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罔顾客观事实，以突然逮捕企业高管的伎俩，强迫竞争对手听话——本年度新
书《美国陷阱》揭开了美国以司法工具为伪装，围猎法国能源巨头阿尔斯通、以从中
牟利的黑幕，让世人进一步看清了“美国陷阱”的面目和套路。

如今，中国企业不幸成为“美国陷阱”的最新受害者。拘人、罚款、封杀的套路再
度上演之际，国际社会顿悟到：美国霸凌主义已成全球公害，不容于时代，美国的国
家信誉已然沦陷。

“美国陷阱”是美国肆意以国内法作为经济战武器，强加于人，做局陷害、打压其
竞争对手的黑手段，暴露其恃强凌弱的霸凌行径和强权逻辑。

一些国家相继成为“美国陷阱”的受害者。上世纪八十年代，日本半导体行业勃
兴之际，美国就以各种理由，重拳打击东芝等日企。过去十年，美国力压欧洲金融机
构，动辄开出巨额罚单。此外，美国对欧洲空客、日本车企长期压制，同样充满经济霸
凌色彩。

事实一目了然。遭受美方围猎、落入“美国陷阱”者，或是行业翘楚，或是美企竞
争对手。美方意图昭然若揭：只要认定威胁到自身商业利益、科技与金融优势、乃至
全球霸权的实体，均要重点打压。

滥用“长臂管辖”，给竞争对手设套挖坑的做法，或许能让美国相关行业和利益
群体一时得济，长期看却只会阻碍竞争、保护落后，遏止生产要素全球流动，与市场
经济和法治原则格格不入。

美国企业如果想要获得优势必须尊重创新和开放的原则，而不能依靠美国政府
压制和打压别国企业。以排他性强力手段维持优势的做法，违背市场规律和科学规
律，绝不可能达到目的。

失道必定寡助。近期，德国、法国、荷兰等国官员和商界人士相继表示，在相关行
业发展和项目建设上，不会应美国号召，排除中国企业。这显然代表了国际社会的主
流呼声。

正如《美国陷阱》作者、前阿尔斯通高管皮耶鲁齐所言：“真相路人皆知，任何人
都无法忽视美国将法律作为经济战争武器的事实。所有国家都应团结起来，抵制美
国的单边主义。”

历史常常惊人相似，但不会简单重复。美国长期滥用“长臂管辖”，自以为无人能
挡，殊不知公道自在人心，正义永不缺席。美国工于心计、埋头挖坑，最终埋葬的是美
国的国家信誉，让自己沦为全球化时代的孤家寡人。

涉嫌泄露韩美领导人通话内容

韩驻美外交官
面临刑诉

韩国外交部28日通报，因涉嫌向
最大在野党自由韩国党议员姜孝祥泄
露韩美领导人通话内容，一名驻美外交
官面临刑事诉讼。这名外交官承认行为
不当，但否认有意影响韩国政府外交。

严肃处理

韩联社报道，韩国外交部第一次
官赵世暎 27 日主持安全审议委员会
会议，决定严肃处理泄露韩美领导人
本月初通话内容的韩国驻美使馆外交
官K某和另外两名使馆官员，处分措
施包括免职和停职。

三人中，一名较高级别官员的处分
决定将由中央惩戒委员会作出；定于30
日举行的外务公务员惩戒委员会会议
将对K某和另一名工作人员作出处分。

除给予处分，韩国外交部28日决定
对K某和姜孝祥提起刑事诉讼。“考虑事
情的严重性，我们已经决定对这名官员
泄露机密信息（的行为）提起诉讼，姜议
员作为直接起因（也将受到起诉）。”

韩国总统文在寅7日晚与美国总统
唐纳德·特朗普通电话，据信谈及特朗普
访韩以及韩国对朝鲜粮食援助事宜。

依照韩联社的说法，由于在使馆
下设另一部门工作，K某没有获得接
触韩美领导人通话内容这类机密信息
的许可。在韩国驻美使馆内部，只有大
使赵润济和少数几名处理相关事务的
官员有接触这类信息的权限。

忙中出错？

针对自身行为，K某辩解，他从一
名使馆同僚处获得韩美领导人通话内
容文本，因姜孝祥坚称只会把通话内
容用作个人参考且不会透露给其他
人，他才会把这类机密信息告知对方。

K某在经由律师发布的一份声明
中说，他之所以第一时间把通话细节
告知姜孝祥，是因为对方质疑特朗普
会在5月访问韩国且询问他是否掌握
相关信息。另外，姜孝祥还要求他帮忙
证实并提供相关信息，以证明特朗普
确实支持韩国对朝粮食援助。

依照韩联社的说法，特朗普7日晚
与文在寅通电话时表示支持对朝粮食
援助，称那将是“合时宜、积极的举措”。

K某说，他因为着急赶工作，才误
把韩美领导人交谈的确切表述告诉了
姜孝祥。

韩联社报道，7日通话时，文在寅希
望特朗普在结束25日至28日的访日行
程后旋即访韩；特朗普提出，可以在他
从东京回国途中在首尔作短暂停留。

姜孝祥本月早些时候公开文在寅
与特朗普的通话内容，批评文在寅“乞
求”特朗普访问韩国。

针对自己事先知道姜孝祥会召开
新闻发布会并把通话内容用作政治争
斗工具、“损害文在寅政府的对美政
策”一说，K某予以强烈否认。他说，他
与姜孝祥是中学校友，但除了在华盛
顿举行的几次校友活动和会议上见过
面外，没有更多交往。 （新华社）

不论在世界哪个角落，不论什么时候，只要一家公司曾
用美元交易、用美元计价签订合同，或者仅通过设在美国的
电子邮件服务器收发、存储过邮件，美国政府就认为对这家
公司拥有司法管辖权。其依据，则是美国《反海外腐败法》。

根据这部在1998年修订的法律，美国政府几乎“可以
随意逮捕任何一名外国企业员工，甚至把其投入监狱，判
处重刑”。皮耶鲁齐对新华社记者现身说法。此外，美国还
向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施压，让其所有成员从1998年开
始要求出口企业遵守《反海外腐败法》。

“美国的‘长臂管辖’从亚洲到欧洲都存在。这对我们
的主权构成了严峻挑战。”法国参议院议员菲利普·博纳卡
雷尔日前接受新华社记者专访时表示，美国司法正是通过

“长臂管辖”来执行美国的单方面制裁。
依据美国国内法律，被美国罚款超过1亿美元的外国

企业迄今已达29家，其中23家是外国企业，欧洲知名企业
有15家，其中5家是法国跨国企业。

相比之下，美国企业则很少遭到起诉。而少数对于本
土企业的反腐败诉讼，也多发生在该企业已在海外被其他
国家起诉之后。美国司法部主持“公道”的办法，通常是提
起诉讼、宣布收回“调查权”，交由美国法院处理。也就是
说，美司法部对本国企业的起诉，反而成为保护本国企业
免遭外国高额罚款的手段。

皮耶鲁齐指出，美国的选择性执法，让其成为侵略别
国经济的武器。

今年初，由前法
国阿尔斯通公司高管
弗雷德里克·皮耶鲁
齐和一名法国记者合
著的《美国陷阱》一书
在法国出版，引起巨
大反响。

该书以皮耶鲁齐
的亲身经历揭露美国
政府打击美国企业竞
争对手的内幕。

2013年，皮耶鲁
齐在美国机场被美国
联邦调查局逮捕，并被
起诉入狱。之后，美国
司法部指控皮耶鲁齐
涉嫌商业贿赂，并对阿
尔斯通处以7.72亿美
元罚款，阿尔斯通的电
力业务最终被行业内
的主要竞争对手美国
通用电气公司收购。

皮耶鲁齐说，自己
在法国阿尔斯通公司
工作了22年，是电力和
轨道交通设备领域的
全球专家。“自2011年
以来，我负责管理锅炉
部，该部门雇用了4000
名员工，实现了14亿
欧元的营业额。阿尔斯
通的战略是将该部门
与中国上海电气集团
的锅炉业务部门合并
为合资企业，从而成为
该领域的全球领导企
业。我被任命为该合资
企业的首席执行官，并
于2012年8月与家人
一起搬到新加坡，创建
总部并完成两个公司
之间的谈判。”

皮耶鲁齐表示，
“在定居新加坡8个月
后，我飞往美国出差，
在纽约肯尼迪机场下
飞机时被美国联邦调
查局逮捕。美国司法部
在没有通知我本人的
前提下，于2012年11
月起诉我违反美国《反
海外腐败法》，并指控
我参与了2003年4月
在印度尼西亚的一起
与阿尔斯通有关的腐
败案件。”

皮耶鲁齐还表示，
自己在美国的监禁期超
过25个月，其中包括14
个月被关在高度警戒的
监狱。“我被监禁期间，
阿尔斯通在美国司法部
要求下以‘放弃职位’为
由将我解雇。我的职业
生涯被毁了。”

新 华 国 际 时 评

美国陷阱
引君入瓮

论 法 国“ 工 业 明 珠 ”之 坠 落
■

不论在世界哪个角落，不论什么时候，只要一家公司曾用
美元交易、用美元计价签订合同，或者仅通过设在美国的电子
邮件服务器收发、存储过邮件，美国政府就认为对这家公司拥
有司法管辖权。其依据，则是美国《反海外腐败法》

■
依据美国国内法律，被美国罚款超过1亿美元的

外国企业迄今已达29家，其中23家是外国企业，欧
洲知名企业有15家，其中5家是法国跨国企业

■
前法国阿尔斯通公司高管弗雷德里克·皮耶鲁齐在新

书《美国陷阱》中依据事实和法律进行详细分析——“美国
陷阱”就是美国利用其法律作为经济战的武器，削弱其竞
争对手，有时是为了低价收购竞争对手

“美国陷阱”
让美国信誉沦陷

弗雷德里克·皮耶鲁齐怎么也没有想到，身为法国高技术工业巨
头阿尔斯通公司高管，他会因一起10年前远在印度尼西亚的案件在
美国被捕，并被起诉入狱。

更令人震惊的是，皮耶鲁齐身陷囹圄时，其东家阿尔斯通惨遭“肢
解”。这家被誉为法国“工业明珠”、曾横跨全球电力能源与轨道交通行
业的商业巨头，不仅被美国司法部处以7.72亿美元的巨额罚款，其核
心业务也被主要竞争对手——美国通用电气公司“强制”收购。由此，
美国获得了法国大多数核电站的部分控制权。

“这是一场彻头彻尾的敲诈。”皮耶鲁齐在其最近出版的新书《美
国陷阱》中说。这一事件向人们昭示，美国如何滥用国内法律，将其作
为经济武器，对其他国家发起“隐秘的经济战争”。

““美国的美国的‘‘长臂管辖长臂管辖’’从亚洲到欧洲都存从亚洲到欧洲都存
在在。。这对我们的主权构成了严峻挑战这对我们的主权构成了严峻挑战””

长臂“陷阱”选择执法

“对美国而言，不择手段是允许的。”法国《费加罗报》
评论说。

追诉外国跨国公司高管、把他们送进监狱、极限施压、
强迫其认罪、迫使他们的公司向美国支付巨额罚款……皮
耶鲁齐就是美国这一系列典型操作的受害者。

2013年4月，皮耶鲁齐抵达纽约肯尼迪机场时被戴上
手铐。随后，高达125年监禁威胁、天价律师费、高额保释
金、与死刑犯和重刑犯共同关押、私营监狱的折磨……媒
体评论说，美国司法部门将皮耶鲁齐作为“经济人质”，借
助各种极限施压手段，迫其就范认罪，以实现敲诈、从而最
终“肢解”阿尔斯通的目的。

美方“以此向阿尔斯通首席执行官传递一个明确信
号：如果你继续不配合，你将是下一个进监狱的人。”皮耶
鲁齐对新华社记者说。

恰恰在皮耶鲁齐被捕后，阿尔斯通开始了与美国司法
部全面合作。为了自保，首席执行官柏珂龙通过秘密协商，
将公司主体业务卖给了美国通用电气公司。

皮耶鲁齐在书中引用法国安全部门人士的评价说，美
国这种以法律为伪装的霸权体系，“将敌人——或被‘锁
定’为敌人的目标——塑造成违法分子，给对方造成最大
程度的损害，并通过胁迫手段迫使其服从”。

追诉外国跨国公司高管追诉外国跨国公司高管、、把他们送进把他们送进
监狱监狱、、极限施压极限施压、、强迫其认罪强迫其认罪、、迫使他们的迫使他们的
公司向美国支付巨额罚款……公司向美国支付巨额罚款……

极限施压“不择手段”

2014年冬天，就在股东们批准出售阿尔斯通能源业务的
同一天，阿尔斯通的律师签署文件承认美国司法部的指控。

“美国司法部不是独立的，而是处于强大的美国跨国
公司的控制之下。”皮耶鲁齐指出。

阿尔斯通进行认罪谈判并达成协议后，美国司法部并
没有立即开出罚单，而是拖到法国政府、当事公司均通过
通用电气并购手续之后。法国舆论猜测，美国司法部把罚
款金额作为一张牌，如果批准被通用收购那么就可以减少
罚款金额，如果不批准被收购就开出高价罚单获取利润。

皮耶鲁齐还惊讶地发现，阿尔斯通与美国司法部谈判
时，通用电气的人居然一起参与。在与通用电气秘密谈判
的过程中，为阿尔斯通提供法律咨询服务的律师事务所老
板竟然是通用电气老板的亲兄弟。

更重要的是，阿尔斯通是第五家在被通用电气收购业务
同时，也被美国司法部指控腐败的公司！落入同样陷阱的日
立、西门子、ABB等几乎都是通用电气主要国际竞争对手。

相关美国法律，堪称敲诈利器。2010年以来，仅法国企
业和银行就已向美国缴纳约140亿美元的罚金。从电信行
业的阿尔卡特、石油行业的道达尔，到兴业银行……受处
罚的法国企业无一不是业界巨头。

“美国陷阱，就是美国利用其法律作为经济战的武器，
削弱其竞争对手的一种不正当手段，”皮耶鲁齐说，“任何
人都无法忽视美国将法律作为经济战争武器的事实。所有
国家都应团结起来，抵制美国的单边主义。”

相关美国法律相关美国法律，，堪称敲诈利器堪称敲诈利器。。20102010
年以来年以来，，仅法国企业和银行就已向美国缴仅法国企业和银行就已向美国缴
纳约纳约140140亿美元的罚金亿美元的罚金

绑架司法 榨取利益

前阿尔斯通高管皮
耶鲁齐与人合著
《美国陷阱》——

中国外交部：
一国是不是操纵汇率
不是美国定的

针对美国财政部日前公布半年度
汇率政策报告一事，中国外交部发言
人陆慷29日表示，中方多次建议美方
不要对他国汇率进行单边评估，一国
是不是操纵汇率不是美国定的，有关
多边国际机构对于各国汇率一直有权
威的评估。

美国财政部 28 日发布针对主要
贸易伙伴的《国际经济和汇率政策报
告》，认为美国的主要贸易伙伴均未操
纵汇率，但将中国、德国、爱尔兰、意大
利、日本、韩国、马来西亚、新加坡和越
南9个国家列入汇率政策监测名单。

在 29 日举行的外交部例行记者
会上，陆慷在回答有关提问时说，中方
注意到了美方发布的有关报告，报告
中关于中国没有操纵汇率的结论符合
基本常识与国际社会的共识。

他表示，希望美国能够尊重客观
事实，尊重市场规律，不要把汇率问题
政治化。同时，中方多次建议美方按照
有关多边国际规则办事，不要对他国
汇率进行单边评估。“一国是不是操纵
汇率不是美国定的，有关多边国际机
构对于各国汇率一直有权威的评估。”

陆慷说：“就中方而言，我们将坚
定不移地深化汇率市场化改革，继续
完善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
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
度，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
上的基本稳定。” （新华社）

本组稿件均据新华社

美国政府
这样打击

美企竞争对手

皮耶鲁齐：《美国
陷阱》这本书描述了我
如何入狱、美国司法部
如何利用指控我向阿
尔斯通收取巨额罚款，
并导致阿尔斯通的电
力业务被最大竞争对
手美国通用电气公司
收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