等所謂健康問

題為由，每天給他服用九粒藥片。

楊恆均在澳大利亞的律師康登

（Sarah Condon）說：「我們很擔

心，因為他進去的時候是個身體健

康的人，現在他有了這個所謂的診

斷結果，並被餵食一種混合藥物。」

對此，澳大利亞外交部長佩恩

（Marise Payne）表示，楊恆均

在中國遭到拘押的情況「令人無法

接受」。

今年 1月 19日，楊恆均從美

國紐約到達廣州機場被捕，經過半

年多祕密關押，今年 8月 23日，

他因涉嫌危害中國國家安全被北京

市國家安全局正式逮捕。

英國《衛報》報導指，楊恆均

（筆名，真名楊軍）今年 7月被轉

送到國家安全部的看守所拘押，每

週會被帶去審問，一次連續審問

4小時，而且期間被戴上手銬、腳

鐐；他與另外兩人同囚一室，牢房

內 24小時亮燈，獄方准他 1週洗 1

次澡，每 2天可到牢房外小院子活

動 1小時，飲水、食物不受限制。

消息人士說，楊恆均堅持自己

無辜，他想見政府高層，證明自己

清白。此案調查工作可能會持續到

明年 3月，審訊人員曾告訴楊恆

均，他可能因間諜罪而面臨死刑。

楊恆均被曝是「老國安」。香

港《明報》3月 20日引述北京消

息透露，中共情治部門國家安全

部長期由前國家主席江澤民的「江

派」人馬掌控。 2016年 11月，

前中紀委副書記陳文清出任中共國

安部長後，著手改組國安部並清洗

曾效忠「江派」的海外情治人員，

而楊恆均就屬被清理之列。

楊恆均的妻子袁小靚是中國網絡

紅人、微博大V「染香」。「染香」

因支持政府批評公知，被稱 「大五

毛」。今年 7月，袁小靚也受到了

國安問話，一直無法返回澳大利亞。

楊恆均戴銬受審 澳外長：不可接受 央視記者被英國法院定罪

【看中國記者黎小葵綜合

報導】非洲豬瘟疫情爆發後，

中國豬肉價格飆漲。有記者

「暗訪」發現，獲得官方認證

的豬肉屠宰加工場竟「洗白」

病死豬，每日流入周邊市場的

豬肉數量高達數千斤。

廣東電視臺「今日一線」

節目記者「暗訪」發現，應該

進行「無害化」處理的病死豬

竟從屠宰場流出，不肖業者非

法將病死豬加工，賣往廣州、

佛山等地的肉市。

這些病死豬在經官方認證

的南海合誼肉聯有限公司的屠

宰場進行隱密交易，一頭約

200元或 300元人民幣，買

豬者給屠宰場員工「好處費」

後，把病死豬拉上屠宰區進行

「洗白」加工，然後蓋上檢疫

合格印章後出廠販售。

這些死豬一度呈暗紅色，

經過燙洗、脫毛、除內臟等程

序後，死豬立馬變成「普通豬

隻」。另外，一些外表不佳、

在屠宰場等待銷燬的病死豬，

在被分割後由貨車運走。

佛山南海區政府表示，已

勒令南海肉聯禁止生豬調入，

屠宰場停業整頓。

【看中國記者黎小葵綜合

報導】在華為員工因離職討薪

遭拘 251天引爆輿論後，華為

2日發聲明辯護並拒絕道歉，

事件引發更多已離職員工指控

華為踐踏人權。

華為離職員工李洪元 251

事件鬧得沸沸揚揚。李洪元在

接受澎湃新聞採訪時透露，現

在怕了「不折騰這事了」，打

算趕路回老家浙江。

李洪元妻子則表示，還

是希望華為能道歉，畢竟是華

為誤告，才會導致整起事件的

發生。

但華為方面則表示，華為

有權利，基於事實對於涉嫌違

法的行為向司法機關舉報。不

難看出，華為不認為該前員工

被羈押251天與其有直接關係。

除華為前員工李洪元和曾

夢蒙冤被抓外，還有深圳一家

科技媒體的內蒙人王昊，也曾

被華為構陷，導致其被關 252

天後才獲釋。

華為另一員工陳先生表

示，還有線民羅小浩、周遊等

人，也因在微博發布華為手機

品質問題，而遭深圳龍崗公安

分局寶崗派出所抓捕。

【看中國記者黎小葵綜合報

導】央視駐歐洲站記者孔琳琳去

年因大鬧英國保守黨年會，並

搧打一名義工，而被英國伯明

翰地方法院的法官判定普通襲

擊罪成立，判處緩刑一年及賠

償受害人 2115元英鎊（約 2萬

元人民幣）。

去年 9月 30日，英國保守

黨在伯明翰國際會議中心（ICC）

舉行一場題為「香港自由、法治

和自治受損」的研討會，期間

孔琳琳突然站起、高聲指罵研討

會是「反華」，座談小組是「傀

儡」，同時斥責與會者是「漢奸」。

當時，香港監察創辦人、保

守黨人權委員會副主席羅傑斯

（Benedict Rogers）正在發言，

研討會主持人保守黨人權委員會

【看中國記者文龍綜合報導】

美國商務部長羅斯表示，12月 15

日是最後期限，如果美中不能達成

貿易協議，美國將提高對中國商品

的關稅。

據美國之音 12月 3日報導，

美國商務部長羅斯表示，如果美中

兩國不能達成貿易協議，美國將提

高對中國商品的關稅。「12月 15

日是合理的最後期限，如果從現在

到那時甚麼都沒有發生，總統已明

確表示，他將加增關稅。」

美中第一階段貿易協議原本預

計在 11月完成，但隨著北京方面

不斷施壓要求消減已經加徵的關

稅，因此貿易協議的簽署被推遲，

美中關係更加僵化。

羅斯表示，美國 12月 15日

對價值 1560億美元的中國商品加

稅不會「干擾今年的聖誕節」，因

為零售商已經備貨。他還說：「如

果我們不得不提高關稅，那真是一

個好時機。」

羅斯認 ，中國經濟放緩使其

急迫欲與美達成協議，「我們的經

濟非常強勁，他們有很多問題。」

中國官方數據顯示，經濟在

第三季度增長 6%，其增速處於 27

年來的最低水平。並且，產業供應

鏈空心化、企業與居民的債務水平

大幅提高，消費者信心下滑。

美國總統川普 12月 2日在安

德魯斯聯合基地告訴媒體，美國支

持香港抗議者的立法並沒有使與中

國的貿易談判變得更容易，但是他

相信北京仍然希望達成貿易協議，

「中方總是在談判⋯⋯但是中方希

望達成協議。」

當被問及日前他簽署的《香港

人權與民主法案》將如何影響貿易

談判時，川普說：「這對它（貿易

談判）沒有好處，但是我們看看

會發生甚麼吧。」

美國上週公布的多項數據大多

顯示經濟的強勁勢頭，再加上川普

表示美中兩國接近就第一階段貿易

瘟豬被「洗白」
每日數千斤入市

員工討薪遭拘押 
華為拒絕道歉

略，以關注中共軍事活動，並將太

空、陸地、海洋、空中和計算機網

絡一起命名為戰爭領域。

在 11月 29日就本次峰會召開

的記者會上，斯托爾滕貝格表示，

中國崛起雖然給北約成員國帶來了

新的機遇，但北約需要關注中共軍

事現代化、它在從北極到巴爾幹等

地區的活動，和它對歐洲基礎設施

建設的投資。

中共的一系列行動促使歐洲

委員會在 3月的一份政策文件中

將中國稱為「系統性競爭對手」。

並提出和加強了 10項行動目標，

包括歐盟採用共同的 5G網絡安全

措施，實施「外國直接投資審查制

度」等。

中共惹惱歐美官員的活動包

括：華為試圖打入歐美電子基礎設

施；「一帶一路」在歐洲及其周邊

進行的掠奪性經濟活動；大規模網

絡間諜和盜竊知識產權；在北極活

動日增；在北約邊界活動；與俄軍

進行聯合軍演；在意大利等歐洲重

要港口所有權日增；對北約和美國

海軍關鍵海事設施的投資等。

美國副總統彭斯今年 4月曾表

示，北約在今後幾十年裡面對的最

大挑戰之一就是應對中共的崛起，

盟國必須根據這一現實作出調整。

北約各國領導人在倫敦召開為期兩天的北約70週年特別峰會。（NICHOLAS KAMM/AFP via Getty Images）

羅斯：月中是加徵關稅最後期限

協議達成共識，美中高層級談判官

員也繼續通過電話溝通，這些因素

都給予美元有力支撐，使美元維持

堅挺走勢。

在 11月 22日，中國國家主

席習近平在北京表態希望達成第一

階段貿易協議。

美國財經媒體指出，這是習近

平首次對可能與川普政府簽署階段

性貿易協議發表評論。此前的多種

跡象表明，中美第一階段性貿易協

議的簽署並不容易。川普指中國對

美中貿易協議並不積極，而美國副

總統彭斯表示如果香港反送中抗議

示威者繼續遭受暴力對待，美國難

以與中國簽署貿易協議。

主席布魯斯（Fiona Bruce）見

狀，提醒孔琳琳冷靜，但她的情

緒仍然非常激動，因此布魯斯遂

請她離開會場。

但是孔琳琳拒絕離去，其

後一名在場當義工的學生試圖上

前勸她離開，但孔琳琳不但不肯

走，還連續搧打這名義工。

孔琳琳在擾攘一番後，被到

場警員逮捕。之後中共駐英大使

館出面介入，孔琳琳才獲得釋放。

令人不可思議的是，針對這

起事件，中共官方曾經高調表態

支持孔琳琳，還要求英國會議組

織方表示道歉。

外界質疑，在中國大陸境

內，當中外記者調查真相、追求

新聞自由時，他們的權利又何曾

得到保障？

美國商務部長羅斯表示，12月15日是最後期限。（圖片來源：Getty Ima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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