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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為高層異動 任正非自稱傀儡

華為高管變動引關注

據大陸媒體報導，華為 CFO

孟晚舟被指離開了華為全資子公司

「杭州華為企業通信技術有限公司」

的董事會，與此同時，華為子公司

的管理層也出現了的人員變動。其

中原本擔任華為北京研究所負責人

的田興普，一躍成為法人兼董事

長。

據「天眼查」顯示，去年 12

月 26日，孟晚舟退出該企業的董

事會，龐雲光作為新增董事繼任。

華為輪值董事長郭平卸任法定代表

人、由田興普接任。

成立於 2008年 7月的杭州華

為企業通信技術有限公司，是華為

投資控股有限公司的全資子公司，

註冊資本 1億元人民幣，公司經營

範圍包括技術開發、技術服務等。

事實上，華為子公司高管的變

動在 2019年 11月分就已經發生，

11月 22日，華為另一家子公司，

北京華為數字技術有限公司原副董

事長任正非，原董事長孫亞芳，原

董事徐文偉、郭平、胡厚昆、徐直

軍離開管理層，孫亞芳卸任企業法

人，該職務也由田興普接任。

在這兩次人事變動中，都出現

田興普這個人，引發外界關注。

據媒體報導，田興普曾任華為北

京研究所所長，現在是負責華為

所有研發的人力資源部部長。關

於田興普的個人資料，至今無法檢

索出來，甚至連其出生年月，也依

然是個謎。

前華為工程師金淳告指出，從

北京華為數位技術有限公司原本高

層管理團隊可以看出，團隊幾乎

全都由華為大老們所組成，突然

的人事大變動，可能是中共情報

部門想對北京華為數位技術有限

公司進行全面洗盤，因為目前任正

非、孫亞芳等人為中共情報系統人

已經暴露。

任正非自稱傀儡

有中共軍方背景的任正非於

1987創立了華為公司，華為在世人

眼中相當神秘，2012年開始成為

全球最大的電訊設備製造商。年營

收規模超過 7000億元，是阿里巴

巴的兩倍，但迄今沒有上市計畫。

2019年 12月 27日，華為心

聲社區發布了任正非接受媒體採訪

【看中國記者苗薇綜合報導】臨近

歲末，華為旗下的子公司出現人事

大變動，孟晚舟則退出董事，接任

董事長一職的田興普身分神秘。華

為創始人任正非卸任北京華為高管

職位，他在近日採訪中表示，自己

在華為實際上是一個傀儡。

【看中國記者苗薇綜合報導】

六四天網創辦人，著名人權活動人

士黃琦家人被告知其二審維持原

判。黃琦前律師分析他的上訴權利

可能被剝奪。

據維權網報導，黃琦母親蒲文

清 2019年 12月 27日獲悉，四川

巴中監獄人員向黃琦之子送達一份

「入獄通知書」。送的人稱該案二

審維持原判，12月 24日黃琦已被

送至四川省巴中監獄服刑。

黃琦前律師隋牧青對自由亞

洲電臺表示，他們早前就料到當局

會對黃琦上訴要求會走過場，因為

當局根本不需要開庭，只需做一個

維持一審判決的裁定即可。從這份

「入獄通知書」來看，入獄依據的

是一審綿陽中院的判刑結果，這表

明黃琦的上訴權利被剝奪。

隋牧青說，據他們所知，黃

琦是上訴了，但「入獄通知書」並

沒有引用終審的判決或裁定決定入

監，而是引用了一審，因此可以有

理由懷疑他被非法剝奪了上訴權。

隋牧青律師更擔心疾病纏身的黃琦

死於獄中。

黃琦母親蒲文清告訴自由亞洲

電臺，曾多次聘請律師提出上訴，

均遭到當局設障阻攔。但她一直未

有放棄，多位人權律師因被當局威

脅而退出。

據悉，包括隋牧青、劉正清、

和張贊寧等律師都曾經代理過黃琦

的案子，但這些律師先後遭到當局

吊銷律師執照，最後導致黃琦的案

子沒有律師代理。

2019年 12月 20日，蒲文清

向看守她的國保提出，要到北京上

訪及到四川省高級法院陳情黃琦冤

案，但一出家門即遭四名便衣阻

止，更聲稱「代表中國共產黨來阻

攔反革命家屬」；2019年 12月 26

日蒲文清再到法院要求上訴，被法

官以不在單位等藉口避見，一位工

作人員後來稱，法院允許上訴律師

與黃琦母親簽代理協定，期間無任

何人告知蒲文清兒子黃琦已被送監。

蒲文清批評當局炮製冤案，整

個過程都在違法黑辦。

據報導，黃琦目前病情嚴重，

或有腎功能衰竭的危險，此外，他

還患有腦積水、心臟病、肺氣腫和

肺炎。其母蒲文清多次為他申請保

外就醫，但遭到拒絕。

2019年 7月 29日，四川綿陽

市中級法院發布公告，綿陽市中級

法院對被告人黃琦「故意泄露國家

秘密」、「為境外非法提供國家秘

密」一案進行宣判，黃琦被重判有

期徒刑12年，剝奪政治權利4年，

並處沒收個人財產人民幣 2萬元。

黃琦於 2016年 11月被捕後，

在四川綿陽看守所羈押，黃琦遭受

虐待，導致腎病惡化，全身浮腫，

在黃琦病危的情況下，當局仍然對

其刑訊逼供，期間一度毆打導致黃

琦受傷，並發出死亡威脅。儘管受

到酷刑折磨，黃琦一直零口供，並

告訴公安：如果要他認罪，當局

「只能得到一具屍體」。

黃琦 85歲高齡的母親蒲文清

為兒四處奔走呼籲營救，一直被

當局軟禁。蒲文清 2018年 12月

7日，曾被國保和截訪人員強行帶

走，之後一度與外界失聯。

現年 56歲的黃琦畢業於四川

大學，很早開始經商，於 1999年

創辦維權網站「六四天網」，為

底層和弱群體發聲。由於內容敏

感，2000年黃琦被抓，是中國大

陸最早因為網絡言論而入獄者，

北京政府以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

判處黃琦 5年徒刑。

2008年，汶川大地震後，黃

琦積極參與救災並首次曝光豆腐渣

工程，又被當局以「非法持有國家

秘密罪」判刑 3年。

公開資料顯示，黃琦曾獲得過

國際人權組織頒發的多項褒獎，包

括 2004年時授予黃琦「第 2屆因

特網自由獎」；2006年，黃琦獲第

六屆中國人權青年獎；其後又獲赫

爾曼•哈米特獎，中國民主鬥士獎

等。多家國際人權組織曾發表聯合

聲明，要求立即無條件釋放黃琦。

六四天網創辦人黃琦「二審」維持原判  獄中服刑

【看中國記者黎紫曦綜合

報導】湖北武漢市衛生部門

2019年 12月 30日晚，公布

一則緊急通告，稱在當地海鮮

市場陸續出現「不明原因的肺

炎」。該通知在網絡上瘋傳。

官方稱，發現病毒性肺炎病例

27例，其中 7例病情危重。

據悉，此次首例「不明原

因肺炎」症狀的患者來自武漢

華南海鮮市場，後送往武漢市

中心醫院救治。

對於武漢傳出的 7 例

「不明原因的肺炎」，網絡驚

傳是嚴重急性呼吸道症候群

（SARS）病例，相關消息引

爆輿論。大量網民湧入相關詞

條留言，擔心是非典型肺炎冠

狀病毒（SARS）捲土重來。

隨著武漢爆發 SARS的

消息發酵，《人民日報》在其

微博上引述武漢醫院多位未

透露姓名官員的話「闢謠」

稱：「不能斷定是網上傳言的

SARS病毒」。官方說法引

起網民質疑和恐慌。

【看中國記者狄源德綜合

報導】2018年轟動全球醫學

界的編輯人類基因事件一週年

後，前南方科技大學副教授賀

建奎近日被中國大陸法庭宣判

非法有罪，獲刑 3年監禁，並

罰款 300萬人民幣。

新華社報導，2019年 12

月 30日，中國廣東省深圳南

山區法院一審公開宣判，賀建

奎觸犯非法行醫罪，被判處 3

年監禁，罰金 300萬人民幣

（約摺合 42.9萬美元）。

法庭宣判稱，自從 2016

年以來，賀建奎與廣東省某醫

療機構張仁禮、深圳市某醫療

機構覃金洲共謀，通過編輯人

類胚胎 CCR5基因可以生育

免疫愛滋病嬰兒為名，使用未

經過醫學界嚴格驗證的人類胚

胎基因編輯技術進行生殖醫

療。賀建奎等人還通過偽造倫

理審查材料等行為，致使 2人

懷孕，先後生下 3名人類基因

遭編輯的嬰兒，賀建奎等 3人

觸犯非法行醫罪。

據港媒《立場新聞》報導稱，

參與這項聯署的包括英國下議院前

議長白高漢（John Bercow）、前

外相聶偉敬（Malcolm Rifkind）

等重量級人士。

公開信關注香港警察在聖誕

期間的武力升級問題，包括港警

近距離向示威者、路人發射催淚

彈、胡椒噴霧、橡膠子彈，甚至

連兒童和青少年都被毆打，更有

人面部被橡膠子彈射中，造成嚴

重傷亡，已違反國際標準。

聯署信還提到，香港警隊侵

犯採訪自由，以及有報導指有人

在拘留期間，被警方虐待、毆打

甚至性侵等，但香港政府的解釋

令外界非常不滿。

他們認為大部分示威者都是

和平，但仍被警察攻擊；而且部

分暴力示威者的行動，也源於政

府拒絕回應訴求的失望和憤怒，

以及對警暴恐懼。

聯署信促請特首林鄭月娥改

變策略，指示警方克制，面對示

威應採取合宜的行動；特區政府

也應該聆聽示威者的要求，特別

是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釋放和

平示威者，以及重啟政改。

信中強調，若特區政府不把

握機會，只會帶來更多恐懼和暴

力，甚至將有更多針對香港官員

的制裁行動出現。

對此，香港政府發措辭強硬

的聲明稱，「嚴正反駁外國政客和

人士聯署公開信中的失實誤導言

論」，又老調重彈指香港是中國

不可分離的部分，外國政客和團

體不應以任何形式干預香港內部

事務，又稱公開信以制裁作為威

脅，嚴重干預香港管治。

據悉，港人反送中運動在元

旦當天持續進行，市民堅持「五

武漢爆發新疫情 
SARS捲土重來？

基因編輯事件 
賀建奎獲刑3年

紀要。在談到「華為要找一個替代

創始人的人難度有多大時？」任正

非表示，在華為，自己實際是一個

傀儡，在與不在對公司沒有那麼大

影響。十幾年內，IBM數百位專

家在這裡幫助華為變革，華為今天

走成這樣，IBM奠定了很重要的

組織結構和管理基礎。

任正非在 2019年 10月接受

歐洲新聞電視臺採訪時也曾表示，

其實華為的交班已經完成很多年，

不是現在才交接班，「公司一直在

運轉，我只是懸在中間的一個『傀

儡』。不要操心這個問題。」

任正非稱自己在華為是一個傀

儡，耐人尋味。有分析認為，美國

制裁大背景下，任正非卸任北京華

為高管職位，自曝在華為是一個傀

儡，這很可能是其接到中共官方指

令、即將離場的信號。

雖然任正非稱是 IBM數百位

專家幫助華為奠定了很重要的組織

結構和管理基礎，不過，孟晚舟事

件發生以來，任正非、華為與中共

軍方及江澤民家族的關係被廣泛曝

光，任正非的「白手套」角色已日

漸明朗。

據港媒報導稱，外界一直盛

傳，江澤民之子江綿恆與華為創始

人任正非的「關係」不一般，常常

為其「下指導棋」；而華為的「低

調」卻迅猛發展，更隱藏中共不可

告人的戰略目的。華為公司深度參

與江綿恆主導的「金盾工程」。

華為創始人任正非卸任北京華為高管職位。（HECTOR RETAMAL/AFP via Getty Images)

18國40名國會議員致信林鄭
大訴求、缺一不可」，要求港府

撤銷檢控、暴動定性、設獨立調

查委員會、實施雙普選等。

林鄭為首的港府在反送中問

題的處理上，可謂不得人心。

在 2019年即將結束之前，民

間記者會舉行「我們的 2019年度

回顧」的網絡投票，並於臉書專

頁「民間記者會發布中心」公布票

選結果。此次投票共有 42580人

參與，選出 2019年標誌性事件及

人物。

在「十大難忘事件」中，7月

21日「元朗無警時分白衣恐襲」

得票率達 90%，排名第一；高達

200萬人參與的 6月 16日「譴責

鎮壓，撤回惡法」大遊行得票率達

75%，排名第二；8月 31日「太

子站衝突事件」得票率達 73%，

排名第三。

在「年度可恥人物」票選中，

則由聲勢日漸低落、不受市民信

任的林鄭月娥、香港警察及何君

堯，依序奪得「年度可恥人物」前

三名，排名第四則為中國國家主

席習近平 。

【看中國記者明思綜合報導】香

港反送中長達半年未見平息，港

警武力鎮暴的惡劣行徑讓香港街

頭如同戰場，造成死傷無數。近

日，來自18個國家40名國會議員
和宗教領袖，聯署發公開信給香

港特首林鄭月娥，對警暴問題表

達「極度震驚與關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