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廣告洽詢專線：212-730-6963 投稿與反饋：kzglifekanzhongguo.com   

A5第727期  公元2020年1月31日—2月6日www.kanzhongguo.com 看世界

英不禁用華為 引發美國擔憂

據報導，英國政府是在一個國

家安全委員會的會議之後發布公

告，稱不會以安全風險為由，排斥

任何通信公司參加建設英國的 5G
網絡。「高風險供應商」將可以參

與英國 5G 網絡的「非核心」部分，

但被禁止進入「敏感位置」，例如

核子設施及軍事基地。此外，英國

限定「高風險供應商」在英國 5G
市場的整體份額在 35%以內。

此公告並沒有提及任何包括

華為在內的企業名字，不過中國

華為立即表態，對英國的決定感

到寬慰。英國官方的公告並說，

將與英國的客戶繼續 5G 合作。

美國政府對英失望

這項決定讓美國政府失望。

數個月以來，華府不斷對倫敦進

行遊說，以說服英國政府將華為

排除在該國的 5G 建設之外。

法新社發自華盛頓的消息說，

美國政府一名匿名官員稱，對英國

政府有限度允許中國華為參加英國

5G 建設的決定失望。該官員指，

將 5G 建設交由設備安全有問題的

一方檢控，沒有安全可言。匿名官員

還說，美國將不鬆懈與英國合作，

以期排在 5G 建設中除所有美國認

為不合安全規範的供貨與設備。

約翰遜面對更大考驗

約翰遜政府冒著激怒美國的

風險，允許華為有限度參與英國

5G 建設的決定，堪稱約翰遜面對

脫歐外交政策後的最大考驗。 
英國《金融時報》1 月 17 日

報導說，約翰遜 14 日在接受英國

廣播公司（BBC）採訪時表示，

在他的治理下，英國打算扮演「其

傳統角色，即充當歐洲大國與美國

之間的橋梁」。不過該報導認為，

英國作為美歐橋梁的想法，在接下

來幾年將面臨嚴峻考驗，主要原因

在於，一些更大的地緣政治力量正

在塑造世界格局，美國已將中國認

定為其 21世紀的長期競爭對手。

華盛頓正敦促其所有歐洲盟友

（尤其是英國），不要讓中國企業

華為參與對各國經濟的技術發展

至關重要的 5G 移動網絡的建設，

因為這將構成嚴重的安全風險，

華為歸根結底受制於中國政府。

此外，美國、加拿大、英國、澳

大利亞和新西蘭之間的「五眼聯盟」

（Five Eyes）情報共享安排或將遭

到破壞。這也是澳大利亞政府 2018
年決定將華為排除在本國 5G 建設

之外的部分原因。

值得注意的是，德國政府也

注意到了來自華為的潛在威脅。

根據去年 12 月曝光的一項法律草

案，任何帶來「不受憲法控制的

政府影響、操縱或間諜活動之風

險」的公司，都應被排除在德國

的核心和外圍 5G 網絡之外。

對於脫歐後英國與歐盟的關

係，約翰遜提出英國應該「魚與熊

掌兼得」。而在華為的問題上，

他在接受 BBC 採訪時，表示自己

不會損害英國在「五眼聯盟」系統

中的地位。然而，目前所有歐洲

國家在安全上都十分依賴美國 、
歐盟及其成員國，在地緣政治上

將繼續與美國，而非與中國保持

近得多的關係，在此一現實下，

約翰遜未來的考驗恐怕不會少。

川普政府曾警告英國            
與華為合作後果嚴重

川普政府憂心中國政府可能

【看中國記者萬厚德綜合報導】

英國首相鮑里斯．約翰遜（Boris 
Johnson）1月28日同意讓中國電
信巨頭華為在英國未來5G建設扮
演有限角色。這項抉擇恐損害與美

國的關係，因為美國擔憂中國可能

利用華為竊取西方國家的機密。

對當地發動猛烈空襲，1 月 27 日

當天再度引發新一波逃難潮，數

千平民逃往土耳其邊境。 

停火調停無效                 
的黎波里戰火不歇

在利比亞，首都的黎波里

（Tripoli）攻防戰自去年 4月持續

到目前，膠著的戰事已造成大批傷

亡與難民潮。占據利比亞泰半領土

與油田的東利比亞世俗派軍事強

人哈夫塔爾（Khalifa Haftar），1
月 26 日下令軍隊朝距離的黎波里

200 公里外的米蘇拉塔（Misrata）
移動。哈夫塔爾所領導的「國民

軍」與獲得國際承認的西利比亞

「民族團結政府」（GNA）對立，

而米蘇拉塔在信仰上則與支持穆

斯林兄弟會的基本教義派「民族

團結政府」站在同一陣營。

就在一週前，在德國的主持

下，支持「民族團結政府」的美

國、土耳其和力挺哈夫塔爾的阿

拉伯聯合大公國、埃及與俄羅

斯，在柏林峰會就長期停火和遵

守武器禁運方面達成微弱共識，

但對東西陣營實質的停火效用幾

乎缺無。

種族與資源               
土耳其力挺政府軍

中東問題專家指出，與兄弟

會毫無妥協餘地的哈夫塔爾，曾

是利比亞強人卡扎菲的重要夥

伴，在協助卡扎菲進軍查德奪取

鈾礦失利被俘後，竟遭到格達費

的遺棄，並與其劃清界線。哈夫

塔爾隨後逃亡至美國蟄居 20 年，

白宮發言人 1 月 27 日透過

推文表示：「這兩名領導人討論消

除外國對利比亞的干預，以及維

持停火的需要。他們都同意必須

阻止在敘利亞伊德利布省（Idlib）
發生的暴力行徑。」

敘利亞總統巴夏爾．阿塞德

（Bashar al-Assad）為了奪回叛軍

控制的西北部伊德利布省，再度

俄土兩國交鋒  利比亞和局無望
【看中國記者萬厚德綜合報導】由

於土、俄的深度介入與美國的淡

出，北非群雄割據的局面正日趨惡

化。為緩和此一局勢，美國總統川

普於1月27日與土耳其總統艾爾段
通電話討論敘利亞和利比亞情勢

發展。雙方對共同阻止該區域暴力

行徑的和談努力達成共識。

利用華為竊取機密，並通過華為設

備用於間諜活動。美國也警告英國

政府，若讓華為參與 5G 建設，美

國就可能削減雙方情報合作。

川普總統 1 月 24 日警告英國

首相約翰遜，如果他同意華為參

與英國 5G 的網路建設，後果將會

很嚴重。首先，將對美英關係造

成重大裂痕，危及華盛頓和倫敦

之間的情報共享。

讓華為參與英國 5G 網路建

設的決定，也可能影響英美兩國

的跨大西洋貿易協定。英國一直

希望敲定此協定，因為預計脫歐

後，英國與歐盟之間的貿易額會

減少，英美的貿易協定正好可以

彌補這一點。

1 月 20 日，美國高級官員訪

問倫敦，並敦促英國完全禁止華

為參與英國 5G 網路，因為擔心任

何介入都可能為中國的間諜活動

敞開大門。

然而，約翰遜 1月 21日暗示，

儘管面臨美國禁令的巨大壓力，他

仍準備允許華為給下一代寬頻網

絡提供一些設備。約翰遜對英國

廣播公司（BBC）表示：「英國公

眾應有機會獲得最佳技術。」「我

們希望為所有人提供千兆寬頻。」

「如果人們反對一個或另一個品

牌，那麼他們必須告訴我們還有

甚麼選擇。」

美國之音稱，約翰遜似乎有

意給華為開綠燈，有的高官卻認

為應完全將華為排除在外，例如

內政大臣普里蒂．帕特爾（Priti 
Patel）就反對華為參與任何部分

的建設。華為問題可能導致英國

內閣意見分歧。

英相鮑里斯．約翰遜在倫敦市中心唐寧街10號舉行中國新年招待會。（ Lauren Hurley/Getty Images)

川普警告英相    若同意華為參與5G網建    將危及英美兩國情報共享

與美軍政關係良好。在 2011 年利

比亞內戰中，哈夫塔爾曾一度被

卡扎菲的軍隊包圍，差一點被徹

底殲滅，但是美軍在關鍵時刻出

手，救了他一命。

在卡札菲斃命後，利比亞形

成軍閥割據戰火連連的局面，在

各利益國家的積極介入下，聯合

國的強力斡旋，也僅促成東西

對峙的一時和解，對哈夫塔爾而

言，戰爭是唯一的解放途徑，他

也因此失去了美方的支持。

由於擁有油田的哈夫塔爾對

兄弟會與 IS 的打壓不曾手軟，獲

得了阿拉伯聯合大公國、埃及、

約旦、蘇丹的支持，甚至還得到

試圖在利比亞取得話語權的俄羅

斯的支持；法國則是押寶兩邊，

但偏向油藏豐富的東利比亞；至

於卡札菲死後由西方扶植的的黎

波里「民族團結政府」，則是得到

聯合國的「認證」與美方及意大利

的支持，同時，基於西利比亞與

鄂圖曼土耳其帝國時期的種族淵

源（同為突厥人種），及維護東

地中海沿岸的油氣資源，土耳其

更是西利比亞「民族團結政府」的

主要支持者。

美方不押寶 暫撤待明朗
不過美方在歷經伊拉克與阿

富汗當局的背叛後，深知沙漠部

族的不可信賴，更基於過去與哈

夫塔爾的軍政關係，因此在東西

陣營的選擇上，存在著微妙的立

場。專家指出，對美方而言，東

西兩陣營鹿死誰手很難預判，因

為俄、土與西歐國家的介入甚或兩

邊押寶，讓局勢更加混沌不明，

此時選擇一方最終或將落個裡外

不是人的下場。

在去年 4 月哈夫塔爾宣布進

軍的黎波里後，美方旋即以保護

軍事人員安危為由，撤離了的黎

波里，此舉等同於為哈夫塔爾的

攻勢開了綠燈。

歷三年籌劃  川普提議建立巴勒斯坦國  塔尼亞胡將會普京
【看中國記者憶文編譯】美國總

統川普週二（1月28日）提議建立
一個巴勒斯坦國，首都在東耶路

撒冷，這取決於巴勒斯坦人採取

步驟自治，以期在他們與以色列

的數十年衝突中實現和平。

據路透社報導，美國高級政

府官員介紹了該計畫的細節，他

說，根據川普提議的中東和平計

畫，美國將會承認以色列在被占

領西岸的定居點。而作為交換，

以色列將會同意在談判建立巴勒

斯坦國的同時對新的定居活動凍

結四年。

該計畫涵蓋約 80 頁，其中 50
頁是週二（1月 28日）宣布的政治

計畫，30 頁是去年 7 月宣布的經

濟計畫，其中包括為巴勒斯坦、

約旦和埃及制定的 500 億美元經

濟復興計畫。

美國的計畫是川普高級顧問賈

里德．庫什納（Jared Kushner）、
阿維．伯科維茨（Jared Kushn-
er），以及前顧問傑森．格林布拉特

（Jason Greenblatt）經過三年的

努力，對於打破以色列與巴勒斯坦

之間歷史性僵局最詳盡而戲劇化的

嘗試。

官員們說，川普已經批准了

擬議的兩國地圖。巴勒斯坦國將

是巴勒斯坦人目前控制的土地面

積的兩倍，並將通過公路、橋梁

和隧道連接起來。

川普在週一（1 月 27 日）的

會談中，向內塔尼亞胡及其在 3月

2日選舉中的競爭對手作了簡報。

當被問及華盛頓為推進談判

準備做甚麼時，官員們表示，巴勒

斯坦人應挺身而出，並表示美方準

備進行談判。以色列未來可能的領

導人都已經同意根據川普的計畫進

行談判，並同意該地圖。以色列關

於巴勒斯坦人建國的協議取決於

一項保護以色列人的安全安排。

官員們說，以色列還將採取

步驟，確保穆斯林可進入耶路撒冷

的阿克薩清真寺，並尊重約旦在

聖地方面的作用。巴勒斯坦的建國

將取決於巴勒斯坦人採取自治措

施，例如：尊重人權、新聞自由，

以及建立透明和可信的機構。

「基於過去 25年所發生的事，

試圖為巴勒斯坦國創造連續性在

製作地圖時是非常困難的，因此，

如果我們現在不這樣做，我認為

他們擁有一個國家的機會基本上

就消失了。」一位官員在談到猶太

人定居點的不斷擴增時說。

這位官員說：「因此，我們所

做的基本上是為他們爭取了四年

的時間，使他們能夠協調起來行

動，並嘗試就成為一個國家達成

協議，我認為這對於他們來說是

一個巨大的機會。巴勒斯坦人應

美國總統川普與以色列總理內塔

尼亞胡。（Sarah Silbiger/Getty 
Images)

走近談判桌進行談判，如果他們

同意談判，將來可能會在一些領

域進行折衷。」川普的計畫要求巴

勒斯坦人能夠重返未來的巴勒斯

坦國，並建立一個「慷慨的賠償

基金」。

關於以色列保留定居點，一

位美國官員說，該計畫是基於人

們不必為和平而遷徙的原則，且

該計畫確實能阻止未來定居點的

擴大，美方認為，此誠屬最現實

的做法。將上萬人或數以十萬計

的人強行遷離的想法，根本不值

一提。

以色列領導人歡迎川普的長

期計畫，但巴勒斯坦領導人在該

計畫正式公布之前就拒絕了該計

畫，並稱沒有他們，任何計畫都

不會奏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