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馬克．傑特沃伊
2021年9月23日，美國司法部發

表聲明指，已逮捕俄羅斯大型天然氣生
產商諾瓦泰克CFO傑特沃伊，其涉嫌隱
瞞對 「大量海外資產」 的所有權和控制
權，未申報數百萬美元的收入並逃漏
稅。傑特沃伊26日表示，他在美國遭到
「沒有根據」 的逃稅指控，將與之抗爭。

科爾舒諾夫
2019年8月30日，意大利政府因美國

要求逮捕俄羅斯聯合發動機公司（UEC）
業務發展主管科爾舒諾夫。美方指控科爾
舒諾夫與意大利公民比安奇合謀，為一家
俄羅斯國有企業 「竊取」 美國商業機密。俄
總統普京直斥這次逮捕由不公平競爭引起。

長林隆二、古村宏明

A22
責任編輯：潘朗清 美術編輯：賴國良 2021年9月29日 星期三

電郵：tkpgj@takungpao.com.hk 傳真：2572 5593

國際

《美國陷阱》作者：我不如孟晚舟幸運
同為華府長臂管轄受害者 皮耶魯齊身陷囹圄多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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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公報記者 公孫淑



美靠芯片陷阱盜用法企技術
【大公報訊】綜合《環球時報》、法

國《解放報》報道：今年8月，法國芯片巨
頭金普斯公司創始人馬克．拉敘斯的新書
《芯片陷阱》出版。該書揭露了美國安全部
門如何強行佔有金普斯公司，並利用該公
司的芯片技術進行全球監聽的暗黑歷史。

1988年，拉敘斯創立了金普斯芯片製

造公司，至2000年底，該公司已成為世界
芯片領域領導者，佔據全球40%以上市場，
並因此受到美國覬覦。從2001年起，美國
中央情報局（CIA）開始暗中滲透金普斯。

拉敘斯指，一些美國集團先以 「友好
投資者」 身份出現，然後在CIA的授意下不
斷否決他的決策方案，污衊他違反美國禁
運規定，入侵他的電腦和手機，甚至威脅
他的妻子。與此同時，CIA指示資方代表滲
透金普斯的管理層。拉敘斯最終被迫辭職，
職務由美國人曼德爾接替，此人是CIA注資
的風投機構IN-Q-TEL的董事會成員。

拉敘斯表示，成功竊取金普斯後，美
國獲取了該公司幾十億用戶芯片卡的加密
信息，開始搜集情報、監控全球。在他看
來， 「美國的自由市場價值觀純屬虛偽。
他們不擇手段地壓制其他國家的高科技公
司，不讓他們在國際市場上取得成功」 。

被美指控竊密俄高管遭跨國逮捕
【大公報訊】綜合路

透社、《金融時報》報
道：美國 「長臂管轄」 案例

比比皆是。2019年8月，意大
利政府應美國要求，在機場逮
捕了一名俄羅斯高管，美方指
控其涉嫌 「竊取」 商業機密。
俄羅斯總統普京譴責稱美國此
舉 「非常糟糕」 ，俄羅斯面臨
「不誠實競爭」 。

2019年8月30日，因美國政府此前發
出的逮捕令，俄羅斯聯合發動機公司

（UEC）業務發展主管、前俄外交部
官員科爾舒諾夫（圖）在意大利那
不勒斯機場被捕。據介紹，UEC業
務包括生產民用和軍用飛機發動機
等，是俄羅斯國有企業俄技集團
（Rostec）旗下公司。

當年9月，美國聯邦調查局

（FBI）指控科爾舒諾夫與意
大利公民比安奇合謀，為俄羅
斯國有企業 「竊取」 美國商業
機密。美國方面稱，比安奇曾
就職於通用電氣航空公司的一
家子公司，之後跳槽至意大利
公司 「Aernova」 ，後者與
UEC子公司 「Aviadvigatel」
簽訂了合同。普京則表示：

「這在全球是一種正常操作。這是與歐洲
夥伴之間的公開商業合作。」

2020年7月底，在俄羅斯和美國均提
出引渡申請的情況下，意大利司法部批准
將科爾舒諾夫引渡回俄羅斯。

另外，俄羅斯天然氣公司諾瓦泰克
（Novatek）首席財務官傑特沃伊近日被
指隱瞞海外資產及逃稅，在美國被捕並被
起訴。傑特沃伊26日表示，他在美國遭到
「沒有根據」 的指控，將與之抗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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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加拿大無理扣押近3年後，中國華
為技術公司首席財務官孟晚舟25日已獲
釋返回中國，她和美國相關法院達成延遲
起訴協議，美方也撤回對她的引渡申請。
同為美國政府 「長臂管轄」 受害者的前法
國電力巨頭阿爾斯通集團市場和銷售總
監、《美國陷阱》作者弗雷德里克．皮耶
魯齊對此可謂感觸良多。他在接受中國國
際電視台（CGTN）採訪時表示，自己沒有
孟晚舟那麼幸運，當時未能得到公司和祖
國的強大支持，而此次中國以國家意志對
抗美國「長臂管轄」，為世界立下了標杆。

大公報整理

1987年，日本東芝公司因
向蘇聯出口了數控機床的部
件，導致蘇聯潛艇技術迅
速提升。事情曝光後，美
國向日本警視廳施壓，突
擊搜查東芝公司，逮捕了
長林隆二和古村宏明兩名
東芝高管。

大公報整理

墮入美國陷阱始末

•法國核心能源企業阿爾
斯通時任市場和銷售總
監皮耶魯齊前往美國出
差，並在紐約肯尼迪機
場被捕。美國其後指控
皮耶魯齊在2003年的
印尼項目中涉嫌商業行
賄，並對阿爾斯通處以
7.72億美元天
價罰款。

7月
•皮耶魯齊被告
知，如果堅持不

認罪將面臨最高
125年的刑期，以及
高達500萬美元的各
種審判費用，最終
皮耶魯齊妥協。
美國通用電氣
與阿爾斯通首
次就收購進
行談判。

2014年
4月24日

•阿爾斯通與通
用電氣宣布達
成收購交易，
美國針對阿爾
斯通高管的逮
捕行動停止。

12月22日
•阿爾斯通承認
存在海外行賄
行為，並接受
美國司法部

7.72億美
元 罰
款。

2018年
9月

•皮耶魯齊
終於成功
保釋。

美國1977年出台《反海外腐敗法》，
起初只為禁止美國公司向外國政府公職人員
行賄。然而到了1998年，美國決定把它變
成域外法，在全球範圍內推行司法霸權，只
要外國公司用美元交易或者公司使用服務器
在美國的郵件系統就受該法規管，實施 「長
臂管轄」 。

法國電力巨頭阿爾斯通就是華府 「長臂
管轄」 的受害者之一，該公司高管皮耶魯齊
更因為 「美國陷阱」 身陷囹圄長達五年。

中方：美國是脅迫外交鼻祖
對於孟晚舟此次平安回國，皮耶魯齊在

CGTN的專訪中表示： 「這件事表明，如果
一國政府願意為之付出不懈努力，能夠很大
程度上推動此類事件的解決。在我看來，這
標誌着中國的一個巨大勝利，因為這確實是
第一次以一個國家的意志，成功回擊了美國
的這種長臂管轄。」 與皮耶魯齊不同的是，
雖然美國法院指控孟晚舟涉嫌違反美國出口
管制向伊朗出售 「敏感科技」 ，並 「以假賬
資料掩護」 ，但孟晚舟始終未低頭認罪。

皮耶魯齊在談及自己當時的處境時表
示： 「我沒有孟女士那麼幸運，我的公司並
沒有向我提供那麼強大的支持，我的祖國也
沒有給我提供強大的支持」 ，因此自己當時
只能認罪，以換取更短時長的監禁。皮耶魯
齊還說： 「也許到頭來，沒有任何一個歐洲
國家會說出來，但每個人內心深處都應該為
（孟晚舟事件）這個結局感到欣慰。」 他直
言，這次事件將使許多其他國家受益，有望
成為歷史性轉折點。不過他也認為，這並不
意味着一切都會好起來，因為美國不會停止
將法律用作經濟武器。

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華春瑩28日表示，眾
所周知，美國是 「人質外交」 和 「脅迫外
交」 的開山鼻祖，這項專利的發源地和指揮
部都在華盛頓。美國通過自己的政策和行
動，向世界提供了很多脅迫外交的經典案
例。

「明天又會是誰」
對於皮耶魯齊而言， 「美國陷阱」 的噩

夢可謂記憶猶新。2013年4月，時任阿爾斯
通市場和銷售總監的皮耶魯齊前往美國出差
時，在紐約肯尼迪機場被聯邦調查局
（FBI）逮捕。美國司法部之後指控他在
2003年的印尼項目中涉嫌商業行賄，違反

美國《反海外腐敗法》。
起初皮耶魯齊拒不認罪，但他

在獄中被美國檢方告知，不認罪
的後果可能是最高125年監禁以
及數百萬美元的耗費，認罪則只
需幾個月便可出獄。最終，皮耶
魯齊於當年7月選擇認罪。阿爾
斯通公司被美國處以7.72億美元
罰款，並於2014年6月簽訂合
約向美國通用電氣公司出售核心
能源業務，曾被稱為法國 「工業
明珠」 的阿爾斯通因此沒落。

皮耶魯齊在通用收購案達成後
才獲准保釋，2018年9月出獄。
2019年初，皮耶魯齊與一名法國記者
合著的《美國陷阱》一書，揭露美國政
府不正當打擊美企競爭對手的內幕，引起
巨大反響。書中披露，美國司法部與阿爾斯
通談判之時，一直有通用電氣代表參與。孟
晚舟被加拿大無理扣押後，皮耶魯齊在
2019年接受採訪表示， 「昨天是阿爾斯
通，今天是華為，明天又會是誰？」

▲2014年6月24日，通用電氣公
司兩名高管和阿爾斯通首席執行
官柏珂龍在法國會面（左）。

美聯社

▲1996年，馬克．拉敘斯（左）參加金
普斯墨西哥工廠開工儀式。 網絡圖片

孟晚舟案暫告一個段
落，但美國主流媒體仍揪住
不放，《華盛頓郵報》9月28
日發表社論，指責中國在孟
案上大搞 「人質外交」 ，完

全是在 「蔑視傳統外交規範」 ，稱這通
常是恐怖主義國家所為，而對中國這類
「對既大又強的流氓國家而言，絕不能

聽之任之」 ；文章還稱， 「一種解釋是
釋放孟晚舟是出於緩和中美關係的需
要，但更好的解釋是，西方國家結成聯
盟共同對抗中國有了更充足的理由」 。

究竟誰是 「流氓國家」 ？就孟晚舟
案而言，包括法國、日本等深受其害的
美國諸多盟友心裏都有一本賬，只不過
敢怒不敢言。逮捕孟晚舟從一開始就是
一場精心策劃的政治陰謀，只不過被當
時的特朗普政府披上了 「法律」 外衣。
美出於打壓中國5G產業的需要，公然對
中國華為公司高管採取綁票行動，將孟
晚舟扣壓為 「人質」 ，企圖讓法國阿爾
斯通公司及其高管皮耶魯齊的悲劇在華
為身上重演。這樣的流氓行為，世界看
得清清楚楚。《華盛頓郵報》反倒打一

耙，給中國扣上了 「人質外交」 的帽
子，也算是美國主流媒體的一種傲慢。

在長達近三年的政治與法律戰中，
中國政府做出了不懈努力。孟晚舟堅持
不認罪，最終美國司法部不得不做出推
遲起訴、放棄引渡的決定。美國引渡不
成、孟平安回到祖國，無疑是中國的巨
大勝利，堪稱中國外交教科書式的案
例。這是美國當年簽發孟晚舟逮捕令時
未曾料到的，華府無異於自取其辱，對於
美國今後對華採取類似行動具有重要的
警示意義：中國不惹事，但絕不怕事。

孟晚舟案既然是政治行為，最終只
能通過政治方式解決，而法律只是形式
和輔助。釋放孟晚舟對於加拿大是一種
解脫，畢竟作為幫兇的角色，幫助美國
幹髒活，被夾在中美兩國之間，這幾年
活得也很苟且。孟與兩位 「麥克爾」 幾
乎同時獲釋，引發了外界很多聯想。中
方認為，孟的獲釋與加拿大人的獲釋是
兩個性質不同的問題；白宮發言人普薩
基強調，孟晚舟與美國司法部達成的協
議，是一項法律行動，而 「非交換人
質」 。但加拿大外長很直白地向媒體表

示，兩案之間存在聯繫。不管外界如何
解讀，有一個是可以肯定的，孟案之所
以能夠柳暗花明，很大程度上是中國政
府高度重視此案，並一直用西方人聽得
懂的語言、看得見的政治與法律行動與
美、加打交道，而不是與列強 「坐而論
道」 。另一方面，作為華為的副董事
長，孟背後有華為公司的實力作為後
盾。孟晚舟案在加拿大聯邦法庭的保釋
金就高達1000萬加元；此外，在1000多
天裏的法律較量中，高額的律師費也並
不是一般公司和個人能夠承受得起。高
水平的律師團隊徹底曝光了這起案件的
法律破綻，打亂了美國的部署，讓一直
以 「法治國家」 自居的美國無計可施。
從這個意義上說，孟晚舟案背後體現的
是堅定的中國國家意志和華為公司的實
力，這才是看得見、摸得着的 「從實力
地位出發」 。

輿論普遍認為，孟晚舟的獲釋搬走
了中、美、加三邊關係的一個障礙，也算是
拜登政府在清除特朗普對華遺毒方面邁
出的重要一步。但中美、中加關係的改善
程度到底有多大，完全取決於美加兩國能

否以正常的心態對待一個崛起的中國。
拜登執政大半年以來，人們對其政

策糾偏意願和能力抱有很高的期待，但
其在對華政策的調整過於緩慢，少不了
華爾街的猛烈批評。據外電報道，孟案
得以解決的中間人包括高盛集團的前總
裁約翰．桑頓，從一個側面說明華爾街
對華盛頓的巨大影響力。資本主義國家
還是資本家說了算，放着中國大市場的
錢不賺，整天搞冷戰那一套，最終會讓
美國雞飛蛋打，華爾街該出手時也得出
手。接下來美國商務部長及其他經濟領
域高官訪華，或為中美兩國的經貿關係
正常化開闢道路，中美關係的重啟有望
漸次展開。

孟晚舟案的落幕反映了拜登政府還
是有意讓中美關係止損，修復的意願比
特朗普執政後期濃了許多。拜登及其美
高層多次強調無意與中國衝突，只是為
雙方激烈的競爭設置護欄，特別是這次
聯大期間，拜登對華指責的調門明顯降
低。隨後孟晚舟案的峰迴路轉也算為拜
登的低調演說作了醒目的註解。

當然美國極端反華勢力是見不得中

美關係改善的，更何況特朗普勢力正捲
土重來，大有改變2024年美國政治版圖
的勢頭。聯邦參議員盧比奧第一個跳出
來指責 「釋放孟晚舟是拜登政府對華政
策軟弱的另一例證。」 要求行政部門向
國會做詳細說明。不過，這類極端派並
不能代表美國對華政策的全部，也不必
被他整天牽着鼻子走。

孟晚舟案之所以引起如此大的爭
議，不僅因為本案成為中美戰略博弈的
一部分，也是美國搞 「長臂管轄」 、推
行域外法權的必然結果。這些年來，
「長臂管轄」 成為美國屢試不爽的工

具，即使是美國的盟國也不放過。孟晚
舟案的結局無疑為世界許多國家樹立了
一個標桿，增加了同美國作鬥爭的勇氣
和決心。套用《華盛頓郵報》社論的表
述格式，孟晚舟案為全世界聯合起來反
對美國的 「長臂管轄」 提供了
更充足的理由，只有這樣，落
入 「美國陷阱」 的人士才會越
來越少，世界的營商環境才能
有所改善，全球高管們的旅行
安全感才會大幅度增加。

晚舟歸航會是中美關係重啟的開端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