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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國務卿希拉里訪問非洲六國，一路上 「含沙射影
」地批評中國，引起了國際輿論關注。這與美國一貫炒作的

「中國威脅論」、 「中國掠奪論」、 「中國危害人權論」、 「中國
新殖民主義」等論調一脈相承。但事實證明，希拉里的訪問難以抹
殺中國多年來為非洲做出的貢獻。

不能予人尊重，無疑成為歐美在非洲影響力持續下降的重要原
因。此次希拉里訪非前，非洲大陸已經多年沒有美國領導人來訪了
。有非洲政治家抱怨，西方官員慣於怠慢到訪的非洲領導人。以美
為代表的發達國家對非洲的輕慢態度折射出其霸權本質，引發了非
洲國家和民眾的普遍反感。

非憂美帶來不穩定因素
西方推動的民主理念引起非洲反思。非洲曾為民主制度感到自

豪。希拉里此訪中也繼續大談民主。但非洲已逐漸意識到民主制度
帶來的嚴峻問題。上世紀80年代，非洲民主化高潮時，各政治力
量無不借民主之名而展開激烈爭鬥，造成政治動盪、經濟停滯、衝
突和戰亂不斷。時至今日，伴隨民主的動盪甚至戰亂，仍然是非洲
人民的夢魘。民主和良政固然是非洲人民渴望擁有的，但非洲必不
願以衝突和流血為代價來享受這些 「奢侈品」。西方主導下的西亞
北非式的 「民主與革命」已引起了非洲的警惕。

非洲需要穩定與發展，因此擔心美國會給非洲帶來更多不確定
因素。冷戰後，美國在某種程度上成為全球不穩定因素的來源。從
科索沃戰爭到伊拉克戰爭，從阿富汗戰爭到利比亞戰爭，美國走過
的土地，留下的只有戰火和死亡。基於這個原因，非洲國家紛紛拒
絕美國在非洲設立司令部。

而在經濟層面上，美國在非洲的地位也在下降。美國從 2009
年就丟掉了非洲第一大貿易夥伴國的地位。儘管目前美國仍是非洲
最大的投資來源地，但也僅僅是統計數字上的第一大投資國。在非
洲不斷湧現的大型項目和產權交易中，已經越來越難發現美國投資
人的身影，反而不斷暴露美國資本退出非洲的蹤跡。

中國對非洲貢獻獲認可
與西方的做法相反，中國尊重非洲，重視非洲，用實際行動為

非洲的發展做出貢獻，因此，在非洲獲得了認可。
非洲國家領導人訪問中國，都會受到中國領導人的熱情接待。

中國外長每年年初第一次出訪都要選擇非洲，這已經成為了中國外
交的慣例之一。當前中國黨和國家領導人全部都訪問過非洲，其密
集程度超過了任何發達國家。中國既沒有用相近的歷史遭遇來影響
非洲的決策，也沒有用政治籌碼來壓制非洲，更沒有用軍事基地來
脅迫非洲。

中國對非洲的吸引力，完全在於互惠互利政策和巨大的包容性
。在各種對外交往中，非洲從中非合作中獲利最多。儘管西方在非
經營了500年，進入非洲不久的中國憑藉惠己及人和有容乃大的傳
統文化贏得了民心。

經貿競爭為正本溯源之舉
歐美曾經是非洲的主人，曾經長期主導非洲的走向，但近年來

，中國、印度、巴西等發展中國家異軍突起，已經打破了非洲國家
對歐美的依賴。歐美感到恐慌和焦慮，一方面口誅筆伐，肆無忌憚
地指責中國公司貪婪，掠奪非洲資源，腐蝕非洲政治生態。此次希
拉里在訪非期間，又影射 「中非合作不利於民主和良政」。另一方
面，歐美致力於加強軍事的介入和控制。但這些做法都無法幫助歐
美再次 「統治」非洲。西方的 「宣傳」在非洲日益失去聽眾，西方
的軍事努力只能引發更大的反感和反對。

客觀的說，希拉里訪非唯一的明智之舉，就是她帶着龐大的
商貿代表團。歐美在非洲輸在經濟和貿易上，也只能通過經濟
和貿易行為奪回影響力。經濟和貿易競爭，有利於非洲，
有利於提升各經濟體的發展，是正本溯源之舉。經濟行
為不能過度政治化。但願美國真正認識到問題之
所在，找到解決問題的正確方法。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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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據美國全國廣播電視公司
15日報道：經濟分析師表示，如果當前糧
食價格上漲趨勢在未來幾個月延續，食品
通脹將在明年起開始侵害亞洲國家及地區
的經濟增長，中國內地、香港和越南面對
打擊將最為脆弱。

作為全球最大農業出口國的美國，其
中西部糧產區現正遭受50多年以來最嚴重
的乾旱影響，導致自 7 月中旬以來玉米、
大豆和小麥價格分別上漲了 38%，24%和
45%。較早前，聯合國就此狀況提出警告
，全球可能會重新經歷2008年農產品價格
飛漲的糧食危機，而20國集團的官員亦計
劃舉行會議，商討糧價飛漲的應對措施。

渣打銀行在本周公布的一份報告中指
出，雖然周二紐約的穀物成交價格因中西
部大部分地區降雨而稍微下跌，但價格將
會維持在現時的高位。美國的高溫乾旱情
況將持續到 8 月底，並且在明年年初推高
亞洲地區的食品通脹。

渣打亞洲研究部主管許長泰在報告稱
： 「如果糧食價格上漲在未來幾個月內持
續，我們預期更高的全球糧食價格，將在

2013 年年初對亞洲國家造成影響，我們的
相關性分析表明對大多數亞洲經濟體而言
，全球糧價上漲和這些國家的食品通脹滯
後時間為5-7個月。」

亞洲食品佔CPI比例高
在2007年至2008年，亞洲地區深受糧

食危機影響，水稻收成差，出現囤糧和衝
突事件發生。由於食品在亞洲國家所佔的
消費比率，較世界其他地區要高，食品通
脹對該地區影響尤其嚴重。例如，根據世
界基金會的報告，在亞洲發展中國家，食
品在總體消費價格中佔 35%，但在美歐等
地只佔20%。

該報告認為，越南、中國內地和香港
對抗食品通脹尤其脆弱，因其 CPI 指數跟
反映全球糧食價格的CBR／路透糧食指數
的相關性尤其大。自從 6 月 15 日以來，
CBR／路透糧食指數上漲了 10%，大豆、
小麥和玉米三種食品佔到該指數權重的
18%。

許長泰指出CBR／路透糧食指數每上
漲 1 個百分點，越南、中國內地和香港的

通脹就要分別上漲13.7個基點，6.3個基點
和4.9個基點。而這還不包括糧價上漲對工
資和其他相關費用的推動。

在上周，日本野村證券報告也為糧食
危機敲響警鐘，認為全球糧食大宗商品的
上漲，將對亞洲國家的經濟造成 「急性」
衝擊。

亞洲通脹末季將逾4％
對於亞洲國家及地區的通脹而言，糧

食價格數中的比能源價格的權重大得多，
在亞洲國家及地區 CPI 指數，潛在的比重
通常比後者大兩到三倍。亞洲國家及地區
平均的糧食和能源合計比重在 43%，而在
印度、印尼和菲律賓這個比重在 50%左右
。而在美國糧食和能源佔 CPI 指數的比重
小得的多，僅僅為24%。

如果大宗商品價格繼續攀升，而全球
經濟復蘇速度放緩，亞洲的通脹將在四季
度上升到4.3%，在2013年第二季度上漲到
5.6％ ， 這 個 預 測 模 型 發 生 的 概 率 為
30-40%，而香港的通脹程度可能會在亞洲
經濟體中最大。

不過，滙豐亞洲經濟研究部聯席主管
范力民表示，食品價格推高暫時未對亞洲
經濟產生影響，但需要密切注意油價升幅
，如果兩者同時上漲，就會產生問題。

渣打：港通脹或全亞洲最高

發展非傳統新聞產品 助紙媒轉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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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綜合美聯社、法新社、路透社和英
國廣播電視台15日消息：美國媒體巨頭《紐約時報
》公司14日宣布，經過長達八個月的甄選之後，即
將卸任英國廣播電視公司（BBC）總監一職的馬克
．湯普森，將出任該公司主席兼行政總裁，幫助紐
時推廣數字傳播兼多媒體業務。

簡訊

【本報訊】據法新社悉尼15日消息：全球煙草公司周
三在澳洲一場香煙包裝訴訟中，遭受 「里程碑式」挫敗。反
對吸煙人士說，這場官司可能會產生全球性影響。

澳洲高級法院裁決，認為強制煙草公司在香煙盒上印有
醒目的健康警告圖像，並不違憲。根據澳洲最新法律，從今
年 12 月 1 日起，所有香煙都必須使用統一、單調的包裝，
以及印上醒目的危害健康警告圖像。

以英美煙草公司為首的四家公司，入稟法庭，挑戰禁煙
法律，宣稱禁止煙盒上印出牌子和商標，違反知識產權，亦
違反憲法。

但是法庭駁回英美煙草公司、日本煙草國際、帝國煙草
公司和菲利普．莫里斯公司的理據。這些公司說，該法律等
於是 「以不合理條件獲取（它們的）財產」。

澳洲估計，每年有1.5萬人死於與香煙有關的疾病，並
估計吸煙每年導致國家損失超過300億澳元的醫療保健費用
和生產力損失。

英國、加拿大和新西蘭也在考慮採取同樣措施。羅克森
說，中國、南非和歐盟也懷興趣注意該案件。

澳香煙包裝法年底實施

創立於1851年、被戲稱為 「灰色女士」的
《紐約時報》，是美國最負盛名的報紙之一，
曾是嚴肅可靠大報的代名詞。其母公司業務多
元化，擁有《紐約時報》、《國際先驅論壇報
》和《波士頓環球報》等多家報紙和多個多媒
體成員，2011年收入為23億美元。

受到互聯網和新媒體產品發展，《紐時》
近年來在印刷媒體上的業績持續下滑，公司轉
而努力經營數字媒體，旗下的《紐約時報》及
《波士頓環球報》網絡版從去年 3 月開始推出
付費版，且成功讓讀者掏腰包看新聞。今年六
月，紐時還推出了線上中文版。

此外，《紐時》受金融危機的影響虧損嚴
重，要出賣名下大樓物業，以及多次大批裁員
予以維持。

在上個季度，這些報紙總共擁有53.2萬名
數字媒體訂閱用戶。數字訂閱使得該公司在該
季度的總收入增加了1%，至5.15億美元。

據巴克萊分析師文卡特什沃估計，《紐時

》的電子訂閱用戶有望在兩年內超過印刷版。
不過，即使這一預測正確，電子訂閱也無法解
決該報的所有問題，畢竟電子訂閱者所帶來的
收入遠低於印刷訂閱者，兩者的年訂閱費分別
為220美元和730美元。

不過，由於電子版的製作和配送成本遠低
於印刷版，因此只要《紐約時報》不過分依賴
折扣銷售電子版，兩者的利潤幾乎相當。

與此同時，該公司正在擺脫那些陷入困境
的業務，即使它們也是在線的。上周，該公司
同意以2.7億美元的價格出售About.com信息供
應網站，該網站已經好幾個季度收入增長緩
慢。

除了從BBC招攬湯普森過檔之外，該公司
在 6 月的時候向董事會注入了兩名科技猛將：
Twitter的早期投資者同時也是麻省理工媒體實
驗室主管的伊藤穰一，以及擅長投資草創階段
科技企業的風投家麥克安德魯斯。

（美聯社、法新社）

敘利亞首都發生爆炸
【本報訊】據新華社15 日消息：據敘利亞國家電視台

15 日報道，首都大馬士革市中心地區當天上午遭爆炸襲擊
，至少造成3人受傷。

報道說，爆炸發生在市中心大馬士革玫瑰酒店附近。事
先安置在一輛油罐車下面的爆炸裝置被引爆，周圍地區上空
出現濃濃黑煙。爆炸目前已造成3人受傷，一些公共設施被
損毀。

距大馬士革玫瑰酒店不遠處是敘利亞國防部等國防與情
報機構辦公大樓。聯合國敘利亞監督團工作人員也在這家酒
店內辦公。

喬布斯故居竊賊落網
【本報訊】據中新社14 日消息：美國加州警方逮捕了

一名潛入蘋果共同創辦人喬布斯家中竊取電腦和個人物品並
販賣的竊賊，保釋金 50 萬美元，8 月 20 日將首次開庭審
理。

加州聖塔克拉拉郡檢察官弗拉特瑞14 日對媒體表示，
竊案發生在今年 7 月 17 日，35 歲的阿拉米達郡居民馬克法
林從喬布斯位於帕洛阿圖市的家中竊取了價值6萬美元的電
腦和一些個人物品。

8月2日，馬克法林再次盜竊時被捕。他被控入室盜竊
和販賣偷盜物品，保釋金50萬美元，現被關押在獄中。

喬布斯在去年10 月因癌症辭世，他的住宅今年年中處
於大修狀態，盜賊很有可能不知道闖入了喬布斯家。

湯普森接替去年12月離職的詹妮特．魯濱遜出任紐時行政
總裁，在11月正式履新。他會遷居紐約，並加入集團董事會。

紐時表示，聘任湯普森，是看重他協助發展非傳統新聞產
品的能力。集團董事長亞瑟．蘇茲伯格在聲明中稱讚湯普森是
一名 「具有天賦的總裁」，並對他可從各種新型媒體產品賺取
收益大加讚賞。

幫BBC轉型的創新者
蘇茲伯格表示，湯普森在 「英國廣播公司供職的經驗和取

得的成就使其成為當前領導紐約時報公司的理想人選」，尤其
在 「高度集中致力於通過數字業務和全球擴張的方式來推動自
身業務實現增長」的時候。湯普森隨後也發表聲明表示，自己
樂意幫紐時拓展上述業務。

55 歲的湯普森被視為一個幫助 BBC 轉型的創新者。他在
1979年加入BBC，從2004年開始出任總監一職，長達八年。他
管理包括10個全國性的電視頻道、10個國內無線電台、40個本
地電台、一個高瀏覽率的網站以及用27種語言播放的數十個國
際廣播。他在BBC期間的最大成就，包括發展iPlayer網絡平台
，讓觀眾免費上網觀看錯過的節目，此服務在倫敦奧運期間極
受歡迎。此外，他在今年成為BBC World主席，主管DVD銷
售以及BBC節目海外播映權等業務。不過湯普森之前就表示，
在倫敦奧運之後，就會離開工作多年的BBC。

紐時現正大力推廣旗下新聞訂閱網站，還有走在時代前沿
的博客和視頻。執掌BBC多個媒體平台的湯普森，有望迎合並
支持紐時這一發展趨勢。

無紙媒背景或成掣肘
對於湯普森到任的消息，業界對此消息意見不一，有人看

好，有人意外。
前英國《衛報》新聞主管、現擔任哥倫比亞大學數字新聞

系主任艾米麗．貝爾指湯普森在處理改頭換面的組織機構自有
一套， 「他是在聚會結束後，帶着清理工具現身收拾殘局的那
個人。」

投資銀行 Evercore Partners 分析師道格亞瑟表示，這起人
事案有利好因素， 「他經營過一流企業，無懼旁人細看」，但
他指出，湯普森沒有紙媒工作背景，有可能成為掣肘因素。

傳媒投資銀行 DeSilva & Phillips 總經理菲利普斯表示：
「紐時聘請與平面媒體完全無關的非美籍人士出任行政總裁一

職，令人大感意外。」
紐時內部也對湯普森的 「空降」意見不一。新聞編輯部內

部有消息人士指出，一部分人認為他可能會毀掉該報，另一部
分人則認為他有助紐時走出泥潭。另外，還有一部分人的意見
則認為， 「最大疑問是，這起任命是否意味紐時將進一步踏足
電視業務，或僅是保持現狀並擴大數字化。」

◀澳洲高級
法 院 15 日
推翻四家煙
草公司上訴
，強迫煙草
公司在香煙
盒子上印有
吸煙有害健
康的圖案及
提醒字眼

路透社

紐時：百年老店求轉型

▲美國現時受到五十年一遇的乾旱影響，中西部糧食減產嚴
重，有可能影響亞洲地區食品價格 路透社

▼BBC總監湯普森跳槽《紐約時報》
出任主席兼行政總裁 路透社

▲

《紐約時報》位於美國的總部
互聯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