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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敘或啟戰端   人道陷危機

俄伊力挺                                
敘利亞啟動全面攻勢

在美軍撤離敘利亞後，土耳

其於 2018年 9月與俄羅斯達成協

議，在伊德利布省附近設下 12個

軍事觀察哨，順勢填補了美軍所

遺留下的戰略要衝，除防範土國

南境遭到庫爾德族的染指外，同

時也形成來自敘國昔日反抗軍占

領區的難民進入土國的緩衝區。

敘利亞內戰自 2011年爆發以來，

包括從其他地區逃離家園的敘利

亞人在內，有 300萬到 400萬人

住在伊德利布省，以及毗鄰的阿

勒坡省部分地區；伊德利布省同

時也是反對勢力和反政府武裝團

體在長達 9年敘利亞衝突中的最

後據點。

然而在俄羅斯傭兵與伊朗革

命衛隊的支撐下，敘利亞政府軍

積極布署試圖收復當地，並於 1

月 24日發動了對阿勒坡省與伊德

利卜省的雙線作戰。反抗軍在失

去美軍空中掩護下節節敗退，令

敘利亞當局於 2月 18日拿下了阿

勒坡省的大部分失地，並收復省

會阿勒坡市，但也同時造成 60萬

難民逃向土耳其南境，形成土國

的龐大壓力。

而在伊德利卜省的軍事行動

中，敘利亞政府軍挾俄羅斯和伊

朗支持的好戰分子的火力支援，

在近日的一輪猛攻下，不但收復

伊德利布省大片土地，最重要的

是，重新掌控連結首都大馬士革

與商業重鎮阿勒坡的M5號公

路全部路段。這條戰略要道從敘

北阿勒坡一路通到南部德拉省

（Daraa），可連通 4大城巿。收復

M5號公路為政府軍自 2012年以

來一大斬獲。

衝突升高                               
俄挺敘令土尷尬

無視土耳其在該省的軍事布

署，敘利亞政府軍在 2月的伊德

利卜省軍事行動中，直接對土耳

其哨所展開兩次的砲火攻擊，造

成 13名土耳其士兵喪生。土國總

理艾爾段對此提出嚴厲警告，要

求敘利亞遵守停火協議立即撤離

土國哨所附近，否則將在 2月底

動用軍事力量介入。艾爾段同時

也下令增調大批武裝部隊進駐伊

德利卜省。土、敘直接軍事衝突

的風險急速升高。土俄兩國也於

當地時間 17日，在莫斯科討論此

議題，但無任何結論。

中央社分析指出，敘軍攻擊

土軍不可能未獲得阿塞德主要國

際支持者俄羅斯的默許，這讓近

年來與莫斯科關係突飛猛進的安

卡拉處境尷尬，尤其是安卡拉在

背離自家的北約政策，採購俄羅斯

S-400防空飛彈的荒謬決定後。

儘管「戰略」兩字時而被拿來形容

近年來的土、俄關係，但於一週

之內發生的上述兩起攻擊突顯彼

此矛盾，讓人看出兩國關係的本

質，根本就是政治現實主義、實

用主義，以及同樣對西方不滿之

下的產物。兩國間的關係認知，

相較於俄羅斯的利益交換和功利

主義，土耳其根本是一廂情願的

過度解讀，也不禁懷疑雙邊關係

進展是否已到極限。

看似盟友 土俄同床異夢

分析進一步指出，俄羅斯和

土耳其原本的戰略矛盾和地緣政

治立場的分歧，自俄羅斯帝國與

鄂圖曼帝國時代就存在至今，雙

方在巴爾幹半島、高加索地區和

中東地區的意識形態對抗未曾稍

減，俄土戰爭更是歐洲史上最長

戰爭系列之一。艾爾段任內與

西方的不睦，導致土國在地中海

區域的孤立，更讓普京看到了機

會，不但藉力使力的進一步離間

土國與北約的關係，做實土國在

西地中海的孤立局面，也在主導

敘利亞問題走向的同時，重組了

莫斯科、安卡拉和德黑蘭這 3股

勢力，使其陷入普京所羅織的「幫

會」結構。但重點是，俄羅斯和土

耳其原本的戰略矛盾和地緣政治

立場分歧並未因此而縮小。也因

此，即便土、敘緊張驟升彷彿使俄

【看中國記者萬厚德綜合報導】

不顧土耳其當局的警告，敘利亞

政府軍加大了對緊鄰土國邊境的

阿勒坡省與伊德利卜省的攻勢，

不但動搖了俄羅斯與土耳其的關

係，也還造成60萬人流離失所，
大批難民湧向土耳其南部邊境，

引發新的人道危機。

◆德國疑似涉嫌謀劃暗殺政

客、穆斯林及難民，試圖推翻政

權的極右派恐怖分子 12人週五

（14）被捕，將被持續拘留直到調

查結果出爐。報導指出，此 12人

正在謀劃攻擊政客、申請庇護的

難民及穆斯林，因此德國聯邦法院

16日下令，官方有權持續拘留嫌

犯，直到進一步調查結果出爐。這

群男性嫌犯年齡介於 20歲至 50

歲間，自稱「硬派」，分別來自德

國 6邦。從 2019年夏天就已被德

國國安單位盯上。據悉，德國對極

右派團體的支持度持續上升中，

尤其曾被共產黨控制的東德地區，

在政治光譜上產生極大反彈，對

德國二戰以來的主流政府造成了一

定程度的影響。

◆俄羅斯總統普京將於 2024

年卸任，近來動作也因此頻仍，除

裴洛西表示，允許華為參與

歐洲 5G 網絡建設，恐導致隱私

受到侵犯，就像是被「中國國家警

察全然掌控」。她說：「中國正試

圖透過電信巨擘華為，輸出中國的

數位專制制度。各國不能為了財務

上的一時方便，把電信基礎建設

割讓給中國。這種思慮不周的讓

步，只會讓習近平侵害民主價值、

人權、經濟獨立及國家安全時更加

大膽。」她認為，中國在 5G上的

優勢地位，「會是選擇專制，而非

民主」。

裴洛西堅稱，這類技術過於

敏感，因此不宜採用中國設備建

據中央社報導，裴洛西 14日

出席德國慕尼黑安全會議時，在

歐盟總部布魯塞爾表示，北約盟

邦不應屈服於誘惑，讓中國科技

巨頭華為參與下一代 5G網絡建

設。慕尼黑安全會議是全球外交

及安全領域領袖年度例行活動。

呼應川普主張  裴洛西籲歐盟向華為說不

【看中國記者萬厚德綜合報導】在

川普國會演講時當眾撕毀講稿的眾

議院議長裴洛西，14日罕見地與川
普同一陣線，呼籲各國發展第5代
行動通訊技術（5G）時，避開中國
電信巨擘華為。

羅斯陷入艱難平衡任務，但普京似

乎鐵了心給阿塞德撐腰到底。

美國敘利亞特別代表傑福瑞

在敘軍對土軍上述兩起攻擊發生

之後到訪安卡拉，並表達了華府

支持安卡拉在伊德利布省的「合法

利益」，並建議在敘利亞議題上

尋求西方的協助，試圖藉此機會

解決土、美關係早因敘利亞議題

等諸多問題而陷入緊繃的關係。

然而，深陷民族主義情節的艾爾

段，一時間似乎難以回神，再加上

龐大難民的湧入境內，正讓他承受

著來自內部的巨大壓力，於是讓莫

斯科出面解決伊德利卜省的問題，

就成了艾爾段的首選。

21世紀最嚴重人道慘狀
聯合國副秘書長洛科克 17日

表示，敘利亞西北部自去年 12月

以來有 90萬人流離失所，危機前

所未見，而停火是避免「21世紀最

嚴重人道慘狀」唯一選項。他表

示，由於營地空間已滿，原已精神

受創的難民被迫在冰凍氣溫下餐

風露宿，「嬰兒和小孩因嚴寒而正

垂死掙扎」，儘管大規模救援任

務正在土耳其邊境另一側展開，但

是應接不暇，而且就連「人道工作

者自己也流離失所或者遇害」。

不過跡象顯示，已經接納逾

360萬敘利亞難民的土耳其不會

允許聚集另外一側的大批難民跨

境。土耳其南疆哈泰省（Hatay）

雷伊漢勒（Reyhanli）對於恐達

數以百萬計的難民潮毫無準備。

據中央社報導指出，土耳其內政

部長去年底就一再表示，安卡拉

沒有接受更多難民的計畫，因為

包括敘利亞人在內，境內已有約

400萬難民，舉世最多。伊斯坦

堡的民調顯示，近 6成土耳其民

眾不滿政府接納敘利亞難民。

在敘北近土耳其的一處難民營裡，一位揹著孩童的婦人。阿賽德1月發起攻勢，近60萬人流亡。(AFP)

寰宇新聞

敘利亞西北部自去年12月以來有90萬人流離失所    危機前所未見

了提出修憲賦予國會和總理更大

權力外，俄國政府最近更考慮，讓

卸任總統成為「終身」參議員，也

代表具有「終身」刑事豁免權。依

照初步規劃，俄羅斯總統從克里

姆林宮卸任或是辭職後，即可成

為聯邦委員會（上議院）的終身

參議員。依照俄國法律規定，上、

下議院國會議員皆享有刑事豁免

權。普京則強調會將憲法修正案的

全部方案進行全民公投。

◆美國知名財經分析公司鄧

白 氏 (Dun & Bradstreet) 分析

受武漢肺炎疫情爆發影響最深的

幾個中國省分後，發現這些省分與

全球商業網絡的關係複雜交錯，

可能對全球逾 500萬家公司造成

衝擊。報告顯示，中國超過九成的

活躍企業，位於截至 5日已出現

100起以上確診病例的地區。全球

至少 5萬 1000家企業有 1家以上

的直接供應商（或稱一級供應商）

位於疫情嚴峻地區。而在這 5萬

多家企業中，有 163家名列美國

權威財經媒體《 財星雜誌 》（Fo-

rtune）公布的 1000大美國公司。

此外，包括 938家《 財星雜誌 》

1000大美企在內，全球至少 500

萬家企業有 1家以上的二級供應

商位在疫情嚴峻地區。

◆中國一家投資公司計畫挹

注近 3億美元，在吉爾吉斯興建

貿易與物流中心。該公司 17日宣

告退出這項計畫，原因是地方民

眾抗議。抗議者騎馬，攜帶著吉

爾吉斯國旗。標語牌上寫著「我

們不會將吉爾吉斯的土地交給中

國」。顯示當地民眾對北京影響

力日增的憤怒。吉爾吉斯與中國

接壤，是北京「一帶一路」倡議的

重要網絡之一。該投資案是由習

近平去年訪問吉爾吉斯期間拍板。

◆美國陪審團判定密蘇里州

一名農夫獲賠 2.65億美元，這名

農夫指控化工巨擎德國拜耳集團

（Bayer AG）及巴斯夫（BASF）

不負責任地鼓勵農民使用麥草畏

（dicamba）除草劑，因此摧毀他

的水蜜桃果園。本案是美國首宗

關於麥草畏除草劑的訴訟案，據

稱這種除草劑會飄散至其他無法

抵抗的植物上，破壞了美國中西

部的農作物。拜耳表明，只要使

用者遵照指示，麥草畏對作物是

無害的。拜耳及巴斯夫目前至少

面臨 140起官司，罪名是麥草畏

破壞美國中西部地區作物。本案

預計將提高這些官司的勝算。

◆英國在 1月 31日正式脫

歐之後，即不必再繳交每年超過

百億歐元的費用給歐盟，造成歐

盟的財務缺口。 2月 20的高峰會

上，歐盟理事會主席米歇爾提議

開徵塑膠稅及碳排放的交易以補

足未來資金的缺口。英國為歐盟

第二大的資金來源之一，僅次於

德國。歐盟官員表示，塑膠稅的

收入和碳交易計畫中的收入（也

包含運輸部門），估計每年可以

產生 140億至 150億歐元，足以

彌補這一缺口。歐盟也考慮對於

數位經濟、航空、金融交易及進

口的一些高碳排放產品徵收其他

稅，作為接下來將增加的收入。

◆阿拉伯聯合大公國 17日

宣布，已向阿拉伯世界第一座核

電廠「巴拉卡核電廠」的其中一座

核子反應器核發營運執照，阿布

達比王儲穆罕默德稱此舉為阿拉

伯世界開啟「新頁」。阿拉伯聯

合大公國能源儲量豐富，但全國

1000萬人口讓能源消耗量大，因

此政府投入鉅資發展太陽能等替

代能源。

◆美國駐伊拉克首都巴格達

的大使館 16日凌晨遭多枚火箭彈

襲擊，沒有造成人員傷亡，只是

造成輕微損失。伊拉克軍方的消

息說，有三枚火箭彈擊中了美國

大使館所在的綠區。這是四個月

以來美國在伊拉克的設施第 19次

遭到襲擊。

置 5G網絡，即便他們能以較便宜

的價格提供這種技術，而華為產

品便宜是因為他們倚賴西方專業

知識來建構自己的系統。裴洛西

在布魯塞爾告訴記者：「儘管有些

人說，華為設備價格較便宜，說

的沒錯，那是中國人民解放軍利

用逆向工程，從西方取得技術的

結果，當然能以較便宜的價格打

入市場。如果打著廉價招牌，他

們（中國）就能獲得市場份額，

接著引入缺乏隱私的專制制度。」

裴洛西此言突顯美國在野的

民主黨及執政的共和黨，都對華

為抱持懷疑態度。

川普政府也對全球最大電信

設備製造商華為恐構成國家安全

風險表示憂心，因而積極向西方

盟邦喊話，禁止華為參與國內無

線高速網絡布建，但有些國家仍

無視這類警告，特別是英國。英

國 1月宣布允許華為參與國內 5G

行動網絡非敏感部分的建設；至

於歐盟，其內部市場與服務執委

布萊頓則表示，歐盟不會刻意排

除其他 5G設備供應商，但應該保

有歐盟的「技術主權」，在戰略領

域確保擁有本地的替代方案；德

國高層也是傾向有條件開放。

美國司法部 13日才以詐騙及

圖謀竊取美國企業的商業機密，

再度起訴華為。裴洛西表示：「這

是最陰險的侵略形式，利用不認

同我們價值的專制政府所掌控的

通訊線路，也就是 5G。」裴洛西

警告盟邦，勿屈服於北京壓力接受

華為。

針對華為在國家安全風險的

高度疑慮，川普政府正考慮修訂聯

邦規範，以讓政府有權阻止台積電

（TSMC）等公司對中國電信大廠

華為供貨。消息人士透露，美國政

府高層正在草擬相關的晶片管制

措施提案，將強制要求使用美國晶

片製造設備的外國企業，須在申請

美國執照後，才能對華為供貨。這

不僅會重挫華為，華為旗下海思半

導體（HiSilicon）主要晶片生產

商的台積電，勢必也會受到衝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