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美槍會倡武裝校警被狂轟

美報告暗示警惕華企投資

制止持槍壞人唯一做法是好人持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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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據路透社華盛頓 21 日消息：美國外
國投資委員會（CFIUS）周四向國會提交年度報告指
，美國情報界相信 「一個或多個」國家正通過併購美
國公司的手段獲取美國技術。

負責上述報告的美國外國投資委員會隸屬美國財
政部，是美國政府的跨機構委員會，主要評估外國投
資對美國國家安全構成的潛在影響。

外國投資委員會在 20 日提交給國會的最新年度
報告中稱，美國情報界有相當的把握認為， 「一個或
多個外國政府或公司」正試圖購買那些在關鍵技術的
研究、發展和生產方面處於領先地位的美國公司。

該投資委員會指出，這類已完成或尚在洽談的併
購交易之所以令人懷疑，除了收購模式不尋常外，有
外國政府的獎勵條款獨厚併購美國資產的本土企業，
提供這些公司補助、貸款或減稅優惠，也可從中看出
端倪。究竟哪些國家被美國情報官員懷疑，與國內企
業暗中聯手收購美國資產，該委員會在報告中並未點
名，但透露另有一份機密報告已送交國會，裡面的情

報可證實委員會的結論。
CFIUS 報告統計去年涉及美國關鍵技術的併購

交易件數，以英國企業的 30 件最多，法國、日本、
加拿大、荷蘭、德國與以色列則各有5件，中國企業
參與這類敏感交易的件數為4件。

該委員會目前正對中國海洋石油公司收購加拿大
能源集團尼克森的計劃進行評估。加拿大政府已經批
准這項計劃，但是美國外國投資委員會正考慮是否允
許中海油涉足尼克森在美國墨西哥灣的油田。

雖然奧巴馬政府過去曾強調，對跨境交易採取開
放政策。美國財政部助理部長拉戈去年 11 月出訪北
京時說： 「我們的政策和過去記錄明白顯示，美國歡
迎來自世界各國的外來投資，包括中國。」不過，美
國政府官員一直公開批評指，中國政府 「強迫」在中
國進行商業活動的美國公司向中方轉移關鍵技術，而
美國商界也抱怨中國公司愈來愈多地通過電腦攻擊手
段 「竊取」美國商業機密。

美國國會建立的美中經濟與安全評估委員會更在

上月敦促國會，對中國的互聯網間諜活動展開深入調
查，並考慮對這類活動的受益公司採取嚴厲的處罰措
施。該委員會還要求美國有關當局，加強對所有中國
國有企業的投資進行審查。

【本報訊】據中央社21消息：美國總統奧巴馬21
日與全美人民一同默哀，以悼念一周前發生在康涅狄
格州紐敦鎮桑迪胡克小學發生的槍擊案。事件中共造
成20名兒童、6名教職員無辜死亡。

奧巴馬偕同第一夫人米歇爾參加在白宮舉行的非
正式全國哀悼活動，並公開致函槍擊生還者，以示支
持。

在樹木茂密的康州紐敦鎮中心，鎮民圍繞着 2 顆
耶誕樹而豎立了數呎高的臨時紀念碑，上面掛滿了玩
具熊、花束和卡片，卡片上寫着 「我們選擇愛」和
「我們紐敦鎮的天使們，安息吧」等語。

當教堂在美東時間上午9時30分敲響鐘聲時，一

小群民眾垂下了頭，在不斷降下的雨中無聲地啜泣。
整個美國東岸和南至佛羅里達州的各教堂以及華府的
國家大教堂都響起了鐘聲。

康州州長馬洛伊事先呼籲州內居民參加默哀。緬
因、伊利諾和密西根等州州長也都呼籲州民默哀。

慈善網站 「causes.com」上，21日清晨已有將近17
萬7000人簽名，表示願意加入默哀。

米歇爾向紐敦鎮居民表示， 「身為兩個女兒的母
親，我為你們以及你們的家人心痛。紐敦鎮此地以及
全美的無數勇敢、仁慈和博愛行為」令她感到鼓舞，
使她相信，在槍擊事件發生後，美國展現了良好的一
面。

康州慘案發生之後，槍支管制呼聲越來
越高，NRA 一直備受壓力。雖然曾有人稱
NRA 或會稍微軟化立場，但 NRA 副會長
拉皮埃爾周五在華府舉行記者會時，卻用
25 分鐘的長篇大論，重申管制槍械對防止
校園槍擊案毫無作用。他認為，槍支是解決
方案而不是問題，並提出讓持槍警員進駐校
園，避免暴力發生。

拉皮埃爾說， 「如果當時桑迪胡克小學
有武裝人員在場，無辜的生命可能幸免於難
。唯一制止持槍壞人的做法是好人持槍。我
呼籲國會立即行動，撥出所有資金，派武裝
警察到每一所學校去。」他還表示，NRA
打算設立校園應急方案，讓其會員任志願者
改善校園安保。

《紐時》批 「妖言惑眾」
他還批評政府沒有為精神病患者做好登

記工作，又歸咎傳媒、影視作品和電子遊戲
催化暴力。拉皮埃爾的聲明兩度被闖入會場
的示威者打斷。示威者展示寫有 「NRA 殺
死我們的兒童」、 「NRA 滿手鮮血」的橫
幅高喊，但被保安員帶走。拉皮埃爾在講話
後便離去，拒絕回答問題。

拉皮埃爾的言論一出，就受到支持槍支
管制人士的猛烈抨擊。

紐約市長彭博說，NRA 的言論是可恥
逃避的，如果美國每個人都全副武裝，那麼
每個地方都是不安全的。新澤西州參議員勞
滕伯格說： 「NRA 領導層驅動我國的學校
充斥更多致命的槍支和彈藥，完全與負責任
的槍主和美國公眾脫節。」《紐約時報》22
日社論直言，拉皮埃爾的言論 「虛偽、令人

有錯覺，幾乎是妖言惑眾。」
教育界人士也深感憂慮。阿拉巴馬州一

家學校的校董會成員吉亞蒂娜認為，持槍警
員進校園，向學生、教師和家長傳遞錯誤的
信息，就是 「必須有槍才能保護他們。」美
國最大教師協會會長范盧克也呼籲NRA不
要插手， 「如果你的目標是減少校園槍支暴
力，解決方案就不應是更多槍支進入校園。」

奧巴馬籲向國會施壓
國際警長協會會長斯特克勒稱，NRA

的方案需要大量警力，根本行不通。他以加
州佛利蒙市為例指出，因為削減預算和凍結
招聘，如果向市內 43 家學校派警，將會抽
調該市一半的警力。美國共有9.8萬間公立
學校和 3.3 萬間私立學校。NRA 在 2007 年
弗吉尼亞理工大學槍擊案後曾提出類似的建
議，但未在國會裡討論。國會當時也設立了
一個 「警察進駐校園項目」，但是當聯邦資
助用完之後，大部分學校都辭退了校警。

美國憲法第二條修正案保護人們持槍的
權利，美國私人持槍數量高達數億支。2011
年，除自殺外，就有 1.11 萬美國人死於跟
槍支有關的案件。康州慘案兇手蘭扎的武器
，就由其母合法購買。

現時已有超過 40 萬人在網上請願要求
政府解決槍支暴力。奧巴馬 21 日呼籲民眾
向國會施壓，制止槍支暴力。奧巴馬說，
「紐頓的悲劇發生之後，全美 50 個州的成

千上萬民眾簽署請願書，要求政府應對氾濫
的槍支暴力。我們聽到了你們的呼聲。作為
總統，我將盡一切努力，嘗試一切方法保護
兒童。」

●艾倫與布里特尼（賓夕法尼亞州，配備一支凱
爾科技步槍、兩支格洛克手槍和一支魯格手槍）：

艾倫說：
「我之所以弄

來一支槍，是
因為我們生活
在一個環境有
點險惡的社區
。我下班之後
是乘坐地鐵回
家的。我發現
既然壞人有槍

，那麼我也應該有一支。」
布里特尼說： 「經過練習和進步，標靶射擊成了

一種我們可以共享的有趣嗜好。」

●利伯提與邁克爾（佛羅里達州，配備3支步槍
、包括一支AK-47和一支烏茲9毫米口徑衝鋒槍）

邁 克 爾
說： 「作為
美國人，我
相信擁有槍
支是我與生
俱來的權利
，而且得到
憲法保證。
基本上，我
們擁有槍支
的理由是功利的，這是最好的說法。我逢周五都去射
擊，但我們現在用它來進行防衛。」

●丹妮爾（賓夕法尼亞州，配備一支格洛克手槍）
丹妮爾說

： 「我父親是
費城的一名警
察，工作超過
30 年 ， 20 多
年在刑事案件
科。作為一名
老警察的女兒
，你很早就知
道這個世界很

危險。」

●詹尼弗、克里斯和丹尼爾（華盛頓州，配備一
支柯爾特手槍、兩支步槍和一支泵動式霰彈槍）

詹尼弗說
： 「槍令我們
安全，或者令
我們覺得安全
，只要我們對
它們負責任便
可，尤其是有
一個兩歲兒子
的時候。如此
一來，每個人
都快樂而且受到保護。」

克里斯說： 「我之所以擁有槍支，其中一個基本
原因就是拜我們的開國元勳所賜，這是我們根據（憲
法）第2修正案而擁有的天賦權利。據我所見，我的
家族約有 10 代人都擁有槍支，因此我認為這是家族
的一種傳統。」 （英國《每日郵報》）

美家庭述持槍理由
這個世界很危險

英命名南極爭議地 阿抗議
【本報訊】據英國廣播公司22日消息：英國政府早前

將南極一片有爭議的領土起名為 「伊麗莎白女王地」，阿根
廷在22日召見英國駐該國大使，要求做出解釋。

英國駐阿根廷大使約翰．弗里曼收到阿根廷方面的正式
抗議照會，強烈反對英國對這片有爭議領土的主權聲稱，以
及為慶祝女王鑽禧而為其起名。

阿根廷表示，周二（12月18日）被英國外交大臣夏偉
林更名為 「伊麗莎白女王地」的區域是阿根廷在南極領土
的一部分。阿根廷認為，英國此舉是其帝國主義野心的一
部分。

「伊麗莎白女王地」面積為 16.9 萬平方英里，約為英
國領土的兩倍大小。英國外交部說，這一區域此前沒有名
字。

1908 年，英國首次宣稱對南極部分地區有主權，是為
英屬南極領地。儘管如此，阿根廷和智利都堅稱，自己有優
先得到南極大面積區域的優先權。英國南極考察站在南極有
3個基地，英國皇家海軍南極巡邏艦 「保護者號」每年也在
那裡停留一段時間。1959 年，包括英國和阿根廷在內的 12
個國家簽署了《南極條約》，取締任何在南極建立新領地的
要求，但是並未否認已經存在的領地。

英國外交部說，給南極東部地區起名是個傳統，包括英
國女王登基之前命名的 「伊麗莎白公主地」。

【本報訊】綜合美聯社、中央社 22 日消
息：美國總統奧巴馬周五正式宣布，提名馬薩
諸塞州州參議員約翰．克里擔任國務卿，並稱
讚他是該職務的完美人選。這是首個公布的奧
巴馬第二任期國家安全團隊人員，因為早前一
直相關的傳言，克里執掌國務院並不讓人感到
意外。

在副總統拜登和白宮國家安全顧問多尼倫
陪同下，奧巴馬在白宮舉行簡短記者會，宣布
由克里接替希拉里出任國務卿。

奧巴馬說， 「沒有什麼人像克里一樣認識
這麼多總統和總理，或者像他那樣堅定地緊守
我們的外交政策。他上任後，毋須接受太多的
在職訓練，便可以勝任。在一定程度上，克里
30 多年政治生涯都為這項職務做準備。他是
未來把握美國外交政策的絕佳人選。」

希拉里因病未出席記者會。她隨後發表聲
明表示， 「克里接受過戰爭、政府和外交方面
的考驗。他一次又一次地證實了他的才能。」

奧巴馬原本屬意美國駐聯合國大使賴斯出
任國務卿，但在國會共和黨議員的強烈反對下
，賴斯宣布退出。雖然克里不是奧巴馬的首選
，政界與外交界多認為，克里是國務卿的不二
人選。歐盟也對克里接任國務卿表示歡迎。

對華溫和派 曾多次訪華
現年69歲的克里在2004年代表民主黨角

逐總統失利，他是越戰老兵，獲得3枚紫心勳
章。克里從 2009 年起擔任參議院外交委員會
主席，是參院第10位資深議員，有30多年外
交事務經驗，期間頻繁往來世界各國，與多國
元首接觸，十分熟悉外交和國家安全事務。

克里和奧巴馬近年關係親密。2004 年，
正是因為克里的推薦，當時籍籍無名的伊利諾
伊州參議員奧巴馬，有機會在民主黨全國大會
上發言，並一舉成為政治明星。克里在今年大
選時擔任奧巴馬的辯論對手，扮演羅姆尼的角
色。不過曾多次代表奧巴馬前往阿富汗和巴基

斯坦等地。在參議院外交委員會，克里也一直
被看作是中國問題的溫和派，曾多次訪華。

令國務院重回傳統風格
參議院將在白宮宣布提名後舉行任命聽證

會，並在奧巴馬宣誓就職後，投票確認是否同
意上述任命案。克里從 1985 年開始出任參議
員，在國會山遊走多年，預料將可順利通過。
宣誓就職後，他即時要面對一連串內外挑戰，
不僅要處理伊朗核危機和敘利亞問題，還要應
對預算短缺、海外安保費用急升的國務院，以
及國會對美國駐利比亞班加西領事館遇襲的窮
追猛打。

外交政策專家表示，許多人預期克里就任
後，會讓國務院重回較為傳統的外交風格。專
家認為希拉里是 「親民」外交路線，克里則是
走高格調路線。不過他們也說，在全球外交圈
內，這不一定是壞事。

另外，隨着克里擔任國務卿，他佔據近三
十年的參議員位置將會旁落，共和黨人對此空
缺早已虎視眈眈。奧巴馬的第二任期內閣要員
出現大規模變動，除了克里之外，奧巴馬在最
近幾周也要宣布新的國防部長以及新中央情報
局局長人選。

奧巴馬提名克里任國務卿

【本報訊】綜合美聯社、法新社、路透社22日消息：在美國康涅狄格
州桑迪胡克小學校園槍擊案發生一周之後，美國最有影響力槍支游說組織
、美國步槍協會（NRA）21日首次打破沉默，呼籲美國所有的學校派駐武
裝警察，防止暴力發生。反對槍械的人士對這種 「以暴制暴」 言論大為震
驚，猛烈批評槍會提議可恥，冥頑不靈。

校園慘案頭七 全美悼遇害者

▲▼NRA副主席拉皮埃爾21日發表聲明期間，有示威
者衝進場內抗議 法新社

▲美國總統奧巴馬21日宣布，正式提名參議員克里
（右）出任國務卿 路透社

▲中國海洋石油公司計劃收購的加拿大尼克森石
油公司 路透社

▲美國康涅狄格州桑迪胡克村擺滿了悼念的鮮
花和毛絨玩具 美聯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