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拿掉華為一根線 32 美家庭斷網
2019年5月28日（星期二）

運營商：安全好用實惠 保障鄉村電訊服務

美打壓華為 美民眾最傷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華為近來被一些美國政
客貼上了「不安全」的標籤。但是，對此最有發言權
的美國電信運營商究竟體驗如何？記者近日採訪
了使用華為設備的當地運營商——LHTC 寬帶公
司。他們把自己的多年體驗總結為：安全沒
問題、性能挺可靠、價格很實惠、服務有
保障。
4 個小時
從首都華盛頓北上，記者驅車
來到賓夕法尼亞州西南部的斯塔爾斯

敦鎮，鎮上一棟面積不大的平房就是
LHTC 公司總部。公司為周邊的 7,000 餘
個家庭和小企業提供電話、電視和寬帶
網絡服務，其中 1,600 個服務對象完全
依賴華為設備。

從未發現威脅證據
美國一些政客近來大肆鼓噪華為的
「安全威脅」，讓公司總裁詹姆斯．凱
爾感到很困惑，因為 LHTC 公司與華為
合作5年來，從未發現華為存在安全威脅的
證據。
凱爾告訴記者，在與華為合作之前，公司對
華為設備進行了認真評估，認為華為設備沒有任
何安全問題，而且價格上很有優勢。
「5 年後我們的合作仍在繼續，且在當前這種情況
下我們還繼續合作，這足以證明我們有良好的合作關
係。」凱爾說。
凱爾建議記者到公司的一家地方營業部聽聽「基層的
聲音」，於是記者驅車5個小時趕到了南迦南鎮。
當地營業部技術總監博妮．邦德女士領着記者進了設備
間，指着一排排華為網絡設備說，小鎮周邊約 1,000 個家庭
的有線電視和寬帶網絡服務完全依賴華為設備，使用過程中
幾乎沒有出現過技術故障。
邦德說，如果華為被禁，LHTC 的客戶將無法上網或看電
視。她憂心忡忡地拿起一根線纜說：「我們每拿掉一條線，就
會有32個家庭斷網。」

■美國鄉村無線
協會55個會員運營商中有
四分之一使用華為等中國公司設
備，覆蓋科羅拉多、猶他、堪薩斯等多個
州的鄉村地區。圖為賓州一村莊。網上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針對《紐約時
報》近日刊發文章稱美國政府的華為禁令導致
美農村地區無線基礎設施建設被迫中斷，
外交部發言人陸慷昨日表示，美國政
府竭力打壓華為的做法對美國業
界和消費者產生了實實在在的
傷害。
在當日例行記者會
上 ， 有 記 者 問 ： 昨 陸慷
天，《紐約時報》
外交部網站圖片
頭版刊發了一篇封
面文章稱，美國政府的華為禁令導致美
農村地區無線基礎設施建設被迫中
斷，美農場主面臨無法及時與外界聯
絡的境遇。有評論稱，美國政府加
大對華「遏制」，反而使得美農民
深陷「雪上加霜」的處境。針對
美國政府此前宣佈的農業補貼，
美各大農業協會也紛紛向美政府
喊話，他們要的不是「創可
貼」，而是能讓農民活下去的長
久之計。中方有何評論？
陸慷說，長期以來，中美兩
國業界，包括在農業領域，保
持着友好合作關係。「對於近段
時間以來美國農牧業從業者遇到
的困難，正如我在這裡曾說過的，
他們在中國的合作夥伴深表同情。
同時中美雙方的業界都非常清楚，造
成這一局面的責任不在中方。」
「你所提到的上述文章再次揭示，美國政府『極限
施壓、製造混亂』的做法對美國業界和消費者造成了嚴重
傷害。」陸慷說，「美國政府某些人竭力打壓華為，一方面
始終拿不出任何令不論是美國國內還是國際社會信服的證
據；另一方面卻對美國民眾，包括業界和消費者，產生了實實
在在的傷害。美國國內對此有質疑和反對的聲音，這毫不奇
怪。」

中方表態始終一致
另據報道，正在日本訪問的美國總統特朗普昨日聲稱，美國還沒準
備好同中國達成經貿協議。
陸慷在回答相關提問時表示，一段時間以來，美方、包括一些高層人
士在內，圍繞中美經貿磋商有過各種各樣的說法，有的時候說很快要達
成協議，有的時候又說達成協議可能有困難。
「就在同一時期，中方的表態始終是一致的。」陸慷說，「第一，我們
始終認為，兩個國家之間的任何分歧，包括中美在經貿領域的分歧，當然
應該通過友好協商和磋商談判解決；第二，我們始終堅持，中美之間的經
貿磋商必須基於相互尊重和平等互利的原則。」

服務遍佈偏遠鄉村
據了解，由於鄉村地區地廣人稀、乏利可圖，美國大型電信運
營商不願涉足。因此，在美國各州的鄉村地區散佈着一些小型運
營商，它們的用戶規模少則幾千，多則幾十萬。鄉村用戶不僅依
賴這些運營商提供的服務來上網、看電視、經營農場，危急時刻還
要撥打急救電話。
「大運營商不願意在鄉村地區經營，即便在此經營，也不會提供
很好的服務。」凱爾說。
為南達科他州約萬名用戶服務的 JVT 電信公司則表示，在與華為
合作之前，他們與另一家供應商合作，花錢多、效果差。使用華為設
備後幾乎沒有信號中斷的情況發生，且華為客服比較及時。
代表美國小型電信運營商利益的鄉村無線協會說，其 55 個會員運營
商中有四分之一使用華為等中國公司設備，覆蓋科羅拉多、猶他、堪
薩斯、內布拉斯加、蒙大拿、懷俄明、愛達荷、南達科他等多個州的
鄉村地區。
鄉村無線協會去年曾發表聲明，呼籲政府不要禁止華為等中國設備進
入美國市場。華為美國公司首席安全官安迪．珀迪日前也表示，華為的
技術對位於美國鄉村的居民、學校和企業至關重要，公司願意繼續為美
國鄉村地區提供服務。

更換設備費時費錢
據估算，美國電信運營商完全更換華為等中國公司設備的開銷高達 8
億美元至 10 億美元，切斷華為供應鏈甚至將迫使一些美國小型電信企
業破產。
以 LHTC 這家小運營商為例，更換華為設備費時費錢，公司不僅需
要投入約 50 萬美元，還要全體員工搭上一年時間。JVT 公司則表示，
換掉華為設備需耗資 1,000 萬美元，且在此期間公司無暇經營其他業
務。
美國挑起的中美經貿摩擦已經讓一些美國農民感受到寒意，而美國
政府的華為禁令可能導致部分鄉村地區通信不暢，可謂雪上加霜。邦
德女士對眼下形勢非常擔心。如果華為被禁，她所在公司將愧對多年
來始終信賴他們的客戶。位於美國蒙大拿州的電信運營商尼蒙特公司
總裁麥克．基爾戈則表示：「我不知道我們還能做什麼，我現在夜不
能寐。」

海外
專家

美掀貿戰
威脅世界經濟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近期，美方升級對
華經貿摩擦，不僅在中國輸美商品加徵關稅問題上步
步緊逼，還動用國家力量無端打壓中國企業。對此，
海外專家學者、業界人士等表示，美方升級經貿摩擦
不僅影響美中兩國，也將世界經濟置於更大危險之
中。

貿易戰波及每個國家
聯合國貿易和發展會議經濟事務官員梁國勇近日接受
記者採訪時表示，美方挑起的經貿摩擦已成為世界經濟
面臨的一個重要風險，近期美國對華關稅加碼意味着世界
經濟所受的威脅也在加碼。
梁國勇警告，美方對華最新一輪關稅升級之後，其負面
影響可能加速釋放，給世界經濟帶來衝擊。
巴西瓦加斯基金會巴中研究中心負責人埃萬德羅．卡瓦略
認為，中國在盡力避免並平息爭端，而美國卻在不斷挑起爭
端。美國的態度讓世界其他國家產生恐懼，美國挑起的經貿摩
擦將令整個世界經濟受到傷害。
美國硅谷知名孵化器「創始人空間」公司首席執行官、天使投
資人史蒂夫．霍夫曼表示，美國挑起的貿易爭端製造了一種充滿
敵意的氛圍，其所作所為對國際關係會產生長遠影響。「貿易戰
不僅是我們的問題，它也將波及世界上每一個國家。」

2025 年中國料育最大 5G 市場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王玨 北京報道）由大數據戰略重點實驗室、社科文獻
出版社共同推出的大數據最新理論成果《大數據藍皮書：中國大數據發展報告
No.3》指出，2025年中國有望培育出4.3億用戶的全球最大5G市場，未來中國將
創造出數字經濟發展的下一個風口。
藍皮書指出，4G改變生活，5G改變社會。隨着2018年6月首個5G國際標準版
本發佈，世界主要國家紛紛投入相關產業的佈局。2018 年，全球共有 72 家運營商
展開了 5G 測試，2019 年，國內各地正陸續啟動預商用，2020 年將實現全面商
用。當前全球貿易中有 50%以上已實現數字化。與此同時，中國也成為全球規模
最大、最具活力的數字貿易市場。預計 2025 年中國有望培育出 4.3 億用戶的全球
最大5G市場。
課題組認為，數字貿易需要一個全球性的貿易框架來規範，需要與之相適應的
統一、公平、高效的新的全球貿易規則。面向未來，中國需在全球新一輪國際貿
易規則與數字貿易規則制定中爭取主動，推動建立公平、透明、統一的全球貿易
規則框架。
此外，課題組還公佈了中國內地 31 個省份「大數據發展指數」得分與排名顯
示，北京、廣東、浙江、上海、貴州、江蘇、重慶、天津、山東和河北位居前十
名。據悉，大數據戰略重點實驗室成立於 2015 年 4 月，是貴陽市人民政府和北京
市科學技術委員會共建的研究平台。

鏈條上企業都被加稅

■華為在 2018 年美國拉斯維加斯國際消費電子展上
的攤位。
的攤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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貿易條件惡化對全球供應鏈的衝擊尤其受到關注。世界各國發揮比
較優勢、相互合作，構成了高效運轉的全球產業鏈、供應鏈和價值鏈。
各方人士普遍認為，美國對華加徵關稅，實際上是對鏈條上的所有企業加
稅，會迫使企業家減少投資，致使經濟增長動力被削弱。
英國智庫牛津經濟研究院澳大利亞首席經濟學家薩拉．亨特認為，美方挑
起的經貿摩擦將直接影響到全球供應鏈，特別是亞洲地區的供應鏈。
數據顯示，韓國月度出口自 2018 年 12 月起便呈現負增長，迄今已經五連
跌。韓國貿易協會近日發佈報告預測，在目前中美經貿摩擦的影響下，韓國年
出口額將至少減少8.7億美元。
日本大和綜研經濟學家小林俊介預測，美國最新一輪對華關稅加碼或令日本
全年出口下降 1%。三菱 UFJ 研究員小林真一郎表示，美國對華關稅加碼將令日
本生產、出口和設備投資全面下滑。
泰國副總理頌奇近日表示，美國挑起的對華經貿摩擦將影響泰國出口，使得泰國
今年經濟增長放緩。

個別組織暫停合作
華為：不影響運營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華為昨日發表聲明稱，最近，個別標準
與產業組織受政治影響而暫停與華為的部分合作，華為對此表示遺憾，但
這不會影響華為的正常業務運作及對客戶提供高質量產品和服務。
華為稱，政治環境的影響下，個別組織在沒有任何法律依據、華為也
沒有違反任何章程的情況下作出暫停部分合作的決定，不符合國際組織
的宗旨，將動搖其作為國際組織的公信力，導致標準的碎片化和信息與
通信標準的分裂，加大產業鏈各環節的成本和風險。華為相信，這些
行為不代表行業主流，華為對 ICT（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s
Technology，信息通信技術）行業的長期可持續發展仍充滿信心。
據報道，WiFi 聯盟、SD 協會、國際固態技術協會（JEDEC）等
標準組織將華為的成員資格暫時取消。
華為稱，華為加入了 400 多個標準組織、產業聯盟、開源社區
並積極貢獻，擔任超過 400 個重要職位，累計提交標準提案近
60,000 篇。目前，華為與絕大部分標準組織的活動仍正常開
展，未來華為也將一如既往地積極參與標準與產業組織工
作，共同構建健康的產業生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