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準美卿「玩火」：禁華南海建島
中方：應由當事方磋商談判解決

獲美國候任總統特朗普提名出任國務

卿的埃克森美孚前總裁蒂勒森，前日出

席參議院外交委員會聽證會，就多項外

交議題闡述立場。蒂勒森多次聲稱中國

在東海劃設防空識別區是「非法行

為」，又指中國在南海有主權爭議的海

域建造人工島，等同「俄國吞併克里米亞」。不過在對俄方針、

「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TPP)及氣候變化等議題上，蒂勒森的立

場出乎意料與特朗普迥異。蒂勒森指出，部分問題上與特朗普有分

歧，不代表他與白宮對着幹，「最終將由總統決定」。

今次是蒂勒森獲提名後，首度公開闡
述其對華立場，他形容中方在南海

的活動「令人極度憂慮」，若支配作為
主要貿易航道的南海，恐威脅全球經
濟。他批評奧巴馬政府回應不足，導致
中國步步進逼，主張美國必須在南海議
題上支持東南亞傳統盟友。他稱美國須
向中國發出清晰訊息，包括中方停止在
南海建島及不容許進入那些島嶼，但他
沒有解釋美國將採取哪些具體措施。
蒂勒森又重提北京2013年在東海劃設
防空識別區，認為此舉反映中方正「奪
取、控制或宣佈控制不屬中國的領土」。
他還強調美國必須重申對台承諾，但未聽
聞華府有意改變「一個中國」政策。
中國外交部發言人陸慷回應說，中方在
南海問題上的立場非常清楚，自去年下半
年以來，中國和一些圍繞南海島礁存在爭
議的周邊國家已重回一個共識，即南海爭
議應由直接當事方通過磋商談判和平解
決；同時，中國和東盟國家共同努力維護
本地區和平穩定。這一大好局面值得珍
惜。中方也希望所有域外方切實尊重本地
區國家的共同意願和共同利益。

威脅制裁華 反日韓核武
朝鮮核問題一直困擾東北亞，蒂勒森
表明不能容許中國在向朝施壓時，繼續
作出「空洞承諾」，認為假如發現中國
人員或機構違反聯合國制裁朝鮮決議，

美國可能對華實施制

裁。蒂勒森又批評中國在貿易及保障
知識產權上，並未合乎國際準則。
在歷時9小時的聽證會上，蒂勒森

不少言論都與特朗普的政策迥異。向
來被視為對俄友好的蒂勒森，形容俄
羅斯是美國的威脅，支持維持制裁俄
國，甚至在俄黑客干預美國大選一事上
追加新懲罰措施。不過對於俄國被指違
反人權及在敘利亞內戰觸犯戰爭罪行，
他拒絕形容俄總統普京為「戰犯」。特
朗普競選期間主張日韓應發展核武，但
蒂勒森明確反對，他又表示會尊重墨西
哥，形容對方是「美國長期鄰邦及朋
友」。另外，蒂勒森還表明不反對TPP
及承認氣候變化問題。

共和黨要員拒支持提名
聽證會結束後，部分共和黨主要成員

包括曾是特朗普初選對手的魯比奧，已
表示不會支持蒂勒森的提名，由於共和
黨在參院外交委員會只有一票優勢，蒂
勒森的提名能否確認出現暗湧。
蒂勒森談到美國在處理美中關係時，

應與「自己看到的(事實)」而非「與自己
的期望」打交道。在美俄關係上，蒂勒
森指美俄有共同利益，可開展合作，但
在有嚴重分歧的領域，美國應堅定捍衛
自己和盟友的利益，他表示尚未與特朗
普討論未來政府應對俄國持哪種立場。

■美國有線新聞網絡/美聯社/
路透社/法新社

美國財政部前日根據國務院向國會提交的朝
鮮侵犯人權狀況第二次報告，宣佈將朝鮮最高
領導人金正恩的胞妹、勞動黨宣傳鼓動部副部
長金與正等7人和2個機構，列入制裁名單。
國務院發表聲明指出，朝鮮政權持續採取處

決、綁架、拘留及監禁、強制勞動、嚴刑拷問
等非法行為。除金與正外，國家安全保衛部長
金元弘、勞動黨宣傳鼓動部第一副部長崔輝、
勞動黨組織指導部副部長閔丙喆、勞動黨組織
指導部副部長趙勇元、咸鏡南道保衛局長金逸
南、人民內務軍政治局長康弼勛也被列入制裁
名單。2個機構分別是朝鮮國家計劃委員會和
勞動省。 ■路透社

美制裁名單
金正恩妹有份

美 國
候 任 總
統 特 朗

普主張貿易保護主義，揚言退出
現任總統奧巴馬力推的「跨太平
洋夥伴關係協定」(TPP)和其他
現有自由貿易協定，並懲罰在海
外設廠的企業。姑勿論特朗普的
保護主義主張是否仍然適合當今
美國社會，中國和其他國家顯然
不會坐等美國打開門戶做生意，
因為即使少了美國，全球各國對
自由貿易的需求都不會減退。假
如特朗普執意閉關鎖國，追求
「美國優先」，只會讓美國在貿
易賽跑被全球拋離，最終損失的
只是美國自己。

本年度世界經濟論壇年會即將
在瑞士達沃斯舉行，中國國家主
席習近平將成為首位出席的中國
最高領導人。以特朗普為首的
「反全球化」思潮近期明顯抬
頭，習近平出席論壇的消息自然
引起國際媒體關注，中方表明，
習近平將在會議上提倡發展、合
作及經濟全球化，並「共建人類
命運共同體」，明確表示繼續推

動「全球化」的目標。
不少西方媒體早已指出，在特朗普的保護主

義政策下，中國會是最大得益者。由於擔心
TPP胎死腹中，在特朗普當選後數日，澳洲及
馬來西亞等國便立即表態支持中國一直推動的
「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RECP)。

美國市場龐大，特朗普的政策固然會對全球
貿易構成打擊，但其他國家也非「無路可
退」，例如豐田等日企便加緊拓展東南亞及拉
美市場，日本首相安倍晉三去年11月訪問阿
根廷，簽訂57項貿易協定。依賴美國市場的
加拿大，早前亦搶在美國之前，與歐盟就《全
面經濟貿易協定》(CETA)達成共識。
特朗普若然提高關稅，美國出口產品很大機

會遭到反制，對美國而言是得不償失。世界貿
易組織亦指出，美國貿易壁壘將可能減少全球
資本流動，打擊發展中國家消費，買不起美國
貨，最終只會威脅美國工人生計。

自
食
其
果
的
「
貿
論
」

余
家
昌

��
�
�=0

特朗普在當
選後首場記者會
上，極少談到提
振美國經濟措
施，令投資者失
望，拖累美元在
昨日亞洲交易時
段下挫，兌日圓
跌 0.9%，徘徊
於 114.28 的 一
個月低位，每百
日圓兌港元則升
至 6.79 港元水
平。追蹤美元兌
一籃子主要貨幣的美元指數，在特朗普
記者會後應聲跌0.4%，報101.42。

墨西哥披索新低 藥業股跌
澳元及歐元延續前日升勢，昨日分別
再升 0.3%及 0.4%，歐元兌美元升至
1.0602美元水平。特朗普警告美國車廠
在墨西哥生產的汽車進口美國將被徵重
稅，墨西哥披索前日逆市下挫，跌至1
美元兌22.044披索的歷史新低。研究機
構Gaitame.com高級研究員神田卓也(譯

音)認為，美元在大選後的升勢已完結，
預期在特朗普就職典禮前，美元將持續
受壓。
特朗普在記者會上批評藥廠抬高藥價

及將生產線遷至外國，等同「謀殺犯逍
遙法外」，藥業股前日急挫，安碩納斯
達克生物科技指數基金跌3%，是3個月
來單日最大跌幅。多隻日本藥業股昨日
捱沽，武田藥品及安斯泰來製藥分別下
跌2.61%及4.19%。

■《華爾街日報》/路透社/法新社

記招極少談經濟
美匯挫聲稱俄羅斯掌握美國候任總統特朗普

「黑材料」的檔案，源於一份來自英國
軍情六處(MI6)前特工撰寫的35頁備忘
錄。這名特工的身份前日曝光，據稱他
就是英國情報收集公司創辦人斯蒂爾。
報道指，斯蒂爾由於曾經向聯邦調查局
(FBI)，提供國際足協(FIFA)內部的貪污
資料，令他得到美國情報機關信任及採
納他提供有關特朗普的情報。
由於擔心遭俄國報復，斯蒂爾據報在
身份曝光前已率先攜同妻兒逃離寓所。
MI6高層並未透露其行蹤，相信他可能
藏身其他國家的安全屋內。

情報專家
曾任職駐俄使館

斯蒂爾是情報分析及反恐專家，曾在
MI6任職近20年，1990年在英國駐俄大
使館出任二等秘書，據報曾與2006年在
英國被毒殺的俄聯邦安全局(FSB)前特工
利特維年科合作。他離開MI6後，2009
年在倫敦成立名為「Orbis Business In-
telligence」的私人保安及調查公司。消
息指，52歲的斯蒂爾去年獲特朗普一名
初選對手聘用，撰寫該份「黑材料」備
忘錄，再由一名前英國駐俄國大使轉交

美方，據報MI6亦獲得一份副本。
路透社引述消息指，斯蒂爾曾於2010

年向FBI提供資料，協助針對多名FIFA
高層的貪污調查，最終導致時任FIFA會
長白禮達在前年下台。

■《每日郵報》/《每日電訊報》/
路透社/《華爾街日報》

挖黑材料前間諜曝光
助破FIFA貪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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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候任總統特朗普前日
表示，他就任總統後，會將
名下商業王國特朗普集團的控
制權完全交給兩名兒子，集團

只參與美國業務，但他拒絕出售所
持資產。聯邦政府道德辦公室
(OGE)主任舒布警告，有關安排
無法避免白宮出現利益衝突，
辜負過往40年來歷任總統立下
的典範。
特朗普稱，會將所有商業資產撥
歸信託基金管理，讓兩名兒子接掌
特朗普集團，他不會與兒子商討集
團事務。他承諾集團不再接海外生
意，美國本土的合約亦會經嚴格審

核，確定不會構成利益衝突。特朗
普代表律師狄龍重申，特朗普的做
法足以讓他就任總統後，與集團業
務完全分割。
舒布前日指出，特朗普的安排無

法避免利益衝突，他表示OGE可接
受的安排，是特朗普按法律規定以
「保密信託」方式，將所有資產交
由獲OGE認可的獨立顧問管理。
另一方面，特朗普任命女婿庫什

納為白宮資深顧問後，女兒伊萬卡
宣佈將辭任特朗普集團及她營運品
牌的決策職位，後者將由現任總裁
及信託人營運。

■美聯社/路透社/法新社

商業王國交兩子 特朗普難避利益衝突

■■因擔心遭報復因擔心遭報復，，據稱斯蒂爾已據稱斯蒂爾已
帶同妻兒逃離寓所帶同妻兒逃離寓所。。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美元匯價下跌美元匯價下跌，，恐打擊恐打擊
民眾購物意慾民眾購物意慾。。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特朗普稱就任總統後特朗普稱就任總統後，，會將名下會將名下
商業王國交給兩名兒子商業王國交給兩名兒子。。 路透社路透社

美國參議院昨日早上以51票對48票通過決
議，指示參眾兩院多個委員會於本月27日前
草擬法案，廢除「奧巴馬醫保」。決議將轉交
眾院辯論，預計本周內表決。
參院共和黨議員利用特別預算程序，只需簡

單大多數便可讓決議案過關，最終52名共和
黨參議員中，只有保羅投反對票。
候任總統特朗普及共和黨控制的國會，均表

明廢除奧巴馬醫保是首要任務。共和黨人稱，
廢除奧巴馬醫保或需時數月，擬訂替代方案可
能花更長時間，但特朗普前日表示，廢除舊方
案及推出新方案應同時完成，國會為此正加快
進度。
不過最近部分共和黨人指出，不希望取得共

識的替代方案尚未出台，便匆匆廢掉奧巴馬醫
保。 ■路透社

參院通過決議
草擬法案廢奧巴馬醫保

■■蒂勒森獲提名後首次蒂勒森獲提名後首次
闡述對華立場闡述對華立場。。 美聯社美聯社

■保安將打斷聽證會過程的示威者帶走。 美聯社

■■斯蒂爾曾任職斯蒂爾曾任職MIMI66。。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有活躍分子穿上恐龍有活躍分子穿上恐龍
裝裝，，在蒂勒森的辦公室在蒂勒森的辦公室
外示威外示威。。 法新社法新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