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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在野保守黨昨日
舉行黨魁選舉，最快於香
港時間今晨有結果。新黨
魁將在可能提前舉行的大
選中，帶頭挑戰自由黨籍
總理杜魯多，選前領先的
黨魁候選人麥凱已表明，
一旦成為總理，將會禁止
華為參與加拿大5G建設。
這次保守黨領袖之爭，
共有4名候選人角逐，其中
兩人曾在此前的保守黨政
府內擔任部長，包括麥
凱。54歲的麥凱曾經擔任

外長、防長及司法部長，
2015年退出政壇，直到今
次黨魁選舉才復出。麥凱
主張保守黨有必要擴大吸
引進步派選民的支持，並
聚焦就業和經濟，他亦承
諾一旦成為總理，就要禁
止華為參與加拿大5G網絡
建設。
新冠疫情嚴重影響這次

黨魁選舉的競選活動，保
守黨亦將投票改為全郵寄
投票。

■綜合報道

美國總統特朗普此前簽署行政
命令，停止為聯邦機構簽發多項
工作簽證，美國政府屬下傳媒機
構美國之音亦受影響，據報包括
中國籍記者在內的16名美國之音
記者，正面臨在未來數周簽證逾
期，被迫離美返國。
美國之音目前聘用78名外籍僱

員，他們均是以「J-1」簽證赴美
工作，當中約16人簽證即將到
期，不少記者仍在等待當局是否
延續其簽證的裁決。

管理機構疑拖時間
美國眾議院外交委員會主席

恩格爾批評，管理美國之音的
美國國際媒體署(USAGM)未有
解釋華府為何沒更新美國之音
員工的簽證，即使記者本人亦
對簽證情況不知情，形容情況

不能接受，質疑USAGM拖延
時間，目的是等待記者自行離
開。
USAGM總裁於今年6月改由

保守派人士帕克出任，此後他便
沒有為美國之音記者申請延長簽
證，被批評毫不作為。恩格爾要
求國務院和國土安全部延長簽證
到期記者的寬限期，讓他們不必
被迫離開美國。
特朗普本月初的行政命令規

定，聯邦機構不得以其他國家的
國民，取代符合條件的美國公
民，USAGM表示，複審簽證是
為了改善管理，確保美國國家安
全。除了美國之音，自由歐洲電
台、古巴廣播辦公室等USAGM
旗下機構，亦有多名記者受簽證
政策影響。

■綜合報道

字節跳動此前據報有意將TikTok
總部搬到倫敦，不過英國《星期日
電訊報》報道，英國政府內部對於
是否支持這個計劃出現嚴重分歧，
許多官員不完全贊同對華鷹派觀
點，英國其實「並不想不惜一切反
華」。
主管招商的國際貿易大臣卓慧思

是對華鷹派之一，她反對TikTok總
部搬到倫敦，並試圖爭取部分國會
議員支持。但卓慧思的下屬、投資
事務國務大臣格雷姆斯通則意見相
反，並暗中推動TikTok遷址，政府
部分官員的態度也「全然不似卓慧
思這般強硬」。
報道指，TikTok的確有意搬到倫

敦，但前提是英國政府發出官方聲
明支持。對於是否發出有關聲明，
唐寧街內部也有分歧，保守黨後座
議員中的鷹派不斷施壓，要求首相
約翰遜不要發聲明，前黨魁施志安
更聲稱TikTok若進駐英國，會讓其
「 偽 裝 成 英 國 版 facebook 或
Google」，認為英國政府不但不應發
聲明，甚至不應讓TikTok 來到英
國。
字節跳動回應稱，TikTok在英國

設有領導團隊，擁有數百名員工。
公司正在評估在美國以外設立Tik-
Tok總部的可能性，以更好為全球用
戶提供服務。

■綜合報道

英國倫敦塔橋前日發生罕見故
障，兩塊橋板下午升起讓船隻通
過後，未能重新放下來，導致周
邊一帶交通嚴重擠塞。當局經緊
急搶修個多小時後，成功將橋板
放下。倫敦塔橋兩塊橋板每年升
降約800次，鮮有發生問題，對
上一次出現嚴重故障已是2005
年，當時導致塔橋封閉長達10小
時。 ■綜合報道

近日傳出身體欠佳的日本首相安倍
晉三，連續在任首相的天數今日會達
到2,799天，超過他的外叔公、前首相
佐藤榮作，創歷代首相最長紀錄。然
而原定27日舉行的最長任期「慶祝
會」突然決定延期，加上安倍近日減
少出席會議，其健康狀況亦引起討
論。
安倍曾於2006年到2007年擔任一年
首相，2012年底回朝後執政至今，如
果將兩次任期加起來，安倍在任天數
於2019年8月23日就已達2,798天，

打平佐藤榮作的紀錄；但若是從2012
年底上任後的「連續」在任期間計
算，則是昨日才夠2,798天。

省力模式 被譏「快撐不住」
安倍日前突然入院約7個半小時，

雖然他對外宣稱只是「接受體檢」，
但由於他在6月才剛做過檢查，這次
入院時機立即引起猜測。日媒之後又
觀察到安倍在19至21日連續3日均只
工作半天，首相官邸消息人士則強調
安倍健康沒有問題，主要是讓他盡量

休息。據報下周安倍將繼續這種減少
預定出席會議數量的「省力模式」，
現階段亦不會安排晚間聚餐。內閣官
房長官菅義偉此前在民營電視台節目
中稱，對安倍健康狀況沒有感到異
樣。
在新冠疫情持續和豪雨災害連連的

7月，安倍不召開大型記者會也不願重
啟國會，不但引起在野黨不滿，自民
黨內也有反對聲音，安倍政敵前防相
石破茂的支持者還說，「安倍很快就
會撐不住」。 ■綜合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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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位最長日揆
安倍延慶祝會再惹猜測

倫敦塔橋故障
拒「返回原位」

■■ 美國不少年輕人經常使用美國不少年輕人經常使用TikTik--
TokTok。。 美聯社美聯社

字節跳動在公告中表示，「近一
年來，我們懷着真誠的態度，

尋求跟美國政府溝通，針對他們所
提出的顧慮提供解決方案。但美國
政府罔顧事實，不遵循正當法律程
序，甚至試圖強行介入商業公司談
判。為確保法治不被摒棄，確保公
司和用戶獲得公正的對待，我們將
通過訴訟維護權益。」

美用戶過億 數千合作夥伴
TikTok 在美國擁有超過 1 億用

戶、1,500多名員工，以及數千家合
作夥伴。如果關停TikTok 美國業
務，按照此前市場傳聞200至500億
美元(約1,550億至3,875億港元)的出
售價格，字節跳動將至少損失超過
2,000億元人民幣(約2,240港億元)。
美國總統特朗普於8月6日對Tik-

Tok母公司發布的交易禁令，可能導
致9月15日之後，字節跳動無法向
美國員工發放工資。據了解，作為
「關停預案」的一部分，字節跳動
正在積極聯繫海外銀行和信投機

構，尋求在總統令生效的情況下，
也能夠為美國員工支付工資以及維
護員工其他合法權益的可能。
據悉，截至目前，特朗普對Tik-

Tok下達了兩道封殺令，按照美國法
律，在此之前，沒有出現過任何軟
件被這樣封殺的先例。
除了對特朗普政府的官方訴訟，

字節跳動的美國員工，也在自行發
起針對特朗普的訴訟。代表員工提
出訴訟的互聯網政策律師戈德溫
(Mike Godwin)表示，特朗普的禁令
屬於行政越權，會損害TikTok美國
公司員工的憲法權利。
TikTok針對8月6日行政令發起訴

訟，可能不會改變字節跳動必須拆
分TikTok美國業務的結局。這是因
為，8月14日特朗普要求TikTok出
售的行政令並不受司法審查約束。
據悉，中國企業起訴美國總統的

案例直接相關的可追溯到2012年的
三一重工事件。當時，三一重工在
美企業欲收購美國俄勒岡州的4座風
力發電廠，時任美國總統奧巴馬發
布行政禁令，理由就是「威脅美國
國家安全」。官司一直打到2015年
終審時，三一重工終於與美國政府
達成和解，將四個風電項目轉讓給
第三方，美國政府則認定其在美國
進行的其他風電項目收購交易不涉
及國家安全問題。

專家：拉長時間戰線
商務部研究院國際市場研究所副

所長白明對香港文匯報表示，在美
國大選的節骨眼上，字節跳動選擇
起訴特朗普政府，不論結果如何，
都會走一段為時不短的法律程序。
「這樣能盡可能拉長時間戰線，不
放棄任何希望，從中我們會看到各
種各樣的可能性，也許就有機會爭
取最好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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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不想不惜一切反華」
對TikTok搬總部爆分歧

■■ 美國之音多名記者美國之音多名記者
或須離境或須離境。。 美聯社美聯社

加保守黨黨魁熱門
揚言5G封殺華為

■■麥凱麥凱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朱燁 北京報道）影片分

享平台TikTok的母公司字節跳動昨日發布聲明，

將於美國時間8月24日（北京時間8月25日）正

式起訴特朗普政府。同時，字節跳動也在積極準

備「關停預案」，以確保即使該應用程式在美國

被關停，其員工也能繼續獲得報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