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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报道

【财新周刊】前瞻|孟晚舟再赴听证会

【财新周刊】孟晚舟冲击｜特稿精选

孟晚舟引渡案最后听证 就“程序滥用”等分三阶
段控辩

孟晚舟案32个月时间线｜数说

孟晚舟引渡案：加拿大法院拒绝将汇丰文件列作庭
审证据

孟晚舟要求将汇丰文件列作庭审证据 称汇丰对涉
伊朗业务早已知情

孟晚舟引渡案激烈庭辩 聚焦汇丰是否知情 

加拿大检方称孟晚舟向汇丰隐瞒了做伊朗生意的公司和华为的关系，而孟晚舟方面则称已经说明，是汇
丰不当操作造成违反美国法律

　　【财新网】（记者 杜知航）孟晚舟引渡听证将

于8月20日结束，加拿大检方和孟晚舟方面就汇丰银

行是否知晓和伊朗生意的情况展开激烈辩论。近日，

在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高等法院（下称“加拿大

法院”），听证会展开了最后环节“committal”，

双方在不受对方打断的情况下已进行3天的独立陈

述。

　　基于美国向加拿大提供的引渡证据，双方辩论了

孟晚舟是否不诚实（dishonest）、是否造成了损失

（deprivation）、以及汇丰银行的角色等问题。

　　美国政府对孟晚舟的起诉，源自她于2013年8月22日与汇丰高层在香港的一次会面。当

时，孟晚舟通过一份投影简报（PPT，PowerPoint），介绍了华为与Skycom（香港星通技术

有限公司）在伊朗的商业合作。美国政府指控孟晚舟在这次会面中误导了汇丰银行，隐瞒了华

为与Skycom的关系，产生了违反美国制裁的风险。

2021年08月16日 21:51 来源于 财新网

当地时间2021年8月12日，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温哥华，孟晚舟女士出
席引渡案听证会。孟晚舟引渡案从8月11日开始进入“引渡递解”的审理，
法庭将就检方提出的要求引渡的理由进行辩论。图/人民视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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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拿大检方律师Robert Frater在8月11、12日的听证会上指控，孟晚舟在给汇丰银行的

PPT中将Skycom称为“合作伙伴”，但华为和Skycom“在一定程度上就是一回事。”

　　Frater还称，孟晚舟在简报中向汇丰保证，华为和Skycom没有违反美国的制裁，这使汇

丰放松了警惕。汇丰随后处理了Skycom的一笔美元汇款，而这笔交易经过了汇丰美国分行的

清算，因此产生了违反美国制裁的风险。

　　Frater指控，孟晚舟不仅创造了经济风险，还产生了名誉风险，依靠华为的体量和自己的

高层地位让汇丰听信了她的话。

　　孟晚舟律师Frank Addario就此在8月13日反驳称，华为和Skycom并非“一回事”。孟晚

舟在PPT中，将华为和Skycom的关系描述为“可控的”伙伴关系。那时，华为已经把Skycom

卖给了另一家公司，虽然这家公司是华为员工的，但Skycom和华为是两个主体，华为可以通

过自己的员工控制Skycom，因此孟晚舟如实地描述了“可控的”关系。

　　Addario称，汇丰产生违反美国制裁的风险是汇丰的责任，和华为、孟晚舟无关。

Addario称，汇丰已经从孟晚舟那里知道，华为和Skycom在伊朗做生意，汇丰在处理

Skycom的美元汇款时本可以用美国之外的银行清算美元，但汇丰还是用了美国分行来清算，

违反了美国制裁的风险也是自己的责任。

　　Addario进一步称，美国提供的引渡证据中，没有材料证明华为或者Skycom违反了美国

的制裁规定，甚至有违反美国制裁风险的汇丰也至今没有被罚。Addario表示，围绕孟晚舟的

PPT演示，并没有实际的损失产生。

　　汇丰银行总部位于英国，Skycom也非美国公司，但为何汇丰处理Skycom的美元交易却

可能违反美国的制裁呢？这源于美国在美元清算中的“域外管辖权”。

　　制裁合规专家、《美国经济制裁风险防范--实务指南与案例分析》一书的作者孙才华向财

新记者分析称，使用美元向美国制裁对象汇款，存在违反美国制裁法律法规的风险，但最后是

否违规，还是要看汇款是否经手美国的金融机构。

　　孙才华举例，英国阿拉伯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BACB）自2010年9月代表至少七家苏

丹金融机构运营美元账户， BACB在处理相关的美元交易时，一些美元交易（内部转账）没有

经过美国金融系统，因此没有违反美国的《苏丹制裁条例》；另一些美元交易经过美国金融系

统，因此被判定违反了《苏丹制裁条例》。

　　孟晚舟律师Addario在听证会上直言，汇丰银行通过美国分行清算Skycom的美元汇款，

因此的确有违反美国制裁法的风险；但汇款方Skycom的账户在一个中国银行，汇款对象

Networkers的账户在汇丰英国，汇丰最后用美国分行来清算这笔汇款，这是孟晚舟无法控制

的，也和PPT展示无关。

　　Addario陈词道，美加间引渡门槛不高，但引渡听证仍是有意义的，法官必须考虑事实和

法律后，才决定是否下达引渡要求。“法官必须扮演法官的角色，而不是橡皮图章。” 加拿

大法院的判决估将历时数月。据加拿大司法部官网，如果此次加拿大法院判决解除引渡，则孟

晚舟将重获自由，但如果加拿大法院判决引渡成立，则需加拿大司法部长的批准。若加拿大司

http://wuxiaobo.blog.caixin.com/
https://wuxiaobo.blog.caixin.com/archives/249086
http://dingjinkun.blog.caixin.com/
https://dingjinkun.blog.caixin.com/archives/249132
http://nanduguancha.blog.caixin.com/
https://nanduguancha.blog.caixin.com/archives/249099
http://zhuoyongliang.blog.caixin.com/
https://zhuoyongliang.blog.caixin.com/archives/249141
http://finance.caixin.com/2021-08-18/101756528.html
http://www.caixin.com/2021-08-18/101756511.html
http://www.caixin.com/2021-08-18/101756507.html
http://www.caixin.com/2021-08-18/101756503.html
http://www.caixin.com/2021-08-18/101756500.html
http://finance.caixin.com/2021-08-18/101756484.html
http://finance.caixin.com/2021-08-18/101756477.html
http://www.caixin.com/2021-08-18/101756473.html
http://finance.caixin.com/2021-08-17/101756462.html
http://www.caixin.com/2021-08-17/101756454.html


2021/8/18 孟晚舟引渡案激烈庭辩 聚焦汇丰是否知情_财新网_财新网

https://www.caixin.com/2021-08-16/101755880.html#gocomment 3/4

分享到新浪微博分享到微信朋友圈

Cathia

发表评论

全部评论(2) 最热 最新

分享到：

上一篇：T早报｜闻泰收购英国晶圆厂交易完成过户；蔚来车主因车祸逝世 或因开启辅助驾驶

功能；第四范式递交招股书

下一篇：百度二季度收入增两成 投资快手致亏损近6亿元

世纪少年(财新网Android版) 10小时前

加关注 796.2万

2

法部长批准引渡，孟晚舟没有异议，则会在45日内被送往美国。若孟晚舟有异议，则可继续上

诉，要求上诉法院、甚至最高法院的审理。（详见《孟晚舟引渡案最后听证 就“程序滥用”

等分三阶段控辩》）

　　实际上，孟晚舟是否引渡美国，除了等待最终的法庭诉讼结果，中加两地专家智库人士均

认为将更依赖政治途径解决。

　　“（孟晚舟案）不是一个法律或司法问题，从来都不是。这是一个政治意愿的问题。”加

拿大引渡律师Gary Botting对财新表示，据加拿大《引渡法案》第23条，加拿大司法部长可以

随时终止引渡。

　　Botting称，加拿大司法部部长拉梅蒂（David Lametti）一直重复特鲁多给出的理由，即

加拿大必须遵守“法治”，这只是逃避。“这里的‘法’就是《引渡法案》，它明确赋予司法

部长说‘不’的权力。如果他觉得引渡不符合国家的最佳利益，他可以在任何时候命令释放孟

女士——而法庭必须遵守!”

　　孟晚舟案接近终点时，加拿大政坛也出现变局。8月15日，加拿大总理特鲁多宣布提前解

散议会，启动大选，投票定于9月20日，这比正常时间提前了2年。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加拿大研究中心的刘丹向财新表示，特鲁多此番提前选举，是乘着抗疫

得力的东风，在新冠变异病毒“德尔塔”在加拿大肆虐之前保住自己的势头。

　　刘丹分析，历史上，特鲁多领导的自由党对华态度相对亲善，但特鲁多曾有干预加拿大司

法部的“前科”，要在大选中维护形象，因此他将继续和孟晚舟案“保持距离”。

　　推荐进入财新数据库，可随时查阅公司股价走势、结构人员变化等投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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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西签约加盟巴黎圣日耳
曼

硬气膜实验室助力扬州核
酸检测

纽约州州长科莫因性骚扰
丑闻宣布辞职

美国加州“迪克西”山火
肆虐

【财新对话】SAP柯曼：
以数字化技术赋能产业可
持续发展

【财新对话】汤臣倍健林
志成：膳食营养补充剂市
场将呈两极化发展

【财新时间】中金公司黄
海洲：资本市场要助力科
技公司做大做强

中金公司黄海洲：中国居
民住房配置高达69%，应
加大其他金融资产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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