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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誣美誣華為中興華為中興威脅國安威脅國安

【本報訊】據法新社菲律賓．蘇
比克 8 日消息：菲律賓 8 日說，面向
南海的前美國海軍基地蘇比克灣，可
扮演一個重要角色，在美國加強亞太
軍事存在之際成為美國戰艦的中心。

供美戰艦及潛艇停靠
前蘇比克灣海軍基地曾是美國最

大海外軍事設施，位於馬尼拉東北80
公里處。自1992年關閉以來，它已被
改為自由港和旅遊區。但是一名菲律
賓高級官員指出，隨着美國重返亞太
，並準備在2020年前把其大多數艦隊
移往太平洋，美國很需要一些天然深
水港灣來供美國戰艦和潛艇停靠。

菲律賓政府 「軍隊來訪協議」委
員會主席、前將軍埃迪爾韋托．阿丹
說： 「根據美國的官方宣布，美軍要
進行戰略再平衡，這意味着更多資產
，更多飛機投放西太平洋。」他說：
「能夠容納海軍資產和海軍戰艦的港口
非常少，蘇比克是其中之一。隨着美
國開始實施（其戰略轉變），蘇比克將
扮演一個重要角色，因為蘇比克是有
能力為美軍在太平洋的存在提供服務
的重要設施之一。」他說，蘇比克可
「提供美國資產、海軍或飛機所需的必
要港口停靠、港口訪問和服務」。

美遣直升機航母參加
阿丹是在蘇比克灣一艘美國戰艦

「博諾姆．理查德」號上向記者發表
這番講話的，該戰艦是海軍陸戰隊遠
征隊兩棲攻擊艦，來這裡與菲律賓軍
隊舉行為期10天的聯合軍事演習。

《菲律賓每日問詢者報》8 日報
道此次代號為 「菲布萊克斯13」的演
習時強調，演習展開時間正值菲律賓
與中國因黃岩島及南海島嶼糾紛持續
之時。2013年美菲兩棲登陸演習，地
點設在巴拉望島周邊海域。參演的美
國軍艦至少有 7 艘，包括驅逐艦、潛
艇和突擊登陸艦等，兵力有2600人。
菲方也將派1200人參加。

美國 「博赫曼．理查德號」直升
機航母 5 日已抵達菲律賓，該艦由 2
艘軍艦護衛，搭載着2200名美軍士兵
，並裝載了兩棲戰車、輕型裝甲車輛
、直升機及「鷂」式垂直起降戰鬥機。

另外，美國海軍 「洛杉磯」級攻
擊型核潛艇 「奧林匹亞」號也於 4 日
抵達菲律賓呂宋島西部的蘇比克灣，
但目前還不清楚是否會參與此次演習
。美駐菲大使館稱， 「奧林匹亞」號
的訪問凸顯出 「美菲兩國之間深厚的
歷史、社會和軍事聯繫」。

【本報訊】據韓聯社 8 日消息：韓國軍方根據韓美簽訂的
《新導彈政策宣言》，決定在5年內將射程550公里和800公里
的導彈投入到實戰部署，為此，軍方已撥出 2.4 萬億韓圜（約
167億港幣）的預算。

韓國政府一位消息人士8日介紹，韓軍方為從明年開始的5
年裡提升導彈戰力而編制了約2.4萬億韓圜預算。這筆預算將用
於開發部署射程為550公里和800公里的導彈。軍方計劃在今後
5年內將新導彈投入到實戰部署。

消息人士表示，韓軍方提出了從明年開始每年增加5000億
韓圜預算的要求。政府已向國會提交預算案，因此國會是否會
接受軍方要求是關鍵。

韓國國防部政策企劃官申元植在 7 日舉行的記者招待會上
表示，韓國一直在不斷積累導彈技術，並且目前韓國的導彈技
術已達到相當高的水平。預計正式着手開始部署導彈不會需要
很長時間。

韓國 7 日宣布，韓國和美國就延長韓國軍方彈道導彈射程
達成協議。根據兩國發表的《新導彈政策宣言》，韓國導彈射
程將由目前的300公里延長到800公里。外媒指出，這意味着未

來韓國導彈射程可覆蓋朝鮮及中國東北。韓國憑藉自主國防科
技技術研發射程為800公里的彈道導彈，預計需要1年的時間，
到2014年韓國有望擁有從南部地區發射，射程可覆蓋朝鮮全境
的彈道導彈。

【本報訊】綜合美聯社及法新社 8 日消息：美國共和黨總
統候選人羅姆尼 8 日就外交政策發表演說，指望洗刷 「外交經
驗不足」的形象，挑戰現任總統奧巴馬的優勢領域。

羅姆尼 8 日在美國列克星敦的佛吉尼亞軍事學校發表演說
，根據較早時公布的演說要點，他將會保證，如果當選總統，
會對中東採取更強硬政策，試圖凸顯他和現任總統奧巴馬處理
利比亞、伊朗、敘利亞、以阿衝突等問題手法的差異。

根據競選陣營公布的節錄演講稿，羅姆尼會說： 「我知道
總統希望和美國結盟的中東更安全、更自由、更繁榮。我也這
麼希望，但希望不等於戰略。」羅姆尼還將闡明對美國駐班加
西領事館9月11日遇襲事件的看法。美國駐利比亞大使史蒂文
斯及另外 3 名美國人在事件中遇害身亡。羅姆尼將保證，若當
選會積極為利比亞攻擊事件究責。

羅姆尼也將保證加緊制裁伊朗，使其放棄核武野心，並在
附近地區部署戰艦，以對德黑蘭當局施壓，加強對以色列的軍
事協助和合作。羅姆尼發誓會和與美國有相同價值觀的敘利亞
反對派合作，確保他們獲得擊敗總統巴沙爾所需武器。羅姆尼
也將再次嘗試促成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締結和平協議。

羅姆尼將在演說中，闡明他的政策反映了所謂 「力量換取
和平」的主流教義。羅姆尼陣營指出，美國前總統杜魯門、里
根到克林頓都奉行這種方針。

羅姆尼和奧巴馬10月16日將進行第2場總統辯論，8日這
場演說有助羅姆尼奠定辯論基礎。第 2 場辯論舞台在紐約州霍
夫斯特拉大學，主題涵蓋內政和外交政策。羅姆尼將在演說指
出，奧巴馬尋求 「消極」政策，而非積極和美國的中東朋友建
立夥伴關係。

羅姆尼：當選即武裝敘叛軍

韓斥167億設800公里導彈

美國眾議院情報委員會主席、前
FBI特工邁克．羅傑斯，與該委員會內
的民主黨籍資深成員魯珀斯伯格，在香
港時間8日晚11時召開新聞發布會，公
布對中國電訊巨頭華為和中興長達一年
的報告。

這個發表時間，距離美國大選投票
日不足一個月。報告可能會成為今屆總
統競選的話題，在這場競選中，兩位候
選人都擺出隨時要強硬對待中國貿易違
規行為的姿勢。共和黨候選人羅姆尼尤
其猛烈，把中國稱為貨幣操縱國，並指
控中國有各種違法行為，例如竊取知識
產權。

美國 「國會山」網站6日發表題為
「中國企業準備迎擊美國國會報告的間

諜指責」的文章，華為美國公司發言人
普盧默對該網站稱， 「有一種假設稱華
為有個陰謀，為服從一國政府的命令，
在自己的產品中植入某種設備──真的
嗎？這個陰謀需要成百上千人完成。」

普盧默稱，華為是個在中國成立的
公司，但跟許多西方公司一樣展開國際
業務。將華為驅逐出美國 「完全是政治
因素」，意味着 「更少的工作崗位，更
少的外商投資，更少的創新和競爭，更
高的寬帶價格，更緊張的貿易爭端」。
普盧默稱，華為產品的安全性在全世界
都獲得了證明， 「這是今天、也是以後
的事實，但面對涉及政治議程的指控時
除外」。

（美聯社、美國 「國會山」 網站）

大選臨近 美再打對華牌

華為上市之路障礙重重
【本報訊】據美國《華爾街

日報》8 日報道：華為技術有限
公司（簡稱：華為）在進行首次
公開募股（IPO）前會對股市狀

況進行審慎評估。該公司尋求海外
上市的目的不僅是籌資，同時也是

為了消除批評者們的質疑。
融資顯然並非華為的當務之急。該

公司稱，截至2011年年底持有現金人民
幣 572 億元（合 705 億港元），貸款約
人民幣 202 億元。華為去年通過經營，
淨收穫現金人民幣178億元。

華為面臨的一大問題，是來自海外
的政治壓力。美國政府正對華為的業務
進行一項漫長的調查，同時澳洲政府又
禁止華為參與一項全國性寬頻網絡的投
標。抵制華為的人認為，該公司與中國
軍方存在關聯，會帶來安全方面的威脅
。不過，華為已多次否認這一說法。

華為可能希望通過海外上市，來加
強公司透明度，同時消除存在利益衝突

的看法。就在上月，華為澳洲業務的一
名董事表示，將該業務在悉尼上市，能
夠在很大程度上減輕人們對中國、對華
為的顧忌。

作為電信設備製造商的龍頭企業，
華為在多元化方面要好過一些競爭對手
。但電信設備製造領域的激烈競爭，令
行業內所有公司的利潤率都受到影響。
顯然，拓寬進入美國等關鍵市場的渠道
，能夠對業務帶來顯著提振，尤其考慮
到美國電信運營商們正轉向使用速度更
快的4G網絡。

如果華為進行IPO是為了讓關鍵國
家的監管機構回心轉意，那麼紐約股市
無疑是唯一選擇。華為國內競爭對手中
興通訊股份有限公司（ZTE）在香港上
市，但也正受到美國監管機構的調查。
當然，上市申請要想通過挑剔的美國監
管機構的批准絕非易事。華為的上市之
路將面臨許多重大障礙。

責任編輯：張佳晴
美術編輯：譚志賢

▲9月13日在華盛頓，華為美
國高級副總丁少華（左）與中
興高級副總朱進云在國會出席
聽證會 美聯社

▲美國共和黨總統候選人羅姆尼7日在佛羅里達州拉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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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軍工程師8日在戰艦 「博諾姆．理查德」 號的甲板上維修一架鷂式噴氣
戰機 法新社

該委員一個小組對華為與中興的產品
「涉嫌為中國間諜活動提供便利」，進行了

為期11個月的調查，並於8日公布的報告中
得出結論：該兩家公司因其設備可能被用來
針對美國民眾進行間諜活動，所以會給美國
國家安全帶來風險。

所謂 「罪狀」 捕風捉影
然而，這份長達52頁的非保密報告沒有

提供有關兩家公司設備被用於間諜活動的證
據。報告補充說，美國的一些公司遇到了蹊
蹺的或者是令人警覺的事件，這些事件與華
為或是中興的設備有關。

該委員會稱，美國監管當局應阻撓華為
和中興在美國的合併和收購活動；建議美國
政府電腦系統不要使用兩家公司的零件，因
為這可能會構成竊取機密風險；報告說：
「調查結果認為，華為和中興向美國重要基

礎設施提供設備所包含的風險，可能會損害
美國國家安全利益的核心。」

報告指稱，兩家公司未能就它們與中國
政府的關係和獲中國政府的支持等方面的問
題提供令人滿意的答案，以及未能就它們在
美國的運作提供詳細資料。該委員會還稱，
根據來自業界專家和部分華為僱員的證詞，
華為可能違反美國法律，包括違反移民法、
賄賂和貪污，以及侵犯版權等。

華為：難阻打入美市場決心
華為目前是世界上第二大的電信設備供

應商，其 70%的業務在海外開展，但銷售額
只有約有4%來自美國。中興是世界第4大移
動電話製造商，去年在美國電訊基建
設備銷售額低於3000萬美元。

華為公司新聞發言人向本報
表示，美國國會的做法不能阻止
華為公司進入美國市場的決
心。美國眾院情報委
員會的報告充滿了傳
聞，未能提供明確
的信息證明委員

會的擔憂是合理的。該報告的本質和目的是
阻撓中國公司進入美國市場、阻礙競爭。

華為發言人普盧默發表聲明說，美國對
華為威脅其國家安全的擔憂毫無根據。有關
華為對網絡攻擊的承受力異常脆弱的說法，
其實是無視技術和商業現實的，這種草率的
行為將對美國就業和創新產生威脅，完全無
助於保護美國的國家安全。

中興促審視產業供應鏈
中興通訊新聞發言人也對本報表示，在

中興通訊提供給所有美國運營商的可信賴交
付模型裡，中興通訊設備是由一個獨立的受
美國監督的美國安全評估實驗室進行評估的
。中興通訊設備不會對美國市場造成任何安
全威脅。中興通訊敦促委員會擴大視野，審
視整個電信產業供應鏈，所有供應商都應該
向美國提供一致的可信賴交付解決方案。

面對進軍美國市場受阻的消息拖累，中
興通訊 8 日 H 股股價走勢偏軟，全日低位徘
徊，尾市一度低見12.58港元，
收市報12.6港元，跌
幅達 5.97%。而中興
通訊A股則逆
市 上 漲 2.6%
收 報 11.45 元
人民幣。

美國眾議院情報委員會8日發表報告，指稱中國兩家電信巨擘─華為
技術有限公司與中興通訊（00763）可能對美國國家安全構成威脅，警告美
國公司應避免與這兩家公司合作。華為與中興反駁指控毫無根據，中國外交
部則希望美國國會尊重事實，摒棄偏見，多做有利於中美經貿合作的事。

【本報記者黎冬梅深圳八日報道】

▲▲66月月1919日在新加坡，華為在亞洲通訊展日在新加坡，華為在亞洲通訊展
上展出商品上展出商品 法新社法新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