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韓推總統任期修憲
改4年可連任一屆

半導體企業變非賣品 謀保科技領導地位

美憂5G難撼華企
禁最大科企併購

美國保護主義行動進一步升級，繼宣佈徵收鋼鋁關稅

後，總統特朗普前日簽署行政命令，以威脅美國國家安

全為由，禁止新加坡大型半導體生產商博通(Broadcom)收

購美國競爭對手高通(Qualcomm)。這次交易涉資1,170

億美元(約9,172億港元)，是歷來最大宗科企併購。分析

認為，華府憂慮若收購成事，將妨礙高通開發新一代5G

通訊網絡技術，難與華為等中國企業競爭。

負責審查海外交易的美國海外
投資委員會(CFIUS)指出，

博通以大幅削減成本見稱，若它
收購高通，可能削弱高通開發5G
技術方面的能力，在與華為等外
國對手競爭上失去優勢，打擊美
國科技實力。特朗普根據CFIUS
的建議發出行政命令，指出有可
靠證據，令他相信博通取得高通
控制權後，或會採取威脅及損害
美國國家安全的行動，因此要求
兩家公司向CFIUS提供終止交易
的書面證明。

承諾設117億基金 仍無法過關
博通去年11月發起併購高通，
為促成交易，博通多次提高收購
價，上周更承諾在取得高通控制
權後，會設立一個15億美元(約
117億港元)的基金，支持美國發
展5G網絡，成為全球翹楚。為
規避CFIUS的審查，博通宣佈準
備於未來數周，將法定總部從新
加坡遷往美國。本身是馬來西亞
華人的博通行政總裁陳福陽，去
年前往白宮宣佈收購計劃時獲特
朗普接見，前日又與CFIUS成員
會面，但最終仍無法游說美方。

擁流動技術專利 蘋果成客戶
博通前晚發聲明表示，正對總

統行政命令進行評估，並稱完全
不同意這宗交易會引致任何國家
安全風險。併購交易落空拖累高
通股價在前日盤後交易時段急挫
4.4%，博通股價則升0.8%。《華
爾街日報》報道，CFIUS一名官
員本月5日曾致函兩家公司的律
師，關注博通與第三方外國實體
的關係，以及博通與高通交易意
向對國家安全的影響。信中更聲
稱，鑑於華為等中國電訊企業對
美國國家安全造成的隱憂，若由
中國主導5G技術，將造成極不
利的後果。
高通是全球最大晶片生產商之

一，擁有多項重要流動技術專
利，很多智能手機和流動裝置均
使用高通處理器，蘋果公司等手
機巨擘均依賴高通的產品。美國
有輿論擔心，博通收購高通後將
一家獨大，嚴重影響美國在該領
域的技術進步，並在移動通訊領
域的國際競爭中處於下風。

■《華爾街日報》/
美聯社/《紐約時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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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微塑膠污染河流

特朗普借國安「過橋」高通股價曾挫4.4%

韓國總統府青瓦台昨日表示，
直屬總統的政策企劃委員會旗下
的國民憲法諮詢特別委員會，前
日確定修憲建議草案，並向總統
文在寅匯報，文在寅將於下周三
將修憲案提交國會，主要提出將
現行總統任期只有一任5年，修改
為4年及可連任一屆。

李明博涉賄被問話 料否認指控
青瓦台一名高級幕僚稱，由於

韓國將於 6月 13 日舉行地方選
舉，為確保國會有60天進行審議
和表決，文在寅因此決定於下周

三提交修憲案。
另外，韓國前總統李明博被指

控在任內受賄，他今日會以嫌疑
人身份，到檢察部門接受調查。
李明博一直否認違法，指有關調
查出於政治動機，預料他會否認
所有指控。
對於涉嫌實際掌控汽車零部件製

造商DAS公司，李明博預計回應指
2010 年公司實際掌控人為擔任
DAS會長的兄長李相恩。至於李相
恩出售土地所得的150億韓圜(約
1.1億港元)，部分流入李明博的賬
戶，李明博堅持只是向兄長借錢。
對於三星電子 2009 年涉嫌替

DAS向美國律師行支付500萬美元
(約3,919萬港元)律師費，換取李
明博特赦三星會長李健熙，李明
博僅承認曾在青瓦台與美國律師
面談，但只就韓美自貿協定事項
交流，並沒談過DAS問題。

■韓聯社

葡萄酒烈酒運朝
兩星企涉違制裁令

英國廣播公司(BBC)取得一份聯
合國報告草案，顯示兩家新加坡
公司違反聯合國制裁令，向朝鮮
供應奢侈品。新加坡政府稱已展
開調查，並與聯合國緊密合作。
報告指出，新加坡公司OCN和

T Specialist，向朝鮮運送包括葡萄
酒和烈酒等奢侈品，最近一次是
於去年 7月。在 2011 至 2014 年
間，OCN和T Specialist通過向朝
出售物品獲利，交易額超過200萬
美元(約1,567萬港元)，收益從兩
家公司在朝鮮大同信貸銀行開設

的賬戶，流入T Specialist在新加
坡銀行的賬戶。聯合國還指控兩
家公司與去年被美國列入制裁名
單的朝鮮柳京商業銀行，長期緊
密聯繫。
OCN和T Specialist否認作出不

當行為，已向聯合國證明這些資
金並非來自朝鮮，同時堅稱近期
與朝鮮實體無任何財務聯繫、利
益或其他關係。其代表律師佩雷
拉承認，他的客戶曾與朝鮮實體
做生意，但已是聯合國制裁生效
之前。 ■英國廣播公司/法新社

彭博通訊社引述分析指，特朗普阻止博通
收購高通，向海外投資者發出明顯訊號，就
是任何併購交易若有可能給中國關鍵技術優
勢，華府都會以國家安全為名予以扼殺。
智庫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研究員肯尼迪表

示，今次決定是要展示所有半導體美企都是
「非賣品」，即使正進行的交易不牽涉中國
企業，華府都可以出手禁止。彭博通訊社認
為，特朗普此舉亦是美國在貿易和投資上遏
制中國的一環。
除了特朗普之外，國會也加緊推動立法，
讓愈來愈多投資項目需接受海外投資委員會

(CFIUS)的審議，以符合國家安全條件。相關
法案已獲白宮批准，若在國會通過，海外投
資者將要面對一個與以往截然不同的審查機
制，從以往防止國防技術落入外國之手，擴
闊至確保美企繼續投資於研發，保障科技領
導地位。
自從1990年以來，美國總統曾5次以國安
為由，阻止海外企業收購美企，其中前總統
奧巴馬在8年任期內兩次作出禁制；特朗普
在最近6個月內已兩次出手，除了今次之
外，還有去年9月阻止一家中資公司收購半
導體企業萊迪思(Lattice)。 ■彭博通訊社

干
預
高
通
董
事
會
改
選

審
委
會
疑
濫
權

博通去年11月宣佈收購意
向，美國海外投資委員會
(CFIUS)本月初介入調查，下
令高通推遲即將在數日內召
開的股東大會，阻止博通乘
機改變高通董事會人事任
命。分析認為，監管機構叫
停公司股東會十分罕見，反
映出華府憂慮之深。
高通股東會原定表決董事

會人事變動，是否撤換11名
董事中的其中6人，由博通
建議的人選接替。彭博通訊
社消息指，高通很可能失去
董事會的大多數控制權，若
人事任命獲通過，將更有利
博通收購。根據美國總統特
朗普行政命令，博通推薦的
董事會候選人將被取消參選
資格。
然而在今次投票前，CFI-

US匆匆以國家安全為由斷然
阻撓，《華爾街日報》引述
法律界意見，質疑CFIUS濫
用權力。報道指，CFIUS內
部曾爭議在股東會前介入是
否正確，但來自司法部和國
土安全部的代表要求提前出
手。

■《華爾街日報》/
彭博通訊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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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曼徹斯特大學一項調查發現，英國河流
的微塑膠污染情況非常嚴重，大量塑膠微粒從
工廠和家居進入河流，再流出大海，被海洋生
物吞下但無法消化，以致進入人類食物鏈。科
學家呼籲從源頭做起，加強規管，阻止塑膠微
粒流入河道。
曼徹斯特大學自然地理系教授伍德沃德表

示，研究人員在英格蘭西北部40處地點，抽取

河道沉積物樣本化驗，發現微塑膠濃度異常地
高，其中梅西河支流塔姆河的濃度達每平方米
51.7萬個粒子，位列全球最高，遠高於位處高
度發展地區的韓國仁川－京畿海灘，以及排第
6位的香港的珠江口。專家估計，梅西河和支
流厄韋爾河在2015年的氾濫中，曾將多達430
億塑膠微粒沖入愛爾蘭海。
伍德沃德相信，河流污染在英格蘭非常普

遍，於任何一處進行相同研究，結果亦是大同
小異，他呼籲環境部門盡快開始監察英國河流
的微塑膠污染情況。

洗抓毛外套釋逾1900微膠粒
研究人員認為，微塑膠主要來自工廠和家居

廢水，例如一件抓毛絨外套，每次清洗便釋放
出逾1,900個塑膠微粒，牙膏、洗髮水及沐浴
露也含有不少塑膠微粒，最終大部分微粒會流
入大海，積聚於海面，被海洋生物吞下。

■《每日電訊報》

香港珠江口全球第6嚴重

英國債水平10年來首降
「隧道盡頭見曙光」

英國財相夏文達昨日在國會
發表財政預算最新修訂，表示
預期英國經濟今年將增長
1.5% ，儘管仍低於去年的
1.7%，但已較早前預測的1.4%
有所上調。此外，在 2018 至
2019財政年度，英國國債佔國
內生產總值(GDP)比例下降，是
金融海嘯10年前爆發以來首次
向下，夏文達形容是「隧道盡
頭看見曙光」。

脫歐陰霾 明後年增速放緩
夏文達指出，英國經濟自

2010年以來，每年均保持增長，
今年預計上升1.5%，由於英國
受脫歐陰霾籠罩，預計明年及後
年的經濟增速會放緩，但仍有
1.3%增長，2021年與2022年則
分別上升1.4%及1.5%。
根據英國預算責任辦公室

(OBR)預測，截至今年4月的財
政年度，政府借貸預計為452億
英鎊(約4,942億港元)，低於去
年11月的預測，夏文達形容這
是一個轉捩點，反映英國從10
年前的金融海嘯中復甦。

■美聯社/法新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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