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緬銅礦爆示威

【本報訊】綜合美聯社、法新社29日
消息：第65屆聯合國大會在紐約時間29日
下午三點（香港時間 30 日凌晨 4 點）表決
巴勒斯坦尋求從政治實體觀察員提升至觀
察員國地位的決議草案。在投票表決前夕
，美國態度強硬，再次重申會投反對票。

巴勒斯坦自治政府主席阿巴斯將在 29
日下午，正式向聯合國 193 個成員國提出
，讓巴勒斯坦升級成為聯合國正式觀察員
國，並就巴以關係發表關鍵演說。

當天的決議只需要獲得簡單多數通過
，預計巴勒斯坦可以獲得 150 票。巴勒斯
坦稱，已有 132 個國家與巴勒斯坦互相承
認國家地位，但不排除部分國家投棄權票
的可能。另外，像法國等部分歐洲國家，
儘管沒有正式承認 「巴勒斯坦國」，但還
是會投票支持。

作為以色列堅定盟友的美國，一直大
力開展各種攻勢，阻礙巴勒斯坦這次的申

請，並警告稱巴勒斯坦地位升級，對於解
決中東長達數十年的衝突沒有任何幫助。

28 日，美國國務卿希拉里在議案投票
前夕強調，通往巴勒斯坦建國的唯一道路
是直接協商。

希拉里說： 「我已說過很多次，實現
巴勒斯坦人民渴望、通往兩國方案的道路
，是經由耶路撒冷和拉姆安拉，而非紐約
。」希拉里重申美國反對巴勒斯坦在聯合
國尋求地位升級，明確表示美國會投反對
票。

希拉里警告，不論當天聯合國表決結
果如何， 「都無法產生所有人想要的結果
，獲致長久解決方案的唯一方式，是展開
直接協商」。

美以撤援助脅迫 無功而返
美國助理國務卿伯恩斯和中東特使黑

爾，28日在阿巴斯下榻的酒店與其會面，

不過無功而返，阿巴斯拒絕收回議案或者
作出修改。伯恩斯向阿巴斯承諾，如果後
者答應不尋求地位升級，奧巴馬在明年
會重新參與調停巴以問題。巴勒斯坦方
面稱，收回議案 「等同改名」，絕對不
會答應。

美國早前一直警告，阿巴斯可能會失
去 2 億美元的援助，這項援助巴國的議案
現時正遭到國會阻撓。巴勒斯坦和部分聯
合國機構承認，巴方有可能因為本次投票
喪失數億美元的援助。美國法律也禁止美
方向任何承認巴勒斯坦國家地位的國際機
構提供資助。

以色列方面也採取行動，降低巴勒斯
坦聯大地位升級的意義，稱此舉只是一
個沒有 「任何實際意義的虛步」，也稱
巴方此舉嚴重違反了兩國早已定下的和
平條約。

儘管如此，以色列外長利伯曼已飛抵
，安排在投票前與聯合國秘書長潘基文會
面，以色列聯合國代表普羅索爾將在阿巴
斯之後發言，足以看出這次議案對以方的
重要性。

德國在28日曾稱會投反對票，但29日
卻稍微改變態度，轉稱投棄權票。加拿大
則表示會跟隨美國投反對票。

巴入聯投票結果今出爐
美重申反對 促以巴協商

吳登盛上台以來最大清場行動

奧巴馬冀聖誕前越財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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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綜合路透社、美聯社、法
新社、《紐約時報》29日消息：緬甸數百
名村民、學生和僧侶連續數日佔據北部蒙
育瓦中緬合資銅礦礦區抗議徵地後，緬甸
當局周四清晨出動鎮暴警察清場，向示威
群眾發射水炮和催淚彈，導致數十人受傷
。這是現任總統吳登盛上台20個月以來，
最大規模的示威清場行動。

【本報訊】綜合法新社、美聯社 28 日消息：美
國總統奧巴馬周三向共和黨方面發出呼籲，爭取於
聖誕節前在避免增稅和赤字緊縮問題上能夠達成協
議，以避免美國經濟再次陷入衰退。他還在社交網
站上發起活動，呼籲美國民眾支持自己。

奧巴馬在白宮與一些中產家庭一起站台，希望
共和黨能和民主黨一道促請國會同意延長大部分美
國人的減稅期，並同意他向富人增稅的提議。

奧巴馬說： 「我希望每個人都可以了解，這次
的辯論不只是關於數字。這一系列的重大決定將會
給美國千萬家庭帶來深遠影響。」

「我們的最終目標是能夠就赤字問題達成一致
，期望能夠以公平、平穩的手段使長期以來的赤字
問題得到有效控制。」

「我相信兩黨能夠在未來幾周內就這一框架協
議取得共識。事實上，我希望能在聖誕節前解決這
個問題。」

同時，奧巴馬在社交網站臉譜（Facebook）和
Twitter上發出 「My2K」的標籤，動員美國民眾能夠
盡力給予他支持， 「告訴國會那些人，2000 美元的

增稅對你來說意味着什麼。」
美國財政部長蓋特納和白宮高級助理納博斯周

四分別與參眾兩院的4位領導人進行會晤，就即將在
明年1月開始的一系列避免增稅和減少開支的措施展
開討論。

共和黨人對白宮一直拖緩對話進程感到不滿，
同時白宮遲遲未能提供有關奧巴馬將如何控制各項
福利計劃快速增長的具體措施，也激怒了共和黨人
。由於兩黨之前在長期赤字和預算方面沒有達成協
議，今年底就是最後期限，冀望能和國會得出一個
折衷的結果。

白宮有意對稅率讓步
奧巴馬一直堅持，應對年收入在 25 萬美元以上

的家庭增加稅收。共和黨方面堅稱提高富人的稅收
會適得其反，損害小企業主的利益，減緩經濟增長
的速度，同時抑制就業機會的增加。共和黨眾議院
議長博納的態度非常固執，一直認為如要徵收任何
的新稅款，應首先改革稅法，清除稅收優惠，並降
低所有人的稅率。不過 28 日有消息暗示，白宮對稅

率與刪減政府福利方案將再有所讓步。
奧巴馬表示： 「我會盡一切所能完成此事。這

件事對華盛頓來說太重要了，不能搞砸。」前兩黨
赤字委員會共同主席鮑爾斯也透露，奧巴馬有可能
讓步。

本次爆發示威的萊比塘銅礦，是緬甸軍方擁有的
緬甸經濟控股公司與中國北方工業集團下屬的萬寶公
司的合資項目。包括村民、僧侶、學生在內的數以百
計民眾，多月來發動示威抗議，控訴政府為了在當地
開採銅礦，非法徵收約3200公頃土地及破壞環境。

當地目擊者說，估計超過 100 名警察乘坐卡車，
於周四凌晨來到緬甸西北部實皆省的 6 個示威營地。
警方在當地時間凌晨 2 時半對示威營地進行驅離。示
威者紹豐敏（譯音）說，警方給他們 5 分鐘離開營地
，時間一到，就開始噴水柱、施放催淚彈。

根據當地醫院的消息，至少50人受傷，當中27個
僧人和另外一人被燒傷，據悉是因為警方向示威者帳
篷投擲可引起着火的 「磷彈」。

當地新聞網站公布的照片顯示，僧人們身上多處
綁着繃帶，有的僧人臉上燒傷痕跡明顯，兩名僧人重
度燒傷，已轉往大城市曼德勒治療。另有 6 名抗議僧
人被逮捕。

昂山前往探望示威者
但總統吳登盛的發言人梭泰稱，警方只使用了水

槍、催淚彈和煙霧彈來驅散示威者， 「警方在履行職
責的過程中沒有使用化學武器。」

當局曾要求示威者在27日之前撤離抗議營地，但
他們誓言抗爭到底。示威群眾遭到驅離後，聚集在附
近一間佛寺，尚未決定下步行動。

緬甸反對派領袖昂山素姬29日也前往示威地區探
望示威者，並發表講話。但昂山並未對項目本身發
表任何評論，只是說願意在政府和示威者之間進行
調停。

萊比塘銅礦最初是緬甸軍政府與加拿大一家礦業
公司的合作項目。中國萬寶礦產公司兩年前購入該礦
，並打算擴大採礦的範圍，因此需要部分村落搬遷。

本次示威至少可以追溯到3個月前。在9月份的示
威中，示威人士稱礦業公司為了拓展採礦範圍，在沒
有徵求村民的意見的情況下非法徵收土地，有部分人
甚至沒有獲得賠款。示威者要求在未發表環境評估和
社會評估報告之前，該銅礦停止運轉。

成緬甸改革試金石
緬甸國營電視台報道說，在連續示威的影響下，

自11月18日以來，項目工作已經停止。
分析人士稱，在經歷數十年的壓迫後，萊比塘銅

礦已經成為了吳登盛上台以來，緬甸承諾改革的試金
石。示威者們正在探索新的自由，其中包括今年 7 月

生效的放鬆對示威者的法律管制。不過緬甸官員早前
公開表示，示威活動會嚇跑外國投資者，無助本國經
濟。

本次事件同時也展示了緬甸人民對中國企業的不
滿。中國企業近年來在緬甸大力擴張，引發當地的反
華情緒，也是去年中緬合作的密松水電站項目流產的
主要原因之一。

中方：冀緬創有利條件
另據報道，中國外交部發言人洪磊29日在例行記

者會上表示，蒙育瓦銅礦項目是中緬兩國企業界互利
共贏的合作項目。該項目有關搬遷補償、環境保護、
收益分配等均為雙方商定，符合緬甸有關法律法規。
希望緬甸國內各界在尊重緬甸法律法規的基礎上，為
中緬合資銅礦項目順利實施創造有利條件。

警方強驅致50傷

萊比塘銅礦之所以面臨巨大 「民憤」，與
緬甸國內的政治轉型是分不開的。吳登盛總統
結束新聞管制，媒體言論完全放開。大量媒體
參與了這次對中國企業的圍剿，並帶有明顯傾
向。此外，公共空間的開放，也使緬甸民間團
體瞬間從地下轉為地上，以民盟、 「88 學生
組織」為代表的一系列民主組織開始成為社會
政治生活的主角，他們需要 「搭台唱戲」，爭
取國內外支持。

19 日的抗議中，多名組織者戴着印有全
國民主聯盟縮寫字樣的帽子，使民盟在此事的
角色明朗化。民盟聯絡人尼尼明說，目前緬甸
全國到處都在抗議，中國是緬甸最大的投資國
，因此招來的抗議最多。抗議者希望中國公司
在項目執行上提高透明度，在工資待遇上保持
公正、人道，而中國公司在這些方面 「仍做得
不夠」。

而 「88 學生組織」秘書長之一敏瑟亞也
承認，該組織參與和主導了對該礦的抗議，
「這是我們的工作」。曾被軍政府投入監獄多

年的敏瑟亞看來，這個項目和前軍政府及軍
方企業的聯繫，使它已經處於某種 「道德劣
勢」。

中方萬寶礦產人士反覆強調，該礦一個商
業項目，從收購、徵地到補償，每一步都合乎
緬甸現行法律。緬甸政治環境的改變，使緬甸
政府的姿態一下子過於柔軟，管理能力變弱，
而在野政治力量則利用一些民生訴求，想 「撈
政治分」。中國公司成為最容易找到的攻擊對
象，萬寶 「只希望能在商言商，不要被捲入其
他亂局與漩渦。」 互聯網

政治風險成中國企業關卡
對中國在緬投資而言，萊比塘

銅礦是某種意義上的風向標。前幾
年，中國投資進入緬甸的速度很快
，投資額最高達 203 億美元。但在

密松水電站被叫停之後，再無新的中國投資進入。
緬甸不用再依賴中國投資，這也是很多緬甸民眾的

想法。他們認為，政治開放會使緬甸成為全球投資的熱
土，西方企業將帶來更大的利益。

但中國駐緬甸大使館經濟商務參贊金洪根認為，就
緬甸剛剛出台的外國投資法來看，它只是籠統地開放了
外資投資領域，卻沒有列出細則。此外，招商引資需要
一定的軟硬條件緬甸暫時都無法達到，外國投資者可能
還需要一段觀望期。

隨着奧巴馬高調訪緬，中緬與美緬兩對關係一再被
對比，世界似乎都在等緬甸做單項選擇。金洪根分析說
，結交西方新朋友，並不意味着要與中國這個老朋友
疏遠，多樣化競爭才會使緬甸經濟受益。 「開放後的緬
甸與西方的互動一下子頻繁起來，但它也需要跟西方
磨合，中緬關係一直很友好，緬甸不可能把中國一腳
踢開。」

此外，近些年，隨着海外投資的不斷增加，中資企
業的風險評估、項目管理及危機應對等能力時常受到考
驗。在回顧該項目時，政治風險在資源採掘行業是不能
忽視的，此經驗在其他案例中也同樣適用。

隨着中國崛起及全球資源競爭白熱化，中企的商業
活動正面臨着越來越多的政治挑戰，而直面西方對手的
大型企業則更有可能成為某些政治勢力的目標，承受着
不屬於市場的壓力與阻撓，走出去的中國企業都將經歷
這道關卡。中國政府及駐外使館也應幫助企業克服這種
出門在外的 「不安全感」。 環球網

打社交戰向共和黨施壓

▲約旦河西岸巴勒斯坦民眾29日舉行集會，希望本國可以順利
入聯 法新社

【本報記者張思靜長沙29日電】三一集團關聯公司羅
爾斯公司起訴美國總統奧巴馬和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一案，
於北京時間28日晚間，在美國哥倫比亞特區聯邦地方分區
法院開始了第一次庭審，雙方律師就法院對該起案件是否有
管轄權展開激辯。雖然第一次庭審並未進入實體審理，但三
一集團表示，即便是場持久戰，三一也將應戰到底。

美國司法部律師認為，因為相關的法規明確地說明總統
依照本法案做出的決定不受司法審查，就是法律明文規定不
受司法審查，因此沒有法庭，沒有司法審查權。

但中方律師認為，如果美國總統依照法案做出的命令是
在法案授權的範圍內做出的命令，那麼這個命令是不受司法
審查的。但是，如果總統做出的相關命令超越了相關法規授
權的範圍，超越法律授權範圍做出的決定，應該也必須受到
法庭的司法審查和監管。整個庭審持續了兩個小時，不過，
法官並沒有當庭宣判一審裁定。

三一集團29日在接受本報記者採訪時表示，本次庭審
將在一個月之內有結果，目前，一切都在按司法程序進行，
三一也在等待審判結果再做出下一步的應對。

三一集團總裁向文波表示， 「此事結果很難預料，但我
們認為，過程比結果重要，因為這是一種態度。」他認為，
這個案件的象徵意義很大，美國對中國企業的無端指責不只
針對三一，現在華為、中興、中海油都受到了這種無端指責
，不應該沉默，打這場官司的最重要原因就是要改變中國人
的思維方式。

三一集團宣傳部工作人員亦表明，即便這是場持久戰，
三一也會應戰到底。因為這場訴訟不僅能給中國所有走出去
的企業樹立一個範本，為企業提供經驗，同時也讓對方政府
明白，中國企業並不是那麼好欺負的。

告奧巴馬 三一誓應戰到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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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緬甸萊比
塘銅礦示威中
受 傷 的 僧 人
29 日在互相
檢查傷勢

法新社

▲萊比塘銅礦礦區的一個示威營29日在警方的示威清場行
動中着火 美聯社

▲奧巴馬28日在社交網絡上發動攻勢，在 「財政
懸崖」 問題上向共和黨施壓 美聯社

分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