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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國首腦峰會  李克強會安倍 

日本共同社 12月 24日報導，

李克強、安倍晉三及文在寅早上一

同出席了中日韓第七屆中日韓工商

峰會，並在會後簽署聯合聲明，針

對發展自由貿易、經濟一體化及加

深產業合作等，達成一致共識。

李克強強調，中日韓合作有利

於三國以至整個地區，他們一致認

為，美朝對話協商是解決朝鮮問題

唯一的有效方法。

安倍晉三則表示：「日中韓合

作的前提是構築三方共贏關係。

希望三國合作給外界帶來正面影

響。」「希望（此次會談）成為就

以朝鮮局勢為首的地區重要課題、

加強經濟秩序、應對全球規模課題

進一步加深合作的機會。」

文在寅與安倍晉三均敦促朝鮮

與美國盡快重啟對話。文在寅說：

「朝鮮反覆發射彈道導彈是違反聯

合國決議的做法，嚴重威脅區域安

全。」「我們同意就推動朝美無核

化與和平對話做出努力。」

報導指出，三國首腦在會談

上，確認將面向朝鮮完全無核化

而合作。三國首腦將力爭盡快簽

署《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協定》

（RCEP），並加快中日韓自由貿

易協定（FTA）談判。

不過，彭博社 11月 29日報

導，RCEP最初獲得東盟 10國及

其 6個夥伴國的一致同意，但今

年 11月印度突然宣布暫不加入。

對此，日本經濟產業副大臣牧原秀

樹明確表示，如果印度國不加入，

日本也不會考慮簽署 RCEP。

值得一提的是，李克強在致

辭中以《三國演義》比喻中日韓關

係。他說，《三國演義》雖然講得

是中國內部紛爭，不是現代國與

國關係，但中日韓沒有像《三國演

義》中魏、蜀、吳間的誤解，用不

到裡面你爭我鬥、爾虞我詐的辦

法。 《三國演義》裡揭示的誠信與

智慧，才是中日韓願意吸納的。

安倍則表示，中日韓並非三國時

代的魏、蜀、吳，不是相爭關係，而

是希望攜手共建「新三國時代」。

此外，安倍認為，除了經貿議

題，3國在社會少子化、老齡化和

環境問題上，也應加深合作。

事實上，此次會面是在中美兩

【看中國記者黎紫曦綜合報導】12
月24日，中國總理李克強、日本
首相安倍晉三及韓國總統文在寅，

在四川成都舉行了中日韓領導人峰

會，並一致同意推進區域全面經濟

夥伴關係協定（RCEP）等協議的
簽署與談判。會中，李克強以《三

國演義》對比中日韓關係，安倍回

應引人關注。

【看中國記者苗薇綜合報導】作

為超級富二代的王思聰近月來遇到

諸多「麻煩事」，因早前投資的多

個項目擱淺和失利，被爆欠下 1.5

億的債務，並被法院執行限制消費

令。目前王思聰已償還 5000萬，

其仲裁糾紛一案已在北京二中院和

解解決，解除限制消費令、查封凍

結的申請。

據媒體報導，12月 24日上

午，據北京第二中級法院通報，王

思聰案經雙方當事人積極協商，已

於 2019年 12月 2日達成執行和

解協議，被執行人珺娛（湖州）文

化發展中心、王思聰已履行了和解

協議約定的第一筆款項5000萬元。

另外，12月 24日下午，上海

市靜安區法院表示，王思聰在該院

的三個服務合同糾紛案件均已撤

回，該院對其發布的三條限制消費

令也已撤銷。

11月 6日，中國執行信息公

開網信息顯示，王思聰被列為被執

行人，由北京市第二中級法院執

行，立案時間為 11月 4日，執行

標的 1.5億餘元。

11月 22日，法院通報稱，因

王思聰未按執行通知書要求履行還

款義務，故對王思聰採取限制消費

措施，並查封其名下的房產、車

輛，銀行存款等財產。

據中國執行信息公開網的信

息顯示，王思聰因合同糾紛案未按

指定時間履行，被採取的限制消費

措施涉及範圍包括「飛機、高鐵、

輪船二等以上倉位、星級賓館、酒

店、夜總會、高爾夫球場」。

王思聰到底有多少財產？據新

浪網報導說，雖然在法律文書中並

沒有談及一共凍結了王思聰多少財

產，但有知情人爆料，王思聰的財

產差不多是 12億元左右。

天眼查數據顯示，王思聰在 20

家公司擔任法人代表，在 33家公司

擔任股東，在 34家公司擔任高管，

對 108家企業擁有實際控制權。

作為中國超級富二代的王思聰

名下豪車眾多。除了在上海之外，

在成都，三亞都有車庫。勞斯萊

斯，法拉利等豪車據說有幾十輛，

價值超過上億。豪宅自然也不會

少，隨便一套都是上億。

王思聰的父親是王健林，萬達

集團董事長，曾經的中國首富。為何

萬達集團不出手相助呢？萬達高管

回應稱：「公司未對董事長王健林之

子王思聰任何債務提供擔保，與其

控制的企業也沒有任何資金往來。」

大陸經濟低迷環境下，萬達董

事長王健林今年縮水幾百億。

王思聰還錢  涉案1.5億已履行5000萬 紅三代持槍性侵 京警拒調查 

【看中國記者端木珊綜合報導】

一名英國女童在聖誕卡片上發現的

求救信息，意外曝光了上海青浦監

獄強迫犯人參與勞動的醜聞，引發

國際社會廣泛關注。

一名六歲的英國女孩從英國超

市樂購購買了一盒聖誕卡，女童在

為朋友準備卡片時發現其中一張寫

著如下的求救信息：「我們是中國

上海青浦監獄的外國囚犯，被迫違

背自己的意願工作。請幫助我們，

通知人權組織。」並請求協助連繫

曾被關在中國的英國前記者、私家

偵探韓飛龍（Peter Humphrey）。

韓飛龍在得知此事後將其寫

成文章，並於 12月 22日在英國

《星期日泰晤士報》（The Sunday 

Times）將其發表。

報導刊登後迅速引發聚焦。

樂購是英國最大的零售商。樂購表

示，這些卡片來自浙江云廣印業公司

（Zheijiang Yunguang Printing），

距離上海青浦監獄大約 100公里

（60英里），並表示樂購立即暫停

從生產這些卡片的工廠進貨。

繼樂購之後，與浙江云廣印業

有限公司有合作關係的澳大利亞最

大的時裝品牌連鎖店集團「Cotton 

On Group」也開始對其展開調查。

澳大利亞廣播公司（ABC）

12月 23日引述Cotton On Group

的一份聲明說，該集團已經對浙

江云廣印刷展開了調查。「其供應

商行為準則對包括強迫勞動在內的

任何形式的現代奴隸制（modern 

slavery）採取零容忍的態度。」

中國外交部外交部發言人耿爽

對青浦監獄強迫犯人勞動一事完全

否定。針對外交部的回應，韓飛龍

對法新社表示：「他們對所有外界

提出的侵犯人權指控，都以這種方

式回應。」「這確實完全是在預料

之中，因為任何這類問題浮現時，

他們對世界都是以謊言回應。」

上海青浦監獄環境惡劣

上海青浦監獄自詡為一個「文

化交流」平臺，稱犯人可以在這所

監獄裡學習玉雕工藝，還可以接受

治療。但法新社報導指，這種描述

同曾在中國監獄服刑過的犯人，所

描述的中國監獄不透明的管理系統

形成鮮明對比。

去年 2月，韓飛龍曾在《金融

國摩擦不斷的背景下舉行，也是三

國領導人會議機制建立後的第八次

會議。三人上一次會面是 2018年

在日本東京。安倍晉三和文在寅在

前往成都前，曾於 12月 23日分

別在北京與習近平進行會談。

安倍在北京會見習近平時，敦

促習近平維持香港的自由開放，同

時關切新疆人權。

在「習安會」結束後，日本外

務省發言人大鷹正人也在記者會上

表示：「安倍重申，他非常關切香

港情況，同時提到在一國兩制模式

下，香港應該保持自由開放，且要

繼續發展。」

 2018年 6月，美國總統川普與

朝鮮領導人金正恩在新加坡首次峰

會協議中，金正恩語意含糊承諾，

「朝向朝鮮半島無核化」努力，但

之後兩國對於無核化定義各有解

讀，引發爭議。

2019年 2月，川普與金正恩

在越南河內進行第二次峰會，由於

金正恩不兌現承諾，川普不僅從會

談中離席，也取消了與金正恩原定

要共進午餐的計畫，當時餐桌已擺

好，菜單也已準備好。

據英國廣播公司（BBC）報

導，北京方面與俄羅斯一同在聯合

國安全理事會提議，為打破現階段

僵局，希望國際放寬部分對朝鮮制

裁。但這一提案得到美國反對，同

時引發外界質疑。

（左起）韓國總統文在寅、中國國務院總理李克強和日本首相安倍晉三。（Getty Images）

聖誕卡求救信  引發國際關注 
時報》上發表文章稱，「監獄是樁生

意，幫企業生產」。他在上海青浦

監獄時曾目睹「關在中國人區的獄

犯在我們廠生產紡織品和配件。」

他曾認出了家喻戶曉的牌子——

3M、C&A、H&M。

另外，上海青浦監獄的生活環

境也十分惡劣。BBC 12月 22日

報導引述韓飛龍表示，上海青浦監

獄的外籍囚犯大約有 250人，每間

牢房關押 12人，環境非常艱苦。

他說：「睡在非常粗糙的雙層鐵床

上，床墊厚度不超過 1公分。冬天

很冷沒有暖氣，夏天非常熱沒有空

調。每天早上大約 5點半至 6點之

間起床，晚上 9點半就寢。」

韓飛龍指出，他還在服刑時，

勞動工作是自願制，能夠賺錢買肥

皂或牙刷，但現在已經改成非自

願。韓飛龍還提到，獄友們的入獄

原因幾乎都很有問題，「我碰到許

多我認為是冤獄的受害者，或是因

為輕罪就被判處重刑。」

中共十九大期間，曾被關押於

青浦監獄的大陸訪民孫紅珍、費愛

眾、張兆林也曾透露，在被關押期

間遭受酷刑。

美國海軍禁用抖音TikTok
【看中國記者丁曉雨綜合

報導】由於中國大陸「抖音短視

頻」國際版TikTok對用戶個

資處理引發疑慮，近日，美國

海軍發布公告，基於網絡安全

考量，禁止在政府提供的移動

設備上使用TikTok。此前，美

國陸軍學員已經接到不得使用

TikTok的指示。

據路透社消息報導，臉書上

顯示的一份美國海軍在 12月 17

日發布的公告說，由於TikTok

應用對網絡安全構成威脅，禁止

雇員在政府提供的移動設備上使

用TikTok。在政府的移動設備

上安裝了TikTok軟件，但沒有

刪除的用戶將無法進入海軍陸戰

隊的內部網絡。

美國海軍在公告中沒有具體

說明該軟件構成了哪些危險，但

五角大樓發言人烏利亞．奧蘭德

中校（Uriah Orland）在一份聲

明中表示，這項命令是針對「已

經存在的和正在形成的威脅」採

取的預防措施的一部分。

據《自由時報》報導，奧蘭

德中校表示，12月 16日發布的

【看中國記者苗薇綜合報導】

北京發生駭人性侵案，涉案者據

報是中共紅色權貴家族的後代，

他持槍威脅下施暴 90後女孩，

受害女孩報警後卻不受理，幫助

她舉報的人疑被毆打致殘。

現年 28歲已離開中國的受

害女孩小W，2017年從美國大

學畢業後回到中國，加入「美好

世界航空集團」，該集團董事長

趙磊於 2018年 8月下旬，將公

司其他員工支走後，在辦公室持

手槍強暴了小W。此後，多次在

辦公室強暴她。一個月後，她發

現自己懷孕，在朋友的鼓勵下，

2018年 10月 16日到北京市朝

陽區東壩派出所報案。

報案後，因趙磊涉槍，東壩

派出所很快將他抓到了派出所，

她則被安排去婦產醫院做檢查和

「網絡安全意識信息」（Cyber 

Awareness Message），確定使

用TikTok的相關潛在風險，並

指示員工採取適當行動，以保護

自身個資。

美國海軍表示，不會透露

TikTok被禁用的詳細原因。

報導援引美國科技新聞網站

CNET指出，美國艦隊網絡司令

部、美國第十艦隊公共事務司長

班哈姆（Dave Benham）表示，

該決定是基於網絡安全評估，與

第十艦隊主動解決現有與新興網

絡威脅的努力一致。

一名海軍發言人表示，通

常情況下，美國海軍與陸戰隊成

員是被允許使用政府提供的移動

設備下載社交媒體等熱門應用程

序，但部分有安全威脅的特定程

序會被禁止。這名發言人沒有列

舉其他被禁的程序。

11月，美國陸軍學員司令部

（U.S. Army Cadet Command）

已經頒布新規，禁止受訓學員

穿著制服或執行公務時使用

TikTok，並且不得使用TikTok

招募新血。

人流，並檢測 DNA。確定孩子

是趙磊的，警察還讓取了血樣。

讓人意外的是，當天晚上趙

磊就被釋放，此後，事情就不了

了之，辦案警察和醫院方面也不

再回應她。

最先勸她報警的一個朋友，

是一個從事危機處置的公司老

闆，後來突然消失了一段時間，

再次現身的時候卻少了一根手指。

從事發到現在，她不敢告訴

父母，一個多月前，以旅遊的方

式逃離了中國，才敢說出這些

事，但仍不敢公開全部資訊。

一位知情人張先生對自由

亞洲電臺表示，他知道趙磊是紅

三代，是謝覺哉的外孫，且有強

大的人際關係網，和公安部的高

層、中共政治局常委級的高官都

認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