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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譯盧永山／綜合報導〕美國希望中國大量購買黃豆等農產 團」受中國政府長期支持和保護，駭客成員包括 Gref、Playfull品期待可能落空。
Dragon、APT17、DeputyDog、Axiom、BARIUM、LEAD、PassCV、
Wicked Panda、ShadowPad 等團體，以進階持續性滲透威脅（Ａ
根據路透報導，知情人士透露，即使中國政府同意豁免美國進 ＰＴ）攻擊行為，「放長線」遂行北京的政治目的，隸屬中國情報
口黃豆的關稅，但中國黃豆進口商表示，短期內不會向美國大 活動網路的重要環節。
量購買黃豆，因為利潤過低，且對美中貿易關係還有疑慮。
工商團體建議政府：實質鼓勵、協助媒合
中、高齡就業有專法 65 歲以上勞工可簽定期契約
〔記者李雅雯／台北報導〕工商團體大多認為，「中高齡者及高 此外，美國本週稍後將對美中貿易戰受害農民提供補貼，每英
齡者就業促進法草案」可促進企業聘僱中高齡者的動機，但強 畝十五美元起跳，但美國農民認為，這些補貼不足以彌補損失。 〔記者李欣芳／台北報導〕經催生多時，台灣首部中、高齡者的
就業專法將在今天出爐。
烈建議政府，應提出可實質執行的鼓勵方案，來加強企業聘僱
在大阪川習會後
，
美國總統川普表示
，
若中國購買更多美國農
誘因。
產品，將不再對中國其餘產品加徵關稅，更可解除對華為部分 行政院長蘇貞昌今將在行政院會拍板「中高齡者及高齡者就業
促進法草案」
，專法的一大亮點是明訂雇主可以和六十五歲以
中小企業總會理事長李育家表示，政府除了提出政策規劃，也 出口禁令。
上高齡勞工簽訂「定期契約」
，打破現行「勞動基準法」不得簽訂
應該擔負「媒人」角色，將適合中高齡者就業的產業別羅列出
來，歸類後提供媒合，且精準給予各個產業別不同的補助誘因； 中國發改委為了表達善意，已告知五家進口商，可在十二月底 定期契約的限制。
中高齡正是有豐富經驗、專業度純熟的年齡，是企業渴望獲得 前申請進口美國黃豆，同時豁免二十五％關稅；進口商包括益
海嘉里、山東渤海實業、匯福糧油集團、中海糧油工業及九三集 提供在職訓練補助 受少子化影響，去年我國工作年齡人口減
的人才，政府也應該發揮媒合功能。
團。
少達十萬人之多，這項專法鼓勵中高齡及高齡者投入勞動職
場，也可彌補現行勞動力的不足。
工商協進會理事長林伯豐指出，中高齡就業者長期在職場上，
已有一定經驗、專業，企業大多願意優先聘僱自家退休後再回 但路透訪談六名交易商和分析師，他們坦言，以目前價格和壓
任的人才，建議政府可多給些獎勵，例如退休後再回任的中高 榨利潤來看，就算沒有二十五％關稅，美國黃豆在十月前也很 勞動部目前針對雇主僱用四十五歲到六十五歲的中高齡勞工，
齡就業者，其薪水可能沒有退休前在職來得高，可考慮提高其 難與巴西黃豆在價格上競爭；另中國對玉米需求，也因非洲豬 提供在職訓練百分之百補助、職務再設計等補助，未來這項補
瘟豬隻大量死亡而減少。
助將擴大適用到六十五歲以上高齡勞工。
免稅額；另對企業來說，也可規劃一些稅務減抵獎勵。

稿源提供：自由時報

商業總會理事長賴正鎰認為，這套專法草案對於中高齡者就業 上海匯易諮詢公司首席分析師李強直言：「目前中國進口商不 草案明訂特定行業的雇主繼續僱用已達法定退休條件、六十五
太可能從美國大量進口。」
歲以上高齡勞工，達一定比率、期間，將補助雇主，補助辦法將
會有幫助，也能減輕雇主聘僱人力的壓力，有鼓勵作用。
另訂。
中國發改委給五家進口商分配進口額度
，
每家免關稅額度二百
參與蘋果車研發？貿聯-KY 不回應
萬至三百萬噸；但上述五家私營進口商是根據商業利益來做採 明訂禁止年齡歧視 草擬草案的勞動部表示，這部專法是要營
造一個友善中高齡者及高齡者的就業環境；至於對雇主的補
〔記者陳柔蓁／台北報導〕市場預期蘋果有自動駕駛功能的電 購決定，主要是壓榨利潤，因此不會立即購買美國黃豆。
助，基於各行各業都可能僱用六十五歲以上勞工，因此將不會
動車將在 2023 年面世，連接線材大廠貿聯-KY（3665）被傳參
與研發，但公司不願回應，僅表示電動車是未來趨勢，目前美 中國買美黃豆 恐綁華為案 分析師指出，中國對美國黃豆進口 限定僅補助特定行業，各行各業都適用。
國、中國、歐洲車廠都有推出純電動車計畫，前來尋求公司的電 下一步仍不清楚，但要購買多少數量，可能與美國是否解除對
草案明訂禁止年齡歧視，雇主不得以年齡為由，對勞工施予差
源管理線束技術支援，但目前處於打樣階段，還沒有正式上市。 華為的制裁綁在一起。
別待遇；草案規定，雇主不可對中高齡或高齡勞工有進用、薪
蘋果自駕車在矽谷總部附近道路上跑來跑去，早已不是秘密， 李強指出：「中國要買多少美國黃豆？買多久？取決於美國調整 資、解僱、離職、資遣、退休、考績或升遷等方面的不利待遇，否
則可處三十萬元以上、一百五十萬元以下罰鍰，並公布公司名
貿聯-KY 總部與蘋果總部僅一湖之隔，且是電動車大廠特斯拉 對華為政策的程度。」
稱、負責人姓名、限期改善，屆期未改善者，得按次處罰。
的電源管理線束獨家供應商，因地利之便成為合作首選。
鷹派上桌 美中下週復談難樂觀
同時，雇主對申訴或協助申訴的中高齡或高齡勞工不得有解
各車廠對電動車都有計畫，特斯拉為先搶攻電動車市佔率，在 3
中國商務部長鍾山立場強硬
美預料談判不會有重大突破〔編
僱、調職或其他不利處分，違反者處二萬元以上、三十萬元以下
月宣布 MODEL S、X 售價打對折，但對零件供應商進貨價不打
折，去年特斯拉賣了 20 萬輛車，執行長馬斯克在今年的致股東 譯魏國金／綜合報導〕彭博二十四日報導，美國貿易代表萊席 罰鍰。
信要求今年出貨目標是 36 萬台到 40 萬台，公司也預期美系車 爾二十九日將率團赴上海，展開五月美中貿易談判破裂以來的
首次當面談判，美國官員預料不會出現重大突破。
中國加速「去美化」智原、晶心科進補
用客戶對公司營收貢獻，今年有雙位數成長。
特斯拉的子公司 SolarCity，是美國最大的太陽能發電公司，針
對 家 用 推 出 Powerwall、家 用 Powerpack 兩 種 儲 能 裝 置，貿
聯-KY 供應該公司太陽能板集線盒、連接器、電線，貿聯-KY
指出，這兩種儲能裝置跟電動車電池包很像，只是電動車電池
是裝在底盤，Powerwall、Powerpack 是放在牆壁上，目前客戶的
設備可見於美國、歐洲部分國家、澳洲，應用在飯店、商場的冷
藏設備，並可以連接到當地電網，因為價格較傳統太陽能設備
高，在市場還沒有完全打開的情況下，這部分產品對公司營收
貢獻仍低。
財經觀測站》中國車市的 2 種想像
中國車市長達 30 年成長後、去年首見衰退，不管是中汽協或乘
聯會統計，今年上半年持續 2 位數衰退，受此影響，台股的中概
汽車零組件股轉投資中國事業帳面是一片慘綠，不是盈轉虧、
就是虧更虧；到底中國車市到頂了沒？相關個股還可續抱中國
夢嗎？不同角度有不同想像。
中國連續 10 年汽車產銷全球第一，看似巨人、實則侏儒；去年
銷量達 2808 萬輛、但出口量僅占總產量不到 3 趴，中國是汽車
大國、卻不是汽車強國。
從供需關係來看，中國前 12 大汽車集團合計產能逾 4000 萬輛，
依各家公布產能計畫推算，到 2021 年將超過 5800 萬輛；也就是
說，若中國車市需求到頂，現已產能過剩，未來只會更嚴重。
但若以人均 GDP、千人汽車保有量來估算，去年中國人均 GDP
約 8643 美元、每千人汽車保有 173 輛，對比美國人均 GDP 約 5.9
萬美元、每千人保有 833 輛，那中國車市還只是「青春期」
，隨著
人均所得成長，怎會有產能過剩的問題？一個中國兩個世界，
一如其貧富差距不斷擴大；去年中國車市銷售衰退 4.08%，但賓
利、勞斯萊斯、法拉利等豪華品牌卻大增 37%。

彭博報導指出，在近期雙方通話中，立場較中方代表、國務院副 美中貿易戰新商機
〔記者卓怡君／台北報導〕美中貿易戰
總理劉鶴強硬許多的商務部長鍾山，多次被提及，他或將扮演 開打，加上華為風暴衝擊，迫使中國必須加速「去美化」
（去除美
吃重角色，確保中國鷹派觀點在談判桌上呈現。
國供應鏈）行動，根據供應鏈消息，中國近來積極尋找非美系供
應商，以中國、台灣為主，台灣 IC 設計廠智原（3035）
、晶心科
中斷兩個月後首談 改上海舉行 消息人士透露，中國要求談判 （6533）來自中國客戶的專案已見到明顯增加，兩家公司樂觀看
會議在上海而非北京舉行，將對重要議題展開廣泛討論，但快 待美中貿易戰帶來的全新機會。
速達成協議的機率不高；雙方對華府要求中國進行經濟結構改
革，以及北京呼籲美國撤銷目前懲罰性關稅等議題，仍是立場 智原日前在法說會釋出正面訊息，公司觀察到美中貿易戰使得
歧異。
中國地區客戶開案數量增加、速度加快，昨外資與投信法人進
場大買智原，推升股價亮燈漲停。
過去幾週雙方互動焦點是在華為解禁及農產品採購，並未著墨
美方希望促成的結構改革議題。
法人指出，美中貿易戰加快智原中國地區客戶設計時程，專案
主要來自中國內需的智慧電表、AIoT（AI+物聯網）
、企業級
路透報導，萊席爾與美國財長努勤最近與中國談判官通話時強 SSD 以及數據通訊 4 大領域，智原新設計專案以更高獲利的
調，北京必須履行其採購更多美國農產品承諾。
SoC（系統單晶片）為主，最近也拿到國際大客戶訂單，採用三
星 14 奈米製程加上智原的 IP（矽智財）
，下半年開始認列 NRE
白宮經濟顧問庫德洛二十三日說，「我們預計、強烈希望中國很 （委託設計）
，預估 3 年左右進入量產，產品生命周期長達 4 年
快開始購買農產品，第一，這作為整體協議的一部分，第二，這 以上。
是善意姿態」
；他補充，「我們對此未能保證，但我頗為樂觀。」
晶心科 6 月營收衝新高 晶心科 6 月合併營收衝上歷史新高，今
商務部長羅斯在面對中國是否購買更多農產品問題時，態度保 年 以 來 合 併 營 收 年 增 達 90.4%，先 前 全 球 矽 智 財 龍 頭 安 謀
守說，「我不知道那扇大門已打開到任何重大的程度」
；「總統的 （ARM）中止與華為的業務合作，RISC-V 開源架構成為重要
目標是達成適當的協議，否則就加徵關稅，因此不可能判斷談 替代方向，晶心科專攻 RISC-V 架構，中國客戶訂單暴增，去年
判會持續多久。」
21 份 RISC-V 解決方案授權合約，超過三分之一授權給中國廠
商，公司預估，今年 RISC-V 新授權合約簽約數可望倍增，今年
他強調，「重要的是我們是否達成協議，一個真正好的協議，這 將完成 RISC-V 的高、中、低階完整產品線布局，並積極卡位人
比確切的時間更為重要。」
工智慧、物聯網相關領域。
美國總統川普二十二日與華為七大美國供應商執行長會面後，
同意對華為供貨申請「即時做出許可決定」
；羅斯二十三日接受
彭博訪問時說，目前已收到三十五家公司的五十多份申請，「預
計未來幾週會有結果」
，批准豁免是跨部門事務，將從國家安全
的角度考量，遵循原則而行。

貪逾億重金 台灣巴斯夫內賊為中竊密

工程部門前總監等五人被起訴〔記者周敏鴻／桃園報導〕台灣
巴斯夫公司全球性電子材料工程部門前總監黃奕霖，涉嫌於任
職期間率四名離職員工竊取該公司市值約卅六億元的「電子級
硫酸」製程關鍵技術，轉移給中國「江陰江化微電子材料股份有
中國車市的想像取決於其未來經濟成長及所得公平分配，除非
限公司（簡稱江陰江化微公司）」
，換取一億七千八百萬餘元佣
一個專制貪腐的共產中國有辦法改寫全球歷史，成為唯一共產 中國指使 德大廠接連遇駭
金
，
及年薪二八○萬到一四○○萬元的高階主管職務
，桃園地
國家人均 GDP 可超越民主國家，還是奉勸投資人少發中國夢！
德公視指中國支持駭客團體
攻擊巴斯夫
、
西門子等企業〔編譯
檢署昨偵結依違反營業秘密法
、
刑法
、
著作權法等罪嫌將黃奕
_（高嘉和）
楊芙宜／綜合報導〕德國公視一台（ＡＲＤ）報導，國際化工大 霖等五人提起公訴。
廠巴斯夫（ＢＡＳＦ）
、工業集團西門子、羅氏大藥廠等多家跨
美逾千件智財竊案 源頭指向中國
國企業，週三證實曾被網路駭客攻擊，且罪魁禍首很可能就是 起訴指出，江陰江化微公司二○一七年間找上黃奕霖，希望取
。
得台灣巴斯夫公司的電子級化學品製程關鍵技術，包括化學品
〔編譯盧永山／綜合報導〕美國聯邦調查局（ＦＢＩ）局長瑞伊 來自於受到中國政府支持的駭客團體「Winnti 集團」
的特殊製程、生產設備規格、設置參數等，希望能藉此打入台積
（Christopher Wray）週二在聯邦參議院司法委員會聽證會上指
二○○九年起進行間諜活動
ＡＲＤ報導
，
駭客使用一種被稱
電的供應鏈。
出，中國試圖透過竊取智財權來掌握經濟優勢，目前美國正在
為「
Winnti」
的惡意軟體
，
可從遠端進入受害企業的電腦網路
；
調查的逾一千件智財權竊案中，源頭幾乎都指向中國。
對「Winnti」原始碼的分析顯示，特定企業遭到可能為中國政府 同年六月間，黃奕霖找上曾在台灣巴斯夫公司擔任主管，已離
職的林姓、余姓、葉姓、許姓男子共組「洋益國際有限公司」
，設
瑞伊表示：「目前沒有任何國家比中國對美國構成更嚴重的反 工作的駭客集團鎖定攻擊。
立雲端硬碟伺服器主機，上傳每個人所持有的製程關鍵技術檔
情報威脅，中國以犧牲美國為代價，透過偷竊來爬上經濟階梯；
、俄羅斯卡巴斯基實驗室先前報 案。
這是個既深又廣、多樣且令人頭痛的威脅，基本上影響了美國 德國網路安全組織（ＤＣＳＯ）
告就指
Winnti「
源自中國」
，
駭客植入該惡意軟體後
，伺機展開
每一種產業。」
進一步攻擊，且自二○○九年起就大規模進行網路間諜活動。 起訴指出，以「製作電子級硫酸之管道儀表流程圖（簡稱 P&ID
圖）」為例，台灣巴斯夫僅七人有閱覽權限，其中包含黃奕霖，讓
中國多次反駁竊取美國企業智慧財產，並稱沒有針對美企從事
反情報行動，形容這些指控是美國總統川普對北京發動貿易戰 ＡＲＤ報導，除了巴斯夫、西門子、消費品生產商漢高（Henkel） 他有機會將檔案儲存帶出公司並上傳到雲端硬碟；等收齊所有
等績優的德國企業外，被駭的知名全球企業還包括瑞士的羅氏 檔案，黃奕霖等人就找廠商繪圖、訂購設備，籌建江陰江化微公
的手段。
大藥廠、美國連鎖飯店集團萬豪、印尼的獅子航空、日本的住友 司的電子級化學品生產線。
但瑞伊指出，中國企業與中共密不可分，中國利用各種合法及 商事、信越化學工業。
案經檢警接獲檢舉監控多時，今年一月三日收網逮人。
非法手段從美國竊取智慧財產，包括透過駭客駭入企業、利用
在美國各大學就讀的中國研究生取得資訊，以及與美國企業建 全球重要企業幾乎都遭殃 西門子、羅氏大藥廠、漢高都證實受
到「Winnti」惡意軟體的感染，巴斯夫、知名塑料生產商科思創 檢方調查，江陰江化微公司除應允一億七千八百萬餘元（人民
立夥伴關係等。
（Covestro）也證實遭網路攻擊，所有遭駭企業都表示無敏感資 幣四○○○萬元）佣金，還將讓林男、余男分任執行董事、總經
理，年薪都達五○○萬元，葉男、許男分任生產廠長、副廠長，年
瑞伊表示，事實上，美國一些重點大學已創造一個讓智慧財產 訊遺失。
薪也達三三○萬元、二八○萬元，黃奕霖則領取每年七十萬元
送回中國的管道，「這不代表我們不該與中國做生意，但企業主
中國政府支持的駭客網攻事件
，
凸顯跨國企業面臨資訊竊盜和
顧問費，待他離開台灣巴斯夫後可專職擔任顧問，年薪一四○
管、大學等機構必須對這些風險睜大眼睛」
。
業務擾斷的風險，拜耳集團（Bayer）今年四月證實遭「Winnti」網 ○萬元、還可分紅。
今年四月二十六日，瑞伊在華府智庫外交關係委員會（ＣＦＲ） 路攻擊鎖定達一年多，該公司相信駭客來自中國；德國鋼鐵工
程大廠蒂森克虜伯集團（ThyssenKrupp）的電腦系統，二○一六 檢方調查認為，黃奕霖等涉嫌觸犯營業秘密法、刑法洩漏工商
發表演說時就提出相同批評。
年也曾被「Winnti」攻擊。
秘密罪及背信罪、著作權法「擅自以重製之方法侵害他人著作
財產權罪」
，昨偵結將五人提起公訴。
中國黃豆商︰利潤低 不進口美豆
美國網路安全商「ProtectWise」先前研究報告指出，「Winnti 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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