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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制裁名單添33家中企機構

5月 22日，美國商務部工業

和安全局（BIS）發表聲明：由於

參與了中共當局對新疆少數民族人

權的侵犯，中共公安部法醫研究所

和八家中方公司，被列入制裁黑名

單（實體清單）。 其中，東方網

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涉及為人權侵

犯提供了人工智慧以及面部識別等

技術；中共公安部法醫研究所及新

疆紡織企業中國華孚時尚股份公

司，涉及從事侵犯人權和虐待行

為；云從科技（CloudWalk）、烽

火通訊科技等六家科技公司涉及高

科技監控。

美國商務部聲明認為：上述

企業「在中國對維吾爾族、哈薩

克族和其他穆斯林少數群體實施

鎮壓、大規模任意拘留和高科技

監控，其行為已經侵犯和踐踏人

權。」美國商務部宣布，列入制

裁黑名單的中共公安部法醫研究所

等這些中方公司或機構，將限制其

獲取美國的商品和技術。

美國商務部還宣布，另外 24

間中方機構和公司，由於為中共軍

方採購物資等行為，將對這些實體

進行出口管制。 其中包括北京計

算機科學研究中心、哈爾濱工程大

學、奇虎 360、以及捷輝創（香

港）科技有限公司等。 其中奇虎

360是「中國最大的互聯網和移動

安全產品及服務提供商」，2015

年在紐約納斯達克上市。 這些企

業及美國政府部門被列入「實體清

單」後，美國政府即可根據《出口

【看中國記者苗薇綜合報導】美國

商業部日前宣布，已將33家中方
企業和機構列入黑名單，它們將與

華為遭受同等待遇。其中9家實體
涉及侵犯人權，另外24家實體被
指為中共軍方採購物資。 這些實
體位於中國大陸、香港及開曼群島

（Cayman Islands）等地。

【看中國記者鄭清綜合報導】英

國官方消息稱，可能計畫在 2023

年之前全面移除 5G網絡中的華為

設備。 越來越多的信息顯示，華為

在全球的擴張不斷被封禁。

英國《衛報》5月 24日援引英

國政府一名發言人的話說 :「在美

國宣布對華為實施額外制裁之後，

英國全國網絡安全中心 (NCSC)正

在仔細研究這些制裁可能對英國網

絡造成的影響。」此前美國商務部 5

月 15日公布新規定，要求華為的海

外供應商知曉產品將發往華為及其

關聯公司，或者知曉相關晶片的設

計用到美國技術時，需要向商務部

申請許可證。 此舉旨在切斷華為與

一些非美國公司之間的聯繫。

《衛報》援引消息人士的話報導

稱，美國對華為的進一步限令幾乎

肯定導致英國做出對華為不利的安

全風險評估，其中一個重要原因是

華為將不得不依賴於外界不熟悉、

未被廣為檢驗產品元件。此外，英

國議會中保守黨成員要求將英國網

絡基礎設施中的華為設備組成比例

降至零。他們現在認為，目前有足

夠的資訊來阻止政府試圖對英國的

華為設定 35%的上限。 據英國媒

體報導，隨著疫情引發英國政界中

對中方不滿情緒增加，英國議會對

華為立場強硬派的議員對約翰遜首

相構成了實質壓力。

英國政府今年 1月底決定，允

許華為有限度地參與該國 5G通訊

網絡「非核心」、「外緣」的部分建

設，包括基站、天線等，但同時也

把華為定性為「高風險供應商」，

並規定「高風險供應商」的市場份

額要限制在 35%以內。 英國有限

度地接納華為的決定，也引起川普

政府的強烈不滿。

美國商務部 5月 15日公布新

規定之後，一些專家表示，仔細研

究了該規則後，發現半導體行業供

應鏈的中間環節眾多， 例如：供應

商可以辯稱他們不知道相關產品最

終是否對華為有利，從而設法繞開

限制。 同時，該規定只包括由華

為設計的晶元，不包括直接發給華

為客戶的產品。 5月 21日，據美

國之音報導，美國國務院官員福特

(Ford)表示，監管機構將予以關

注，並「肯定會做出我們認為必要

的任何改變。 在過程中為我們提供

大量的資訊，作為出口管制決策的

基礎，並試圖找到應對這些挑戰的

正確方法

華為生存路變窄 英國或全面封禁 

【看中國記者聞天清綜合報

導】中共兩會推出「港版國安法」

之後，引發香港民眾抗議及國際

社會的關注。美國共和黨參議員

帕特．托米（Pat Toomey）與

民主黨參議員克里斯．范霍倫

（Chris Van Hollen）聯合推出

《香港自治法案》（Hong Kong 

Autonomy Act），敦促美國政府

對違反香港「一國兩制」的中共

官員、銀行實施制裁。

美國《匹茲堡郵報》報導，5

月 26日，美國參議員托米（共

和黨）與范霍倫（民主黨）共同

提出了《香港自治法案》，該法案

對不遵守香港「一國兩制」法制

的公司、個人進行制裁。中共宣

布將在香港全面實施《國家安全

法》打擊所謂「顛覆國家政權、

分裂國家活動」之後，兩黨參

議員聯合提出此項法案。

在接受新聞媒體記者採訪

時，托米參議員表示，根據擬議

中的法案，中共決定如同對待中

國其他地區一樣對待香港，採取

壓制異議、言論自由和其他基本

自由權利的措施。

范霍倫先生稱，此法案採取

制裁的目標是侵犯香港「一國兩

制」和自由權益的中資銀行、個

人，旨在打擊中共、參與制定政

【看中國記者文可伊綜合報導】

美國中共病毒 (SARS-CoV-2)疫

情嚴重，數據分析意外發現，普遍

上，疫情在民主黨州 (藍州 )都比

共和黨州 (紅州 )來得嚴重。

《紐約時報》的數據分析發現，

在上屆大選中支援川普總統的縣

中，只有 27%的病毒感染率和

21%的死亡率，而這些地區占據美

國 45%人口。《紐時》也發現，病

毒在全國的傳播途徑似乎不總是和

人口密度有關。 在紅色州的某些地

區，城市幾乎未受疫情傷害，而有

些人煙稀少的偏遠地區受到的打擊

反而更大。例如：在支援共和黨川

普的阿拉巴馬州，每 10萬人有 11

人死亡，而在藍州新澤西每 10萬

人有 122人死亡。

在共和黨的穩定票倉德克薩斯

州，是美國人口第二多的州，在疫

情爆發之前是該國最蓬勃發展的經

濟體之一。 報導稱，該州的大城

市都沒有遭受疫情的摧殘。至當地

時間 26日淩晨，德克薩斯州的確

診病例為 56693，每 100萬人中有

1955例確診，這是全美感染率較

低的州之一，是藍州紐約確診率的

10%。 美國 200多個都會區的感

染率全都高於德克薩斯州的大城市

達拉斯和休斯頓。

此外，疫情正在打擊一些歷

史上從未投票支援共和黨的部分人

口。 例如：在愛荷華州，拉美裔人

口占總人口的 66%，卻占了確診病

例的三分之一。 該州還有 4%是非

洲裔，但被感染者中有 12%是黑

人。總體而言，非裔美國人和拉丁

美洲人的感染率和死亡率都更高，

這部分人口大都是民主黨支援者。

路透社日前也刊登一篇分析

文章，得出類似的結論——民主黨
地區的死亡率是共和黨地區的三

倍。根據人口和公共衛生數據的

分析，在 2016年總統大選投票支

援民主黨希拉里的各個縣中，每

10萬居民中有 39人死於武漢肺

炎；而在投票支援共和黨川普的

縣中，每 10萬人中有 13人死於該

病毒。 在支持民主黨的紐約，武漢

肺炎造成巨大的損失。 長期支援共

和黨的農村地區和遙遠郊區則未受

嚴重影響。

這種模式在紐約以外地區仍然

存在。 美國 36個州中，支持民主

黨的縣的死亡率都高於支援共和黨

的縣。 例如：在馬里蘭州，支持民

主黨的華盛頓縣的死亡率是阿巴拉

契亞縣的四倍。 截至當地時間 25

日淩晨，長期支援共和黨的堪薩斯

州在州內支援希拉里的兩個縣，

【看中國記者苗薇綜合報導】

中共病毒（又稱新冠病毒）疫情

席捲全球，給全世界造成重大災

難，歐美國家直指病毒是從武漢

病毒研究所洩漏。 研究所所長王

延軼近日接受大陸傳媒訪問時，

指「研究所洩漏」的說法完全是

無中生有。 不過，其言論遭到網

友們質疑，稱她受訪時「說話磕

磕巴巴，眼睛一直眨，心太虛」。

王延軼稱，去年 12月底研

究所首次接觸病毒，當時仍是不

明原因肺炎的臨床樣本，後來通

過病原檢測工作，才發現樣本中

含有一種未知、全新的冠狀病

毒。 由於此前完全沒有接觸過、

研究過或保存過此種病毒，實際

上研究所與民眾相同，均不知道

病毒存在，反問「沒有的東西你

怎麼去洩漏它呢 ? 」。

驚人發現 美藍州疫情更嚴重 美議員提《香港自治法案》 

王延軼否認病毒洩漏 被質疑
王延軼此番辯駁遭民眾質

疑，紛紛表示，「說話一點水平

都沒有，疫情過了她露面兒了 ，

是想出名嗎 ? 」、「現在事情沉澱

一段時間才回記者問  」、「說話

磕磕巴巴，眼睛一直眨，心太虛 

」、「抗疫期間，中科院武漢病毒

所做了甚麼 ? 」、「這是完全有可

能洩露的，怎麼就不可能了呢 ? 」

2013年 10月 30日，武漢

病毒研究所石正麗在全球頂級的

科學雜誌《自然》(Nature)雜誌

發表文章說，他們「分離和鑒定

薩斯樣的蝙蝠冠狀病毒，該病毒

應用於人類的ACE2受體」。在

文章摘要中，還聲稱蝙蝠來自雲

南，而ACE2來自人類， 把二者

重組形成病毒； 值得留意的是，

目前流行的武肺病毒正好是直接

攻擊人的ACE2受體。

其死亡率要比該州其他地區高出 7

倍。 不過，也一些少數例外的情

況，在支援共和黨的特拉華州、內

布拉斯加州和南達科他州等州，由

於發生肉類包裝工廠群聚感染，所

以確診病例會較高。

一般認為，美國的民主黨在意

識形態上更接近共產主義，而許

多民主黨人都較為親共。 福克斯

節目主播海尼提 (Sean Hannity)4

月發表評論文章，紐約州長庫默

(Andrew Cuomo)把疫情期間呼吸

機短缺的問題歸咎於川普總統，其

實川普為庫默提供了超過 4400台

呼吸機，而庫默卻把這些呼吸機放

進了倉庫。 然後，庫默在推文上

感謝和讚揚「在疫情上撒謊而導致
疫情全球蔓延」的中共 :「中國政

府幫助捐贈了 1000台呼吸機，這

些呼吸機將於今天抵達甘迺迪國際

機場。 我感謝中國政府、馬云、蔡

崇信、馬云基金會，蔡氏基金會和

黃總領事。 」

又如加州州長紐森 (Gavin 

Newson)與中方製造商簽訂上億美

元的防護用品訂單合同，引發各方

質疑。此外，2020年總統大選的民

主黨候選人喬．拜登的兒子也因涉
嫌投資監控中國新疆穆斯林的應用

程序，受到嚴密審查。

策所涉及的官員和個人等。

他們都表示，該法案真正實

質在於對二級銀行的制裁，將處

罰那些與違反香港「一國兩制」

做出「重大貢獻」個人或公司實

體進行「重大交易」的金融機構。

如果北京當局推出的《國家安全

法》生效，這種制裁可能會影響

很多中國大陸大型銀行。

托米認為，對中資銀行實施

制裁是一種向北京當局施加政治

壓力的方式。他希望通過這項法

案可以增加香港人避免遭遇中共

殘酷暴力鎮壓的可能性。

范霍倫先生補充說：「我們

要明確表示，國會對執行這些規

定很認真。」

《香港自治法案》已提交美

國參議院銀行、住房和城市事

務 委 員 會（Senate Banking, 

Housing, and Urban Affairs 

Committee）。

作為美國參議院銀行、住

房和城市事務委員會成員的托

米與范霍倫，這不是他們第一

次聯手針對中國大陸金融機構提

出相關法案，2019年，他們就

曾敦促政府對與朝鮮有業務往來

的中資銀行實施制裁。當時他們

提出的立法案獲得國會批准，並

於 2019年 12月簽署生效。

管理條例》限制對這些機構出口、

進口或轉口。

美國眾議院外交事務委員

會共和黨領袖、眾議員麥考爾

（Michael McCaul）在聲明中表

示：這些實體侵犯少數民族的權

利，用多重手段給他們製造苦難並

從中牟利，並利用美國的科技來增

強中國共產黨的軍事力量。 我們必

須盡一切可能懲罰他們。 中共及其

支持者在繼續侵犯人權，全世界不

能再視而不見了。

美國 2019年 10月已就同樣

理由，將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公安局

及其 19個下屬機構，以及 8個中

方公司列入「清單」。 

這些實體機構被美國商務部列

入制裁黑名單的原因，同樣是因為

參與了中共對維吾爾人、哈薩克人

等少數民族族群的壓迫，包括大規

模任意拘押和利用高科技術監控等

侵犯和踐踏人權的行為。 當時被列

入實體清單的，大都是屬於人工智

能、視頻監控之類的公司；包括監

控設備製造商海康威視、人工智慧

公司科大訊飛和大華技術股份有限

公司。 

此外，路透社相關報導稱，被

列入黑名單中方企業的遭遇與中資

通訊巨頭華為公司類似。

美國商務部（AdobeStoc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