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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併購  促商回流  歐美紛立法

而全球供應鏈在疫情的衝擊

下，也已讓歐商開始將產業移回歐

洲，其中又以東歐為首選。美國

會與白宮也紛啟更為務實的回流

計畫。

歐盟最大的政治聯盟領導人，

歐洲人民黨（European People's 

Party）議會領袖曼弗雷德．韋伯

（Manfred Weber）表示，歐盟應

暫時禁止中方收購目前因疫情危

機而被低估，或有業務問題的歐

洲公司。

歐盟議會領袖呼籲             
我們必須保護自己

據路透社報導，韋伯是德國

資深保守派人士，他領導的歐

洲人民黨是歐盟議會中右偏的

政治組織。 5 月 16 日（週日）

他對德國《桑塔格雜誌》（Welt 

Sonntag）表示，贊成宣布對想

要購買歐洲公司的中國投資者實

行 12個月禁令。

韋伯說：「我們必須看到，部

分在國家資金的支持下，中國公

司正在越來越多地試圖收購價格

低廉或因疫情危機而陷入經濟困

境的歐洲公司。」他表示，歐盟

應該採取協調一致的行動，結束

「中國購物之旅」，對歐洲公司實

行 12個月的暫停銷售，直到疫情

危機結束。韋伯強調：「我們（歐

盟）必須保護自己。」

2013年，中歐就全面投資協

議展開談判，此後舉行了多輪會

談。癥結包括相互的市場准入和

公平的競爭環境。北京當局和歐

盟領導人定於今年 9月在一次特

別峰會上會晤，儘管疫情大流行

使人們對會議能否按計畫進行感

到懷疑。

韋伯認為，就經濟、社會和

政治而言，中國是歐洲的戰略競

爭者，「代表了社會的威權主義模

式，它希望擴大自己的力量並取

代美國成為主要力量。」

韋伯表示，歐洲應該認真對

待中共，並尊重中國作為世界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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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導】歐盟最首要政治聯盟領

導人，歐洲人民黨（European 
People's Party）議會領袖曼弗雷
德．韋伯（Manfred Weber）
表示，歐盟應暫時禁止中方收購

目前因中共病毒（又稱武漢病

毒、新冠病毒）危機而被低估或

有業務問題的歐洲公司。歐盟外

交暨安全政策高級代表波瑞爾

(Josep Borrell)亦敦促歐盟各會員
國在面對中共致力分化歐盟內部

之時，應該要維持「集體紀律」

(collective discipline)。

覺到生產線外移到中國的風險，

目前德國正全力重建口罩生產線；

法國經濟財政部長日前也呼籲雷

諾（Renault）等法國汽車製造

商，在向政府申請金援度過難關

的同時，有必要考慮將生產線移

回母國。而為降低生產成本，歐

商回流將以東歐國家為首選。

據德國聯邦外貿與投資署的

內部報告，為降低成本以確保國

際競爭力，疫情過後歐商回流到

西歐和北歐的可能性不大，而會

是以東歐國家為首選。其中塞爾

維亞、波士尼亞與赫塞哥維納、

北馬其頓等未來將加入歐盟的巴

爾幹半島國家，對歐商來說特別

有吸引力，尤其是紡織、金屬和

汽車零件業。此外，地理位置接

近歐盟、勞動成本也有競爭力的

土耳其和烏克蘭，也都期盼搭上

歐商回流的順風車。

 白宮擬推250億                   
「遷移基金」補貼回流

歐洲在回流上已出現了明顯

趨勢，美方則是提出了規模不小

且更為明確的規劃提案。

據中央社報導，美國兩黨議

員與白宮目前正草擬多項措施與

提案，計畫透過減稅、更新法規，

以及推出規模 250億美元的「遷

移基金」補貼，促使美國企業將

業務或重要供應商撤出中國。

這其中包括美國總統川普 14

日簽署行政命令，賦予美國國際

開發金融公司新的權力，以協助

美國本土製造商，目標是為優先

生產美國需要的東西，而後再出

口到其他國家；此外，美國共和

黨議員也紛就：減少美國對中國製

產品依賴、推動醫療供應鏈應包

含美國本土製造產品、大筆投資補

貼鼓勵多項商品及零件生產國產

化、禁止美國將部分敏感商品賣給

中國，並提高對美企在中國收入課

徵的稅賦等提出立法提案。

白宮內部甚至打算提供 250

億美元資金分配給生產必需品的

企業，以讓這些企業將產線搬回

美國，進而確保連供應鏈下游的

產品也產自美國。不過事涉WTO

規章，目前僅止於研擬階段。

疫情對西方所產生的深層影

響，瑞典電信巨頭愛立信前首席

執行官斯文‧克里斯特‧尼爾

森（Sven-Christer Nilsson）對

《外交政策》雜誌的一段訪談對話

或許最能發人省思：「如果我們從

當前的危機中學到了甚麼，那應

該是我們一直在使用的對國家安

全的定義還不夠，⋯⋯我們的世

界已經發生了不可估量的變化，

我們的核心行業也發生了變化。

我們的政策需要反映這一點。」

疫情衝擊之下    歐美覺察北京購併抄底與分化    立法予以補救防範

國，「但最重要的是，我們必須保

持警惕。」

惡意併購敲警鐘 德立法
面對中國國有企業對關鍵部

門投資的增加，歐洲最大的經濟

體以及整個歐盟都在重新考慮與

北京的關係。

德 國 精 密 機 械 手 臂 大 廠

KUKA於 2016年遭中資購併一

案，無疑是為歐盟各會員國普遍

的輕忽與關鍵技術的外流敲下了

一記警鐘。兩年後，原救援財務

有功的 KUKA總裁遭到中方解

職，原協議中的智慧財產權保障

協定也遭不保。因法律不夠周延

而無力阻止該次購併的德國當局

痛定思痛，終在 2019年 11月 29

日發布「國家工業戰略 2030」最

終版本，明定政府可以通過合法

途徑，迅速且有效地出手干預外

資的「敵意收購」。該項規範隨

後成功阻止了中資電商購併德國

電網運營商 50Hertz的企圖。

除此之外，德國聯邦內閣今

年 4月決定修改《對外貿易和支付

法》，藉以阻止遭受疫情打擊的

德國企業等被外資趁機收購。該

法規將經由德國聯邦議會進行表

決。按照相關計畫，如果是歐盟

以外的投資進入，德國聯邦政府

將不再需要提供對公共安全構成

實際威脅的證據，相反，只提出

預期損害就可阻止外資收購。

此前規定，凡非歐盟外資投

資超過股份 10%且對國防、能

源等安全有疑慮者，需予監管審

查，但新法定義則將疑慮範疇大

幅放寬。

德國各界擔憂，德國在「關

鍵技術」能力上的喪失，將使製

造業基礎受到侵蝕，並從根本上

損害德國在世界經濟中的地位，

這都為德國的未來蒙上了陰影。

德國企業家、時評人范知其

向自由亞洲電臺表示，因為德國

占據國際製造的高端產業群，歷

來被中共所覬覦。中方利用德國

實行的市場經濟和自由貿易原則

不斷收購德國高端技術產業，以

市場換高端技術。

而此次疫情發生以後，德國

政治家猛然清醒，看清中共當局

稱霸世界的野心和危害性。因此

該修正案的核心正是為防範中

共，且應該說是非常必要和非常

及時的。

中資一連串的惡意購併行為

與德國當局的覺醒因應，促使歐

洲其他國家對此危機開始正視。

今年 4月 7日，中國國有投資公

司中國改革（China Reform）試

圖奪取生產智能手機晶元的英國

領先技術公司 Imagination董事

會的控制權，這在英國引起軒然

大波，後來在英國立法者的反對

下沒能成功。英國政府也啟動了

對軍事、雙重用途、計算硬體和

量子技術領域的收購進行篩選的

機制。

中資購併的商業手法，其背

後實際隱藏著中共當局「分化歐

盟，各個擊破」的策略。

歐盟代表強調集體紀律

歐洲聯盟外交與安全政策高

級代表的波瑞爾 5月 16日評論指

出，中共這個「系統性競爭對手」

(systemic rival)並沒有像歐洲一

樣能夠尊重人權、網絡安全及《海

洋法》，因此在面對中共致力分化

歐盟內部之時，制定歐盟對抗超

級強權的聯合方針，絕不是一件

容易之事。

他以北京當局一帶一路的政

策對歐洲所產生的影響為例指出，

中共借由一帶一路基礎建設計畫，

尤其是對於東歐國家進行擴大投

資，以爭取東歐國家的好感，但歐

盟會員國內部則抱持不同態度，有

的國家聲稱應該採取強硬的立場；

有的國家卻呼籲要謹慎以對。因

此，對於北京的立場方面，出現

分裂的情形。分析指出，這也讓

中共當局得以見縫插針，從中獲

取最大利益。

波瑞爾表示，中共對歐盟搞

分化一事，絕對不會手軟的。「對

我們歐洲人而言，能夠肯定的是，

必須維持必要的集體紀律」。

波瑞爾此前即針對布魯塞爾

屈服於來自中方的壓力而對其有所

指控。他表示，在中國國家主席

習近平領導之下，歐盟一直「努

力地適應」北京於國際舞臺所提

出的新強硬主張。

波瑞爾指出，在本次疫情

中，北京忽略歐盟對中國的醫療

援助，卻大張旗鼓地誇大中方對

歐洲醫療支援，這致使布魯塞爾

當局遭控為歐洲人做得太少了。

波瑞爾對於北京上述做法提

出反擊，表示在當前的疫情危機

中，應該避免將「醫療緊急援助

政治化」，這是至關重要之事，

同時敦促歐盟會員國不可以太過

天真。

歐洲製造業回流

歐洲對前述的認知，隨著這

次的疫情而有所深刻體會，除顯

現在主要國家防範性立法行動與

策略研擬上外，也浮現在企業的

實際行動上。

在全球供應鏈飽受衝擊下，

歐洲製造業有離開中國、回流母

國的的趨勢。同時，疫情延燒，

歐洲各地出現口罩和藥物等防疫

物資告急的現象，讓各國政府警

全球最精密的德國工業機械手臂製造商KUKA於2016年遭中資併購，敲響德國關鍵技術喪失的警鐘。（AFP）

【看中國記者理翱綜合報導】

根據英國衛生和社會護理部的

說法，在初步執行「訓練狗嗅探

中共病毒（又稱武漢病毒、新

冠病毒）患者」的計畫後，現在

該試驗在英國已經正式啟動了。

美國也在開展用狗探查引發該

疫情病毒的研究。如果成功的

話，狗可以每小時篩查 750人。

據福克斯新聞網報導，英國

政府在 5月 17日發表的一份聲

明中說，這項研究「可能被用作

未來檢測疫情的一種潛在的、新

的、非侵入性預警措施」。

「醫療偵查犬」的聯合創始

人兼首席執行官克萊爾．蓋斯

特（Claire Guest）博士說，

她對狗可以幫助篩查這種疾病

的人感到樂觀。

蓋斯特解釋到：「我們確信

我們的狗將能夠發現該病症的

氣味，然後我們將進入第二階

段，在現場進行測試。再然後我

們希望與其他機構合作，訓練更

多的狗並進行部署。我們為狗

的鼻子能夠再次挽救許多生命

感到非常自豪。」蓋斯特相信，

狗可以每小時篩查多達 750人

試驗中的狗包括拉布拉多

犬和可卡犬等混合犬種。該試驗

的第一階段將由國家衛生部的工

作人員，從倫敦的醫院那裡蒐集

感染病毒的人和未感染病毒的

人的氣味樣品。試驗中的六隻狗

將接受嚴格的訓練，以學會識別

病毒（氣味）。

目前，美國也在進行這類

試驗。美國賓夕法尼亞大學獸

醫學院正在研究狗是否能夠嗅

出陽性無症狀患者。

狗嗅探病毒  每小時測750人寰宇新聞

◆盧旺達種族大屠殺的幕後

黑手費利西安．卡布加（F licien 

Kabuga），也是非洲頭號通緝

犯，他在逃亡 20多年後，終於在

巴黎郊區被緝拿歸案了。根據聯

合國在一份聲明中稱，偽造身分

居住於巴黎郊區一個公寓內 84歲

的費利西安．卡布加被列為「全

球頭號通緝犯之一」，他遭指控

對於 1994年盧旺達圖西族人及

胡圖族溫和派進行大屠殺，是一

個負有責任的主要嫌犯。他於 5月

16日聯合國和法國政府的一次聯

合行動中遭逮捕。聯合國機構刑

事法庭的檢察官塞爾格．布拉默茨

（Serge Brammertz）表示，現今

逮捕了費利西安，能夠提醒人們，

在犯下滅絕種族罪後的 26年之

久，仍然還可以對那些犯有種族滅

絕罪的人來追究責任。 1994年，

為期 3個月的瘋狂殺戮，導致將

近 80萬人死亡。估計這場大屠殺

的受害者估計有 30萬人是兒童。

◆印度年僅 14歲的少年阿南

德（Abhigya Anand）是印度知

名的天才占星師，他在 2019年 8

月時曾預言，人類自 11月開始會

遭遇重大災禍，並至今年 3、4月

達到高峰，一直到 5月 29日才會

開始走出艱困時期，但 6月底前

仍難以看到樂觀的消息，他特別

指出中國大陸將是被嚴重波及的

國家，世界上的富裕國家都會殃

及，將有上萬億的損失。這個預

測時間與當前肆虐全球的疫情非

常吻合，令許多人驚訝。然而，更

讓人憂心的是，他的最新預言指

出，今年 12月 20日將掀起另一

波比現在還要慘烈的災難。他指

出，人們雖然可能製作出抵抗病毒

的疫苗，然而會有更多病毒冒出，

甚至出現超級細菌。新的災情會

一直持續到 2021年 3月，而且

這一次會帶來比現況更嚴峻的衝

擊。他也明確指出，當前世界諸

多問題的根源是無神論。他呼籲

人類必須停止殺害動物和危害大

自然，才能避免被地球反撲懲罰。

◆巴西當局及專家在里約熱

內盧州，尼泰羅伊市的排水系統中

檢測出大量的中共病毒（又稱武

漢病毒、新冠病毒）。當地水質專

家警告，目前巴西全境只有 46%

的汙水在排放進河道前有經過加

氯的消毒處理，若此情況沒有改

善，不僅是里約熱內盧州，甚至巴

西全境的排水系統都會成為病毒

感染源之一。巴西西里約熱內盧州

的一間負責供水、排水及汙水處理

的公司塞達（Cedae），日前傳出

該公司有超過 400名員工感染病

毒，其中 200多人病情嚴重，並

有 5人染疫身亡。據調查發現，

該公司大部分的確診病例都是在

賽達汙水處理區工作的員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