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華為CFO加國被扣
中方嚴正交涉促放人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葛沖

北京報道）記者昨日從華為公司

獲 悉 ， 該 公 司 首 席 財 務 官

（CFO）孟晚舟女士近期在加拿

大轉機時，被加拿大當局代表美

國政府暫時扣留，美國正在尋求

對孟晚舟的引渡，面臨紐約東區

未指明的指控。中國外交部發言

人耿爽昨日表示，中方已就此事

分別向加方、美方提出嚴正交

涉，並表明嚴正立場，要求對方

立即對拘押理由作出澄清，立即

釋放被拘押人員，切實保障當事

人的合法、正當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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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46歲的孟晚舟給人的印象是明
媚、自信，說話語速較快，大學畢業
後，她首先去了建設銀行，一年後才加
入華為。剛進入華為時，她從基層做
起，行事低調，很少有人知道她與任正
非的父女關係。

會計碩士 自嘲打雜
對這段經歷，孟晚舟自嘲「在華為打
雜」。在題為《海納百川，有容乃大》
的內部文章中，孟晚舟曾回憶，最初的

那幾年，她承擔了總機轉接和文件打印
等工作，瑣碎且辛苦。「我是華為早年
僅有的三個秘書之一。」
1997年，孟晚舟去華中理工大學攻讀

碩士學位，學的是會計專業，一年半學
成，進入華為的財務部門，真正開始在
華為的職業生涯。

優化管理 保障營收
從華為官網對其履歷的介紹可知，孟晚

舟具有改革意識和魄力，2003年負責建立

了全球統一的華為財務組織。2005年起，
主導在全球建立了五個共享中心，並推動
華為全球集中支付中心在深圳落成。2007
年起，負責實施與IBM合作的、長達八年
的華為IFS（集成財經服務）變革，構建
數據系統，並在資源配置、運營效率、流
程優化和內控建設等方面建立規則，使華
為開啟了精細化管理之路。
孟晚舟長期擔負華為「保收」任務。據

該公司2017年財報顯示，五年來，華為銷
售收入已從2013年的2,390.25億元人民
幣，增長到2017年6,036.21億元人民幣。
儘管任正非表示「華為不會走家族化

企業道路」，並在2012年啟動了輪值
CEO的制度，但業界依然猜測，孟晚舟
或將成為公司接班人。

■資料來源：中國新聞周刊

美正尋求引渡孟晚舟 華將堅決維護公民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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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工：目前運營穩定影響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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駁斥「中方作出重大讓步」

商務部：中美有共同訴求

孟晚舟現任華為副董事長、首席財
務官。主要負責華為公司的財務

運營及管理，包括財務策略、風險管
理、融資籌劃、稅務遵從等業務。

外媒：加拿大應美方要求行動
據美聯社消息，當地時間12月5日，

加拿大司法部發言人宣稱，應美方要
求，加方已於上周六「逮捕」孟晚舟，
她將被引渡到美國。
這位發言人表示，該案件已經實施了

報道禁令，他不能提供任何進一步的細
節。加拿大媒體稱，孟晚舟正在尋求保
釋，加拿大保釋聽證會將在當地時間周
五（當地時間7日）舉行。

華為：無不當行為信法律公正
華為昨日上午發佈聲明，強調公司遵

守業務所在國的所有適用法律法規，包
括聯合國、美國和歐盟適用的出口管制
和制裁法律法規。「關於具體指控提供
給華為的信息非常少，華為並不知曉孟
女士有任何不當行為。公司相信，加拿
大和美國的法律體系會最終會給出公正
的結論。」
孟晚舟是華為創始人任正非長女。據

華為官方信息顯示，孟晚舟1993年加
入華為，歷任公司國際會計部總監、華
為香港公司首席財務官、賬務管理部總
裁。
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耿爽昨日在例行記
者會上表示，中國駐溫哥華總領館在第
一時間向當事人提供領事協助。
中國駐加拿大使館發言人當地時間6
日應詢表示，加拿大警方應美方要求逮
捕一個沒有違反任何美、加法律的中國
公民，對這一嚴重侵犯人權的行為，中
方表示堅決反對並強烈抗議。中方已向
美、加兩國進行了嚴正交涉，要求它們
立即糾正錯誤做法，恢復孟晚舟女士的
人身自由。我們將密切關注事態發展，
採取一切行動堅決維護中國公民合法權
益。

耿爽：中美經貿按元首共識磋商
對於孟晚舟這樣的企業高管在加拿大
因違反美方對伊朗的制裁而獲罪的提
問，耿爽表示，中國作為聯合國安理會
常任理事國，一貫認真嚴格執行安理會
各項決議。同時，我們反對一國在安理
會框架外對他國實施單邊制裁，這一立
場是一貫的，明確的。
他指出，華為公司已經發表聲明，強

調華為遵守業務所在國的所有適用法律
法規。耿爽稱，目前，美、加雙方均未
對拘押理由作出任何澄清。
在被問及孟晚舟被拘押一事是否會影
響正在進行的中美經貿磋商時，耿爽
說，中美雙方應當按照兩國元首達成的
共識，加緊磋商，爭取盡早達成一個互
利雙贏的協議。
在被問及孟晚舟被拘押一事時，中國
商務部發言人12月6日在記者會上表
示，不掌握有關情況。
北師大法學院教授劉德良在接受
《新京報》採訪時表示，美國要求加
拿大扣留孟晚舟的做法有悖於國際
法。

商 務 部
國際貿易
經濟合作

研究院研究員梅新育就事件撰
文指出，在踐踏國際法公認準
則、且沒有任何扎實證據的情
況 下 ， 中 國 公 民 、 華 為
CFO、任正非之女孟晚舟被美
國、加拿大兩國政府聯手「綁
票」，美國政府正尋求將孟晚
舟引渡，理由是基於美國國內
法、對中國公民和機構沒有管
轄權、且子虛烏有的「違反對
伊朗制裁禁令」。此事一經披
露，頓時理所當然在全球輿論
和國際市場掀起巨浪。

赤裸裸霸權 主義本質
梅新育認為，中國和全球各

國、經濟界不能輕易相信美國
會短時間終結大規模、無底線
對外貿易戰。「我對中美貿易
戰「總體戰+持久戰」的整體
判斷不變，而且我們仍然必須
做好防範極端情況的準備，即
「美國向中國全部對美出口加
稅+美國經濟蕭條」疊加衝
擊。在這裡，我想再次強調，
特朗普政府完全有可能重演他
們已經一再表現的「棄約精
神」。
梅新育指出，這次扣留孟晚

舟，再次向世界展示了美國赤
裸裸的霸權主義本質，美國試
圖利用自己強大的同盟體系，
將國內法變成「國際法」，肆
無忌憚地把自己的意志和標準
強加於其他國家公民，這也不
得不提醒包括中國在內的其他
國家的科技人員、企業高管等
人群，在赴美國之前，要正視
下自己的人身安全和自由。

梅新育在文章最後重申：通過平等、理
性的談判對話避免中美新冷戰，對兩國和
全世界都是幸事。但天要下雨，娘要嫁
人，倘若有人一定要把「新冷戰」強加於
我們，中國也有足夠勇氣迎擊挑戰，在鬥
爭中堅決維護中國的發展權益。

■海外網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昌鴻 深圳報
道）華為副董事長、CFO孟晚舟日前在
加拿大被扣，並將可能引渡至美國，此
事引起海內外廣泛的關注。昨日，華為
員工向記者透露，目前公司運營正常穩
定，受此事件影響不大。
華為作為總部在深圳龍崗區阪田的科

技企業，於1987年由任正非創立，從事
通訊設備的研發和製造。經過三十多年
拚搏，華為不但躍居全球通訊設備的龍
頭，5G技術在全球也是與美國高通齊頭

並進。

今年收入將破千億美元
輪值董事長徐直軍日前宣佈，華為

2018年營收將超過1,000億美元大關，
同比增長約17%。華為手機銷量也在全
球居前，據IDC公佈的2018年截至第三
季度的全球手機銷量排名榜顯示，三星
手機銷量超2.2億部，保持第一名，佔市
場份額21.5%；華為則居第二，銷量為
1.455億部，佔14.1%的份額；而蘋果則

居第三，銷量為1.4億部，佔13.6%份
額。華為預計全年將銷售2億部手機。
對於此次孟晚舟在加拿大被扣事件，

華為員工表示，目前華為內部比較穩
定。一位平時與孟晚舟有接觸的員工表
示，他們目前忙得很，活太多做不完，
沒時間議論別的事情。另一位華為內部
員工則表示，華為樹大招風。
華為一中層員工表示，此次事件會對

華為帶來一定影響，但應該不會很嚴
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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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馬琳 北京報道）有觀點

認為，中方向美方反饋的結構性問題清
單，實際上是對美方作出的重大讓步。對
此，中國商務部新聞發言人高峰昨日對此
予以駁斥，並指出中美雙方在多個領域擁
有共同訴求。

貿易談判不是你進我退
高峰強調，中美貿易談判不是「你取我
予、你多我少」的問題，更不是「你進我
退」的問題。在保護知識產權、促進公平
競爭、放寬市場准入等領域，中美雙方以
及兩國企業都有着共同的訴求，這也與中

國一以貫之的深化改革、擴大開放的前進
方向高度一致。
高峰表示，中美兩國元首會晤很成功，已

就經貿問題達成重要共識。兩國在經貿問題
上利益高度重合，具有天然互補的結構性需
求，雙方團隊目前溝通順暢、合作良好。

磋商從農產品能源做起
中美接下來的談判將如何展開？高峰表

示，在未來90天，中美將繼續就農產品、
能源、工業製成品、服務業等領域的貿易
問題開展磋商，並將以取消所有加徵關稅
為最終目標，按照「相互尊重、平等互
利、照顧彼此關切」的原則，就雙邊關心

的重大問題進行磋商，並努力達成共識。
「首先，我們將從農產品、能源、汽車
等做起，立即落實雙方已達成共識的具體
事項。然後，在未來90天，我們按照明確
的時間表和路線圖，在符合雙方利益、有
共同需求的知識產權保護、技術合作、市
場准入以及貿易平衡等議題上開展磋商，
雙方應努力達成共識。」高峰說。

有信心90天內達成協議
「下一步，中方將就上述議題與美方進行

相互尊重、平等互利的磋商，力爭為兩國企
業創造更好的營商環境。」高峰再次強調，
「我們對未來90天內達成協議充滿信心。」

對於此前美國總統特朗普在其推特中表
示，中國將降低或者取消對進口自美國的
汽車加徵關稅。高峰回應指，有關汽車關
稅的問題將依據中國國務院關稅稅則委員
會發佈的公告。如果有進一步的細節，會
及時通報。
根據國務院關稅稅則委員會今年5月22

日發佈的公告，已於7月1日起，將汽車整
車進口稅率降至15%，將汽車零部件稅率
降至6%。不過，由於美國政府自7月6日
起對約340億美元進口自中國的商品加徵
25%關稅，中國決定於同期對原產於美國的
約340億美元進口商品加徵同等關稅，這其
中就涉及美國產汽車。

中美貿戰

創始人長女 接班人熱選

孟晚舟從基層做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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