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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聯盟，正在壓低國際因為疫情

的大流行而針對北京的指控。歐

盟把任務小組的報告內容，提升

到更具有官方色彩的指控，且刪

去許多的外交辭令，最後完成這

份 17 頁的報告。

北大西洋公約組織（NATO）

秘書長史托騰伯格也在 8 日提出

警告，中共對「開放社會、個人

自由」的威脅日益升高，全球有

志一同的國家必須與北約合作，

共同對抗中共的「霸凌和脅迫」。

他強調，為了應對國防支出高居

全球第二的中共，擁有 30 個成員

國的北約必須採取「更具全球視

野的策略」。

11國議會成員聯盟抗中共
此外，由美、英、澳、加、德、

日、挪威與瑞典等 8 個國家的國

會議員聯合成立的「跨國議會對

中政 策 聯 盟」（The Inter-Parli-
amentary Alliance on China，簡

稱 IPAC），在 6月 8日當天，增添

了捷克、荷蘭與立陶宛等三個歐盟

國家的歐議會議員。歐盟成員比

例的擴增，也代表了另一股不認

同德國總理默克爾親中態度的歐

盟議會新主流的崛起。

聯盟成立時發表聲明指出，

民主國家的政要們此前對接觸北

京當局所做的設想，如今已經脫

離現實，「中共持續並公開地表明

了其拓展全球影響力的意圖」。

而中共在全球大肆擴張勢力，對

民主價值所產生的衝擊與壓力也

越來越大。雖然過去很多年間，一

些國家基於自身利益也曾單槍匹馬

地抵抗中共政府，但是捍衛基本自

由和國際秩序的重任不應該由哪一

個國家獨自肩負，而是應該相互協

作，共同聯手去應對中共給全世界

帶來的巨大威脅。

川普撤軍  對中聯盟成立

撤軍令突然 未提示德國
川普在上一次總統競選中承

諾結束「無休止的戰爭」，主要指

美軍在中東和阿富汗的戰爭。他

多次威脅要停止或減少和平時期

在亞洲和歐洲的防禦性部署，並

指責這些國家沒有支付足夠的費

用，並多次公開批評領頭的德國

未能達到北約成員國防開支應占

GDP 2% 的目標。

然批評雖多，但到目前為

止，川普只對部署在戰區的美軍

進行了少量裁減，而對試圖縮減

韓國、日本和德國等國駐軍的說

法，則一直未採取行動，也因此

讓外界對這次的撤軍宣布越發覺

得突然。截至 5 日晚些時候，德

國都未正式獲知撤軍令。據稱，

撤軍令是在川普總統批准後由美

國國家安全顧問羅伯特．奧布賴

恩正式簽署的。

據《華爾街日報》報導，在美

國與蘇聯冷戰期間，駐紮在德國美

軍人數曾高達 23.5 萬，此後逐漸

減少。德國是美軍在整個歐洲的

總部，也是美國非洲司令部的所

在地。《華爾街日報》引述一名不

願透露姓名的美國官員的話，稱

此事的討論是在 2019 年 9 月就

已經開始，柏林方面早就知情，

因此無人對此事感到驚訝。川普 
2019 年秋天就曾經對德國提出警

告，要求德國分擔美國駐軍的開

銷，否則不無撤軍可能。

美德領袖意見早分歧

不過《明鏡》針對這起未事先

提示德國官方的突如其來聲明認

為，這個決策的背景顯然是因為

默克爾在 5月底以中共病毒（又

稱武漢病毒、新冠病毒）疫情為

由，婉拒了 6 月底華府 G7 峰會

的邀請。雖然，其他領導人也對

大流行期間出行美國表示擔憂，但

是，默克爾對川普的公開拒絕，

迫使川普推遲與其他世界領導人

的峰會。

華府官員對此則是透露，由

於近來美國總統川普與德國總理

默克爾之間的分歧越來越大，除

了遲遲未擴大軍費分攤，默克爾

執意推動北溪天然氣二號管線，

【看中國記者路克、萬厚德綜合

報導】據《華爾街日報》報導，

美國官員說，川普總統已批准一

項計畫，將撤出目前駐紮在德國

的約3萬4500名美軍中的三分之
一，使駐軍總數降至不超過2萬
5000人。一位美國高級政府官員
說，該計畫的執行工作已移交給

國防部。

日將接任歐盟理事會輪值主席，為

期半年。默克爾已將歐中峰會安排

在 9月13日至 15日，地點是萊比

錫，屆時歐盟 27 個成員國的元首

及政府首腦將同習近平舉行會面。

歐盟歷史上，全體成員國首腦同一

個非成員國的國家首腦以這種形式

見面，尚屬首次，而這個國家元首

竟不是與歐洲價值觀接近的美國，

而是威權主義的中國。

默氏再領風向？               
歐盟北約未必買單

不過歷經這一番疫情風暴，

卻也讓各國更深入的瞭解了真

相。身為歐盟領頭羊，德國高層

對北京惡行保持緘默的立場，未

必能如過去般再次成為引領歐盟

成員國的風向球。在 10 日歐盟所

公布的一份長達 17 頁的報告，就

明確表達了歐盟對北京試圖染指

歐洲的進一步認識。

該文件表示，莫斯科與北京

於疫情期間大量散布與肺炎有關

的不實信息，企圖削弱和破壞歐

盟的民主體制。而其「大外宣」，

更是積極地試圖使輿論兩極化，

以擦亮他們自己的招牌。

根據法廣報導，歐盟在報告

中寫著：「外國執行者及特定的第

三世界國家，特別是俄羅斯與中

共，已在進行有目的的影響行動，

及散布大量疫情的不實信息。」而

「這兩個國家的誤導及不實信息，

就好像『洪水』一般，似乎是趁著

歐洲與全世界因為疫情正在手忙

腳亂之時湧入」。歐盟委員會還

批評大型社群網站，對於幫助使用

者進行事實查核這方面，能夠提供

的幫助實在太過少了。

實際上，早在 4 月之時，歐

盟「反不實信息任務小組」就已清

楚地指出，與中共官方互動的合

美德領袖意見早有分歧   川普或將三分之一駐德美軍撤回

使俄羅斯得以從波羅的海直接輸

送天然氣至德國，以至於加深俄

羅斯對歐盟影響力一事，也是造

成分歧的主因。而川普此時簽署

撤軍協議似乎突顯了當前美德之

間的關係。一位歐洲高級官員也

表示，德國沒有得到川普已經簽

署的關於撤軍的任何「提示」，這

本身已「不言而喻」。至於最大

的歧見還是來自於近來美德大相

逕庭的對中關係。

默克爾對中態度是關鍵

在美國、澳大利亞等國指責

北京隱瞞疫情，導致病毒在世界

範圍大流行之際，相比之下，德

國政界在這個問題上表現卻十分

低調。 5月15日，川普在接受福克

斯電視採訪時，針對如何對付中國

的問題說：「我們可以做很多事，

我們可以做任何事。我們可以切

斷一切關係。」但德國總理默克爾

卻於 5月 27日在柏林發表演講時

強調，德國與中國保持合作對歐盟

而言具有「重大戰略利益」。

近日，北京推出「香港《國安

法」在國際上引發強烈震盪。川普

在 5 月 29 日宣布了一系列對中國

推行「香港《國安法》」的強硬制裁

措施。但相對的，據德國之聲報

導，儘管德國政界反對派要求政

府因「港版《國安法》」加大對中方

壓力，但默克爾政府沒有進行公

開的批評。「德國聯邦政府顯然

不願就中共當權者的壓迫行為以

明確堅定的語言進行回擊，無論

是新疆維族人的遭遇，對中國公

民的壓制，還是香港民主運動受

到限制，柏林的表現都是如此。

其深知，德國同中方的經濟緊密

相連。幾乎每 4 輛在中國銷售的

汽車中，就有一輛是德國品牌。」

更進一步地，德國今年 7月1

2018年北約首腦會議期間，德國總理默克爾和美國總統川普會談。（Getty Images）

◆挪威科學家研究指

出，中共病毒（又稱武漢病

毒、新冠病毒）是武漢病毒

實驗室人工合成，並被不慎洩

漏。科學家還說，很多科學期

刊、雜誌都拒絕發表他們的論

文，因為怕惹惱中共。挪威科

學家比爾格‧索倫森（Birger 
Sørensen）和英國腫瘤學家

安格斯‧達爾格里什（Angus 
Dalgleish）在《生物物理學

季刊》發表了有關病毒中的刺

突蛋白的論文。據研究人員

稱，病毒的刺突蛋白含有看來

是人工插入的序列，這表明

該病毒不是自然起源。論文

中聲稱，已經鑑定出「置於

SARS-CoV-2 尖峰表面的插

入部分」，這解釋了該病毒

如何與人體細胞相互作用。

◆美國非裔公民女性

保守派評論員和政治活動家

坎 迪斯‧歐文斯（Candace 
Owens）4 日在臉書直播表

示，過去 5、6 年，人們習慣

一夜之間讓罪犯變成英雄，但

佛洛伊德生前多次涉及毒品、

搶劫入獄，絕對是罪犯，不是

烈士。歐文斯指出，有的時

候想說出不同於當下意見氛圍

的真正看法，可能招致外部巨

大壓力，但事實是，人們被謊

言蒙蔽。現況對於不同種族之

間造成極大威脅，「我不支持

媒體將喬治‧佛洛伊德虛構

成一個英雄或烈士來代表美

國的非裔群體。」佛洛伊德生

前 5 次因毒品、搶劫入獄，

死時身上還被起出假鈔，驗

屍報告還驗出毒品反應。

歐文斯提到，過去幾年，人

們習慣一夜之間讓罪犯變英

雄，佛洛伊德並非一個了不

起的人，每個人都覺得他生

前過著英雄式的生活，「我認

定他就是一個罪犯。」歐文斯

強調，害佛洛伊德死去的警察

應受到法律制裁，佛洛伊德家

人也有權利討公道。但歐文斯

坦言，對美國暴動相當反感，

她堅持不會為自己的說法道

歉，「佛洛伊德不是我的英雄

烈士，他可以是你的！」

◆美國海軍 6 月 8 日完

成了里根號航母戰鬥群、羅斯

福號航母戰鬥群和尼米茲號

航母戰鬥群等三個航母戰鬥

群於太平洋海域的部署行動，

以抗衡中共在太平洋區域的擴

張。中共最近在南海和臺灣

附近的軍事活動引起美國和全

球的高度關注。 5 月 12 日，

日本「共同社」揭露中共軍隊

擬定 8 月軍演，模擬奪取臺

灣控制的東沙島。五角大樓

也指責中共趁著各國忙於應

對疫情之際，擴大軍事活動

以獲取軍事和經濟優勢。五角

大樓強調，疫情爆發並未損

害其對中共行動的反應能力。

寰宇新聞

而違反規定的企業，將面臨刑法制

裁，後果包含罰金、取消資格，企

業高層，甚至可能被判處徒刑。

報導稱，約翰遜將在數週內

提出立法案，強制企業報告任何

有可能對國家安全構成威脅的外

國收購行為。

《泰晤士報》報導說，按規

定，當外國企業提出收購 25% 以

上的股份、資產或是智慧財產權

時，英國企業必須主動申報。沒

有報告收購案或收購後無視英國

政府規定條件的企業，均屬刑事

罪行，其董事可能被判入獄、取

消董事資格，或是被罰款。這項

法案也還獲得財相蘇納克（Rishi 
Sunak）的支持。約翰遜也有意把

學術合作和研究計畫等活動，都

納入這項法案的適用對象。

當前英國與中共當局的緊張

關係持續升溫。英國於 1月將華

為列為「高風險供應商」，限制其

5G 業務參與率在 35% 以下，最

近更有消息傳出，英國可能計畫在

2023 年之前全面移除 5G 網絡中

的華為設備。近日，首相約翰遜

還針對北京當局在香港強推「國

安法」，表明將大修「移民法」，

廣納 300 萬香港人取得英國公民

身分。

另外，據《香港經濟日報》報

導，因擔心中國留英學生作為中

共「特工」滲透英國大學，近日，

英國國會外交委員會主席建議，英

國當局應效仿美國做法，如果中國

學生「被國家利用來增強審查制

度」，英國政府應禁止他們入讀

當地大學。去年該委員會發表的報

告指出，有證據顯示，中方的學生

組織被利用來監視英國的學生，

而且其組織部分資金來自中共政

府，被英國認為用作干預。

澳洲7月立法                 
遏止中共擴張

持續緊張的中澳關係，也讓

澳洲政府 6 月 5 日宣布，將採取

更嚴格的措施阻止或駁回被認為

危害國家安全的投資案，對外國

投資案展開嚴格審查。外界普遍

認為，澳洲此舉或為遏止中共在

澳的擴張。

據「法廣」引法新社報導，

澳洲總理莫里森表示，政府將從

2021年起，對電信、重要基礎建

設和國防等敏感產業投資案展開

審查，即使是規模不大的投資案。

英相：違法收購列刑事

據路透社引述英國《泰晤士

報》8 日報導指出，出於對中共持

續擴張的擔憂，英國首相約翰遜

準備立法，嚴厲阻止對英國國家安

全構成威脅的外國企業收購行徑。

英與澳洲將立法  禁危害國安外資收購
【看中國記者岳劍清、萬厚德綜

合報導】英國與中共當局的關係

日益緊張，為遏止中共的擴張，

英國首相約翰遜準備立法，禁止

對英國國家安全構成威脅的外國

企業收購，據悉，該法案將在數

週內提出。無獨有偶的是，同樣

與中方關係日趨緊張的澳洲，也

將在7月立法，針對外資進行更為
嚴格的審查。

根據現行規定，對於澳洲自由貿易

協定的夥伴，政府委員會只會對投

資金額超過 12 億澳元的大型投資

案進行審查。澳洲政府計畫在 7月

前發布新規則的草案，並計畫在

2021年 1月1日開始實施，不論私

人投資者，抑或國有資金，不論規

模大小，都會加強審查。但澳洲

當局不會對現有投資案進行重審。

報導指出，針對這項外商投

資規定的修改力度是將近半個世

紀以來最大的一次修訂，包括賦

予政府更大權力，在外商投資引

起國家安全方面的風險時，有權

強制其退出投資。規管將涵蓋電

訊、能源、公用設施及涉及國安

資料的數據公司。

中國企業一直是澳洲資源、

農業和房地產的主要投資者。在

2018 ～ 2019 年獲澳洲批准的外商

投資來源國名單中，中國從第二位

降至第五位。美國位居第一，隨後

是加拿大、新加坡和日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