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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繳1000萬加元全天候受監控 朋友圈發文：以華為和祖國為傲

孟晚舟獲保釋 中方：拘押開始就錯

保 釋 詳 情保 釋 詳 情

保釋金

1,000萬加元（其中 700 萬加元現
金）
保釋條件

1. 守法

2. 到指定地點向監督官報到

3. 向監督官提供自己的電話座機和手機號碼，

保證可被聯繫到

4. 必須留在加拿大卑詩省內

5. 居於溫哥華“4005 W 28th Ave”

6. 晚上11點到早上6點必須待在家裡，隨

時能被聯繫到

7. 待在由安保團隊獅門安保公司（Lions

Gate）在列治文、北岸和溫哥華劃定的活動

範圍內，但是不能靠近機場附近

8. 上交所有護照

9. 由獅門安保公司進行24小時監控

10. 服從獅門安保公司的命令

11. 獅門安保公司有權力將其逮捕或扣押

12. 必須佩戴跟蹤腳環

13. 必須同意支付獅門安保公司和提供跟蹤腳

環的RSC公司的所有費用

14. 當不在住所時，必須隨時隨身攜帶身份證

明，應警方要求出示

15. 同意警察可以在未通知的情況下進入其家

中

16. 必須在有需要時參加庭審，必須在有需要

時被扣押

擔保人

1. 加 拿 大 房 屋 仲 介 羅 伯 ． 鄭（Robert
Cheng）願以其價值180萬加元的住家作

擔保，他提出證詞說：“我不相信孟晚舟

會犧牲我的房產、破壞保釋協議”

2. 昔日同事Lee Lin與Ken Louie兩人和孟

晚舟自1990年結識，將分別拿出自己房

產淨值的50萬加元作擔保。兩人的房屋

市值140萬加元

3. 昔日同事妻子、家庭主婦Lee Shi願拿出

她在溫哥華市值600萬加元的85萬加元

淨值作擔保

4. 溫哥華鄰居彭女士這名瑜伽老師提到劉曉

棕父母每年都會來加拿大住4到6個月，

因此與孟一家均熟悉，她並當庭拿出退休

儲蓄5萬加元作擔保

■ 綜合中新社、環球網 聯合早
報網及中央社報道

孟晚舟當天在法庭上否認了美國的指控。
據《溫哥華星報》（Vancouver Star）報

道，法官列出16項孟晚舟必須遵守的保釋
條件（詳見表），包括只能在劃定範圍內
活動，必須有安保團隊 24 小時全天候監
控，以及佩戴GPS電子監控設備，兩者相關
費用將由孟晚舟自己承擔等。法官並要求
孟晚舟於2019年2月6日再度出庭，為之後
的程序確認日期。孟晚舟的保釋金為1,000
萬加元，其中包括700萬加元現金。

美方60日內不提引渡須即放人
法官表示，“孟女士是一位受過良好

教育的女商人，她沒有犯罪記錄，而且有
幾個人證明了她的良好品格，她不出庭的
風險可以被降低至能被接受的水平。”控
方律師表示，美國政府有60天提出正式引
渡申請。法官表示，如果美國屆時沒有提
出申請，孟晚舟將被釋放。

據報道，孟晚舟獲准保釋後，由溫哥
華法院離開。身穿暗紅色羽絨外套，登上
黑色的休旅車離去。孟晚舟回家後在朋友
圈發文稱：“我在溫哥華，已回到家人身
邊。我以華為為傲，我以祖國為傲！謝謝
每一位關心我的人。”

華為：冀美加及時公正結束事件
對於孟晚舟獲得保釋，華為於北京時

間12日發表官方聲明稱，期待美國和加拿
大政府能及時、公正地結束這一事件。
“我們相信加拿大和美國的法律體系後續
會給出公正的結論。正如我們一直強調
的，華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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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連日來，孟晚舟被加拿大當局拘押一事引
發輿論高度關注。中方得知此事後第一時間向
當事人提供了領事協助。中國駐加拿大大使館
指責這一逮捕嚴重侵犯人權，大使館對此表達
強烈抗議，同時要求美加兩國政府恢復孟晚舟
女士的人身自由。

中國外交部連續多天發聲，向加方、
美方提出嚴正交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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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新華社、
聯合早報網及中新社報道，在經過
三天聽證會後，加拿大卑詩省高等
法院當地時間 11 日下午作出裁
決，批准華為公司首席財務官孟晚
舟以1,000萬加元保釋。法官宣讀
完保釋結果後，旁聽席響起掌聲，
孟晚舟也微笑着向丈夫點頭，伸手
擦去眼淚，與律師等人擁抱在一
起。中國外交部當天回應事件時表
示，孟晚舟女士被拘押從一開始就
是錯誤舉動。中方已經向加拿大和
美國政府明確表明了立場，應當立
即糾正錯誤，釋放孟晚舟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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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美國總統特
朗普11日在白宮接受路透社專
訪時表示，如果符合國家安全
利益或有助達成美中貿易談
判，他將干預美國司法部對孟
晚舟案的調查。據中新社報
道，中國外交部發言人陸慷12
日在北京的例行記者會上回應
說，美方非常清楚中方在孟晚
舟一案上的立場。任何人士，
特別是美國政府的領導人或高
層人士，如果他們願意推動這
件事朝着解決的正確方向發
展，當然值得歡迎。

中方：美非常清楚華立場
有記者在會上提出，特朗普

稱，孟晚舟一案可能成為中美談
判的一部分，如果他覺得情況對
談判有利，他可能會出面對司法
部進行干預，所以孟案實際上會
成為談判的一部分。中方對此有
何評論？

陸慷對此回應稱，我們在向
加拿大方面提出嚴正交涉的同

時，也向美國方面提出嚴正交
涉。美國政府對中方在這件事上
的立場非常清楚。

中美經貿團隊正加緊磋商
此外，還有記者問：特朗

普總統還稱中美之間即將進行
一次訪問，以便推進經貿談
判。你能否確認訪問安排？你
能否證實中國已恢復購買美國
大豆，如果是，購買的規模是
多大？

陸慷說，我們說過，中美元
首阿根廷會晤的共識包括指示雙
方經貿團隊加緊磋商，盡快解決
中美經貿領域分歧，達成雙方都
滿意的結果。據我所知，現在雙
方工作團隊確實正在加緊磋商。
我們希望，雙方能相向而行，為
達成一個好的結果營造必要的氣
氛和條件。前兩天，中國商務部
發佈了劉鶴副總理同美國財政部
長姆努欽和貿易代表萊特希澤通
話的情況，雙方就下步如何加緊
磋商制定了路線圖和時間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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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一個歐洲人，我希望在這裡
談一點我個人對這個問題的看法。

很多年前我就知道，人們可以通
過電信設備來搜集政治、經濟情報。
我們德國人雖然從官方層面來說是美
國的盟友，但我們也受到了美國和英
國的大規模監視。在這方面諸位可以
搜索一下關於美國國家安全局（NSA）
及其背叛者斯諾登的一些報道。甚至
連我們的總理默克爾也遭到了監聽。

長期以來，全球領先的電信設備
供應商都來自西方，後來這個隊伍大
大精簡了，有的直接破產（北電網
絡），另一些則被併購（諾基亞併購西
門子、阿爾卡特併購朗訊等等）。主
要原因就在於中興和華為兩家中國公
司（尤其是華為）取得了巨大的技術進
步，他們的價格優勢也非常明顯。

在我看來，在下一代5G技術方
面，中國公司不僅建設周期短、建設
成本低，而且還取得了技術上的領先

優勢。對於西方公司來說，情況已經
發展到啟動自我防衛機制的時候了。
當下正在發生的事情其實是美國實施
的一種自我保護戰略。

孟晚舟女士被捕一事所涉及的另一
個問題是所謂的“華為違反了美國對伊
朗的出口禁令”。

我認為，任何國家都有權利選擇自
己的貿易伙伴。美國有權利因為歐洲或
中國的某家公司與伊朗是生意伙伴而拒
絕與這家公司做生意。可是，是誰給了
美國當局逮捕受僱於這家公司的員工的
權力呢？美國法律為什麼會管到一個非
美國公民在美國境外所做的事情上呢？

美國單方面撕毀了包括中國在內
各國都支持的伊朗核協議從而重啟了
對伊朗的制裁，卻因此要懲罰中國華
為公司的孟晚舟，這使美國淪為了全
世界的笑柄。

■文：岡特．舒赫
（戰略管理咨詢公司Debrouillage創始人）

孟晚舟在加拿大獲保釋的消息很快傳遍了世界。對於此案不同人有不同
的解讀。新華社轉載了一位德國智庫學者從德國人的角度對此案進行了深度
分析，現節錄如下：

一個德國人看孟晚舟被拘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