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寰宇新聞

◆美國能源部長佩里（Rick 
Perry）稱讚川普總統的能源政

策，美國「福克斯新聞」11 月 23
日報導，佩里在接受採訪時稱，

川普總統確實非常瞭解國內天然

氣生產的情況，其能源政策不僅

為西方國家節省了數十億美元能源

費用，還避免了歐洲國家過度依賴

從俄羅斯進口天然氣。由於美國法

規和稅收政策鼓勵石化能源行業

開發新的能源，因此美國也為此

節省了 2000 億美元的開支。

◆美國副總統彭斯 11月 23
日出訪伊拉克，並與當地庫德族領

導人見面，以化解盟友對美欲背棄

庫德族的疑慮，這也是自敘利亞撤

軍以來，美方所派出最高層級的

訪問。面對記者提問是否覺得川

普撤退命令是背棄伊拉克與敘利

亞的庫德族盟友，彭斯表示，美

國對與之並肩作戰的 2 個庫德族

團體所做的承諾沒有改變。對此，

美、庫聯軍表示，彭斯傳遞的信

息是美國與敘利亞庫德族的軍事

合作關係仍在進行中，聯軍 11 月

22 日才在敘利亞東南部的代爾祖

爾省捕獲了數十名伊斯蘭國激進

分子，並繳獲武器與爆裂物。

◆以色列政府自 4 月以來即

因大選結果無明顯多數而陷入僵

局，雪上加霜的是，11 月 22 日

傍晚看守總理內塔尼亞胡遭總檢

察長以涉嫌貪腐、舞弊，騙取信

任的罪名起訴，而該名檢察長也

由此成為首位控告在位總理的檢

察長而寫入歷史，檢察長表示：

「這是以色列痛苦的一天。」內塔

尼亞胡指責這是一個針對總理本

人的政變企圖，是基於政治目的

地錯誤指控，並且表示「絕不放

棄」他的政治責任。根據以色列

法律，內塔尼亞胡可以在被司法

調查階段繼續擔任總理，但是他

不能在聯合政府中擔任部長職務。

◆美國富豪之一的前紐約市

長彭博 11月 24日正式宣布，加入

爭取民主黨總統候選人提名之爭，

這將讓參選爆炸的民主黨初選再

添一個溫和派的角逐者。 77 歲的

彭博 3月曾表示，他不會在 2020
年大選爭取入主白宮，但他如今

立場翻轉。他計畫斥資 3100 萬美

元投放電視競選廣告宣傳，超越

2012 年奧巴馬的 2500 萬美元花

費，成為歷任美國總統角逐花費最

大支出者。此舉也引起參議員桑德

斯批評，表示對於彭博等富豪可以

迴避政治程序、花費數千萬美元

「購買選舉勝利」感到厭惡。

◆荷蘭議會繼美參眾兩院通

過《香港人權與民主法》後，於 22
日通過一項議案，要求荷蘭政府

必須於 2020 年 1 月 31 日前實施

荷蘭版本的《馬格尼茨基人權問責

法》（Magnitsky Act），依法禁止

違反人權者，包括香港、中國、

俄羅斯等地的人士入境荷蘭，並

且凍結他們的資產。該問責法起

於俄羅斯律師馬格尼茨基（Sergei 
Magnitsky）因在俄國發現大規模

稅務詐欺而遭當局逮捕，於 2009
年在莫斯科牢房中去世。對此，

2015 年 12 月 17 日美國參議院通

過該問責法，授權政府對違反人權

及國外顯著腐敗人士實施制裁。

目前英國、加拿大、荷蘭、愛沙尼

亞、拉脫維亞、立陶宛及直布羅

陀等 7 個國家已經通過了類似的

法案，而歐盟、澳洲、法國、瑞

典也正在審議相關法案。

◆巴爾幹半島的阿爾巴尼亞

在 11月 26日清晨發生規模 6.4 強

震，震央位在首都地拉那（Tirana）
西北方約 30 公里處，深度為 20
公里，靠近阿爾巴尼亞的附近國家

都感受到明顯搖晃，包括：黑山、

意大利、北馬其頓、希臘和保加

利亞。強震導致阿爾巴尼亞多棟

建築物倒塌損壞，睡夢中的居民

被困在瓦礫堆下，目前已知有 16
人死亡，歐洲許多國家都派人協

助救災。另外，附近的波士尼亞

南部同一天也發生規模 5.4 地震，

目前未傳出傷亡。

◆印度上百位示威者 11月 23
日走上德里街頭，支持學生控訴尼

赫魯大學 (JNU) 不當的上漲宿舍

和相關雜費。抗爭者稱，為抵制教

育私有化和保護公立教育院校，將

展開更大的示威行動。抗議民眾包

含：一般市民、各大學學生、JNU
校友和學生。他們希望校方撤回費

用上漲的施行政策，並高喊「讓

所有人都能負擔得起教育」。這

也是首次有市民加入學生遊行。參

與者稱，教育是一項基本權利，印

度真正需要的是教育的普及化，

這是擺脫印度階級和收入差距的

唯一途徑，否則印度人將無法與

任何形式的歧視或貧窮抗爭。目

前正在計畫的許多政策將教育變

成商品，和這項理念背道而馳。

貝佐斯捐9850萬  英領導人：你只需納稅

【看中國記者憶文編譯】亞馬遜執

行長傑夫‧貝佐斯（Jeff Bezos）
近日向數十個團體捐贈了9850萬
美元，幫助了無家可歸者。但是，

這位世界上最富有者之一的貝佐斯

仍持續遭受批判。英國領導人公開

呼籲：你「只需納稅」。

據美國財經媒體 CNBC 報

導，英國工黨領袖杰里米 ‧ 科賓

（Jeremy Corbyn）在週日（11 月

24 日）的一條推文中指出，貝佐

斯的最新捐贈金額僅占其淨資產

的「 0.09%」（根據《福布斯》估

計，貝佐斯的淨資產約為 1103 億

美元）。

科賓隨後呼籲貝佐斯「只需

繳稅」。這可能是指亞馬遜儘管

在 2018 年自曝當年的稅前利潤超

過 110 億美元，但所繳納的聯邦

稅卻為零。

過去，批評家認為，這位亞

馬遜首席執行官並沒有將他的鉅

額財富用於慈善事業。於是 2018
年 9 月， 貝 佐 斯 啟 動 了 Bezos 
Day One Fund，一個 20 億美元

的慈善基金，旨在幫助無家可歸

者並支持低收入社區的教育。最

近的贈款正是該基金的一部分。

但是，貝佐斯的承諾仍然遭

到質疑，其中包括懷疑論者。他

們想知道這 20 億美元將如何使

用，以及為甚麼這位億萬富翁承

諾的總金額不到其總淨值的 2%。

貝佐斯也從未透露過他要花多長

時間才能全部捐贈 20 億美元，儘

管他暗示該基金可能會隨著時間

而增長。

即使做出了如此大的承諾，

貝佐斯仍僅在《福布斯》（Forbes）
評選的 2018 年最佳慈善捐款人中

排名第 23 位。據《福布斯》報導，

亞馬遜首席執行官去年共捐贈了

1.31億美元，其中包括向 24 個幫

助無家可歸者的團體捐款 9750
萬美元（他近日增加了 100 萬美

元）。相比之下，億萬富翁沃倫‧

巴菲特去年總共向慈善機構捐款

34 億美元，而比爾‧蓋茨和梅琳

達‧蓋茨捐贈了 26 億美元。

《福布斯》估計，貝佐斯的淨

資產比任何其他個人都要多，而

「彭博社」認為其財富為 1090 億

美元，與蓋茨並列是世界上最富

有的人。

過去，英國工黨領導人經常

批評貝佐斯和亞馬遜公司的低稅

率，包括向該公司寄去一份諷刺

的生日賀卡，以紀念 7 月分亞馬

遜成立 25 週年。科賓在賀卡上希

望亞馬遜「獲得許多滿意的稅務

退款」，同時堅持要求亞馬遜支

付更高的英國稅款。

科賓在信中寫道：「您欠英國

人民數百萬美元的稅，這些稅款

可用於支付我們所有人依賴的公

共服務。」

美國兩黨政治家，從川普總

統到民主黨參議員伯尼 ‧ 桑德斯

都批評亞馬遜利用各種稅收優惠

來降低公司的稅收義務。

亞馬遜發言人在 2 月的一份

聲明中說：「亞馬遜支付了我們在

美國和我們經營的每個國家與地

區需要支付的所有稅款，包括支

付了 26 億美元的公司稅。」並報

告了過去三年的 34 億美元的稅收

支出。

儘管貝佐斯的個人稅務申報

並未公開，但經常有人提出對亞

馬遜首席執行官等億萬富翁徵收

較重的稅率，其中包括兩名著名

的民主黨總統候選人。參議員伊

麗莎白‧沃倫提出的財產稅可能

會使貝佐斯每年損失約 65 億美

元，而根據桑德斯提出的類似稅

捐，這一數字將會增加到每年 90
億美元。

伊朗斷網  美國務院出招應對
封網根源所在的經濟崩潰趨勢   並未阻絕伊朗窮兵黷武的軍事擴張

【看中國記者萬厚德綜合報導】伊

朗當局為因應日前宣布油價大漲所

引爆的全國性抗爭，祭出全面性封

鎖民間網絡手段，以防止示威消息

散播，時間已超過1週之久。美國
務院官員呼籲各社群網站應將伊朗

當局領導人帳戶暫予停權，直到解

除覆蓋全國的斷網封鎖。但根源所

在的漸崩式經濟頹勢，並未阻絕其

窮兵黷武的軍事擴張。

只許州官放火            
不准百姓點燈

據《自由時報》報導，美國務

院所屬駐伊朗特別代表虎克（Bran 
Hook）11 月 22 日批評，伊朗政

府是「虛偽的政權」，一方面禁止

人民使用網絡，一方面政府官員

仍然繼續使用社群網站，他痛批

「伊朗政權試圖掩蓋造成全國數千

名示威者的死亡及悲劇。」他呼

籲，臉書、IG 及推特等公司，應

該暫時關閉伊朗最高領袖哈梅內

伊、總統魯哈尼及外長扎里夫等

人的帳戶，直到伊朗恢復人民上

網的權利。

美國財政部為懲罰伊朗當局

在示威期間封鎖網絡通訊，於 22
日下令對伊朗通訊部長賈赫羅米

（Azari-Jahromi）進行制裁。聯

合國此前早已明確將「政府主導關

閉互聯網」與「網絡審查制度」視

為侵犯人權，但未為以俄羅斯、

中共、伊朗為首的幾個獨裁政權

所重視，甚至試圖在聯合國安理

會上推翻該決議。

預算逾六成來自石油

專家指出，顯而易見的，伊朗

油價之所以飆漲 50% 至 200%，

其背後最大因素就是美國重啟制裁

所致。美國智庫「大西洋理事會」

執行長凱佩（Frederick Kempe）
撰文指出，在經濟上極度仰賴石

油收入的伊朗，除了要應付已焦

頭爛額的國內經濟發展所需，還

得顧及「革命事業」的輸出，最終

在美國制裁的龐大壓力下，已造

成嚴重衰退，瀕臨破產的邊緣。

根據統計，伊朗每年 390 億

美元的國家預算中，估計有 250
億美元來自石油出口，而且為了

維繫在中東的政治及軍事力量，

伊朗每年還需投注 160 億美元在

伊拉克、黎巴嫩真主黨及也門叛

軍等國家與恐怖組織，一旦石油

收益遭到封鎖，就難以再持續支

撐這些支出。

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
推估，伊朗今年經濟恐衰退9.5%，

通膨率超過 35%，而伊朗當局甚

至更加悲觀，坦承通膨率可能會

達 42%，並意識到其所面對的困

境將會更甚以往，這可從伊朗總

統羅哈尼不同以往的發言中得到

驗證。

制裁致伊朗收入銳減九成

凱佩指出，過去伊朗在面對

制裁上都擺出一副毫不在乎、可

以承受得住的態度，但面對此番

局勢，羅哈尼一反往常地坦承當

前經濟情勢「不尋常、不輕鬆」且

「非常複雜」，革命以來石油從沒

有這麼難以運輸過；2016 年以前

伊朗每天出口 250 萬桶石油，現

在可能只剩 20 萬桶。長久下來，

伊朗石油收益將銳減至每年僅剩

20 億美元的規模，破產可說近在

咫尺。

再者，伊朗石油開採無論是

技術上或是設備均十分落後，在

缺乏外援情況下，即便是蘊藏量

高據世界第 4，其開採能力亦十分

有限。就以前不久所發現並高調

公布的 530億桶儲量新油田為例，

除經最後檢測發現儲量僅有該數

字的一半之外，石油部長桑加尼

還公開表示，由於技術與設備上

的限制，僅能開採十分之一，約

22 億桶。在制裁與技術落後的雙

重壓力下，伊朗經濟的迴旋空間

幾乎全無。

黷武成性                     
革命事業繼續輸出

即便面對此番困境，窮兵黷

武成性的伊朗，依舊積極進行它

一貫的軍武擴充。美國防情報局

20 日發布的「伊朗軍力報告」中

指出，伊朗持續擴增軍力及尋求

更先進的軍備力量，其主要目的有

二：其一是確保政權永續生存，再

來是維持在該地區的主導地位。

報告指出，伊朗不斷擴充軍力，

已成為中東地區的巨大威脅，其

飛彈軍火庫火力在整個中東地區

地區居冠。

但讓美國最為擔憂的是，根

據 2015 年核子協議，聯合國對伊

朗實施的武器禁運令將在 2020 年

10 月到期，即便美國已退出該協

議，但在俄、中、英、法及德國

等 5 個協議簽署國依舊遵守該協

議情況下，將無法阻止這些國家

重啟對伊朗的武器軍售。在油田

開採授權的利誘下，尖端武器與

新的開採技術和設備，也將再度

引進這個野心勃勃的極端教義國

家。說穿了，「堅守核協議以保區

域和平」只是個幌子，圖的是油

田利益和軍售的龐大收益。而其

中的俄、中早已磨刀霍霍，兩者

或以蘇 30、或以殲 10 競相交換

伊朗數十年大型油田開採權。

面對嚴重的經濟危機，國內

長期累積的不滿，以及國際談判

壓力，讓不願在美國制裁依然嚴

厲的時候選擇低頭談判的伊朗當

局，正面臨自 1979 年伊朗革命

40 年以來最關鍵的時刻。而取決

關鍵走向的，分析認為，在於美

國政府和五個堅持核協議簽屬國

之間拉鋸結果。

美國務卿蓬佩奧11月26日於國務院針對伊朗局勢發布記者會，說明該國示威抗議近況。(Getty Image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