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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商务部5月20日发布为
期90天的“临时通用许可”，推迟
对华为及其附属公司现有在美产
品和服务所实施的交易禁令。

美商务部当天发表声明说，
获得“临时通用许可”的美国企业
可向华为及其68个非美国附属公
司出口、 再出口和转让产品或技
术，但这一许可是“特定”和“有限
的”，仅针对在美国已使用的华为
产品和服务。“临时通用许可” 自5
月20日起生效，持续到8月19日。美
商务部还将评估是否将延长期限。

根据这项“临时通用许可”，
未来90天内， 华为及其附属公司
将可以从事“特定活动”，以保证美
国现有相关网络的持续运营，为
美国现有的相关移动服务提供支

持。这些活动包括开展对维护现有
网络和设备完整性及可靠性至关
重要的网络安全研究、为美国现有
网络设备和现有华为手机提供软
件更新和补丁、 参与必要的5G标
准的开发等。

“‘临时通用许可’ 让运营商
有时间做出其他安排， 也给美商
务部留出空间， 以决定对目前依
赖华为设备提供关键服务的美国
和外国电信服务商采取何种适当
的长期措施，”美国商务部部长威尔
伯·罗斯说，“简而言之，该许可将允
许现有华为手机用户和（美国）农村
宽带网络得以继续运行。”

声明称，“临时通用许可”不是
修正“实体名单”，而是对“实体名
单”中企业所需获得许可的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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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老师回忆何庭波
“芯片女皇”曾是
湖南师大附中学霸

本报5月21日讯 近日，“华为
海思总裁凌晨致信员工” 成了各大
网站、论坛的热门话题，网友们被大
气磅礴又热血悲壮的“致员工信”打
动，高呼“太燃了”。在刷屏的“致员
工信”背后，一贯低调的华为海思的
总裁何庭波渐渐走到了聚光灯下。
何庭波，何许人也？网络上，她的资
料甚少，其为人也十分低调。三湘都
市报记者今日获悉， 她是湖南长沙
人， 曾在湖南师大附中完成了她的
初、高中学业。

来自湖南师大附中的资料显
示，1981-1984年，何庭波就读于初
127班，多次被评为“校学习积极分
子”“优秀寄宿生”；1984-1987年，
先后就读于高126、122班，曾任年级
卫生部长、校学习部长，连续三年被
评为“校三好学生”“校优秀学生干
部”，并曾被评为“市优秀学生干部”。

今日， 记者联系上何庭波的高
中数学教师、 已有78岁高龄的袁宏
喜老师。尽管何庭波已毕业32年，但
对于这位“得意门生”，袁宏喜仍记
忆犹新。“品学兼优、出类拔萃，而且
性格像男孩子一样要强， 想做的事
一定会坚持下去。” 袁宏喜回忆，高
中时期的何庭波成绩非常突出，基
本位居全班前三名， 最喜欢数学和
物理。

袁宏喜说，高中时，何庭波还参
加过数学奥赛培训， 特别善于思考
问题，习惯用多种方法攻克难题。至
今， 师大附中还完整保留了何庭波
的学籍表。 通过班主任写的学期鉴
定，可以清楚看到，这位“学霸”并不
止步于读书，各类活动也热心参与。
尽管毕业多年， 但何庭波仍惦念母
校。2017年， 她还参加了毕业三十
周年同学聚会。袁宏喜说，何庭波是
自己更是母校的骄傲！

■记者 黄京 刘镇东

5月21日， 华为创始人、
CEO任正非在深圳华为总部
接受了人民日报等20多家媒
体的联合采访。 这是美国商
务部工业与安全局(BIS)15日
宣布将华为列入所谓“实体
清单”，要求任何向华为出售
产品的美国公司必须获得许
可特批后， 任正非首次接受
国内媒体采访。

在2个半小时的采访中，
围绕5G、芯片、美国政府对
华为的打压等热点问题，任
正非一一回答了记者的42个
提问。

华为产品
喜欢就用不喜欢就不用

任正非表示， 今年春节
前夕， 华为就在针对遭遇极
端情况做准备， 但华为不会
排斥美国供应链， 我2018年
就讲过， 当年要继续向高通
采购5000万套芯片。 目前华
为也在和谷歌等公司协商相
关的救济方案。

他说， 华为是一个商业

公司，对于华为的产品，消费
者喜欢就用，不喜欢就不用，
不应该把华为的产品和政治
挂钩。

5G领域
华为绝对不会受影响

任正非说， 只要美国政
府允许美国企业出口零配
件， 华为就会购买与自研并
举， 美国企业也在说服美国
政府放松对我们的管制。

他表示，目前，限制令会
影响到华为的低端产品，但
在高端产品特别是5G领域，
华为绝对不会受影响。 企业
不能因为技术领先就被限
制， 我们的工作是造福人类
社会的。

“要拥抱世界，依靠全球
创新。”任正非说，包括海思
芯片在内的华为技术创新，
始终建立在积极吸纳全球科
技创新的成果之上。他说，美
国科技的深度和广度， 仍然
值得华为学习， 华为高度尊
重知识产权。 ■据新华社

任正非：第一，我们永远
需要美国芯片。 美国公司现
在履行责任去华盛顿申请审
批，如果审批通过，我们还是
要购买它，或者卖给它(不光
买也要卖， 使它更先进)。因
此，我们不会排斥美国，狭隘
地自我成长， 还是要共同成
长。如果真出现供应不上的情
况，我们没有困难。因为所有

的高端芯片我们都可以自己
制造。尽管自己芯片的成本低
得多的多，我还是高价买美国
的芯片，因为我们不能孤立于
世界，应该融入世界。我们和
美国公司之间的友好是几十
年形成的，不是一张纸就可以
摧毁的。我们将来还是要大规
模买美国器件的，只要它能争
取到华盛顿的批准。

“临时通行证”有多大意思？
第一，“临时通行证” 只针对

现有设备和现有手机的软件升级
服务，因此，并不等于完全推迟了
此前的出口管控措施。

第二，“通行证”能不能继续延
长，主动权掌握在美国政府手里。

谷歌为何“跟进”断供华为？
据美国媒体19日报道， 因美

国商务部的限制交易令， 谷歌公
司已表示将停止向华为公司提供
安卓系统的技术支持。

对此，业内分析人士说，面对
美国政府强大的行政权力， 美国
企业依据美国商务部的限制令来
“出牌”是他们不得不承担的“合
规成本”，但这不意味着他们乐于
接受这种“自损三千”的做法。

英飞凌也“断供”华为？
针对日本媒体报道称“英飞

凌暂停向华为供货”，记者20日从
德国半导体制造商英飞凌获悉，
截至目前，英飞凌向华为公司出口
的绝大部分产品不受美国出口管
制的影响，这些产品将继续向华为
出货。

该发言人还说， 受美国出口
管控措施影响， 英飞凌公司需采
取相应合规措施，“原产于美国的
货物不得不停止交付”。

■据新华社

遗失声明
吉首市宏鑫瓷器店遗失吉首市
工商行政管理局 2015 年 10 月 8
日核发营业执照正本，注册号
433101600198254，声明作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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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汤梓熠（父亲：汤宝华，母亲：
张遥） 遗失出生医学证明，编
号：R430556903，声明作废。

◆朱万里与刘彩丽之女朱月琴，
出生编号：L431044210，之子朱
佑安，出生编号：0430655602，由
新邵县妇幼保健院开具的医院
出生证明不慎遗失，声明作废。

◆曹四连遗失道路运输证,证
号:430902201469,声明作废。
◆杨福新遗失从业资格证,证号:
4303810030207000188,声明作废。
◆阳文君遗失身份证，身份证号码
43042419780103744X，声明作废。

◆符方义遗失湘 HA0202 道路运输证,
证号 430903204421,特此声明作废。

◆陈雅婧（父亲：陈千军，母亲：刘
月）遗失湖南省出生医学证明，编
号：D430214457，声明作废。

◆姜梓琪(父亲：姜杰华，母亲：周
超) 遗失湖南省出生医学证明，编
号：O431024049，声明作废。

◆邓逸涵（父亲:邓伟望，母亲:谷
祝红）遗失湖南省出生医学证明，
编号：M430168455，声明作废。

◆徐祎凡 (父亲 ：徐成武，母亲 ：
肖双) 遗失湖南省出生医学证明，
编号：M431092023，声明作废。

◆欧阳珉宇（父亲：欧阳华军，母亲：
王飞艳）遗失湖南省出生医学证明，
编号：M430677625，声明作废。
◆谢晨曦（父亲：谢志兵，母亲：刘
静） 遗失湖南省出生医学证明，编
号：L431067565，声明作废。

◆符方义遗失湘 H6717挂道路运输证,
证号 430903204422,特此声明作废。

◆姚磊遗失警官证，证号：0146
99，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六六医疗美容门诊部有
限公司遗失财务专用章一
枚，声明作废。

做好一切准备和美国在“山顶”交锋
任正非接受采访，两个半小时回应42个问题 不应该把华为产品跟政治挂钩

美部分推迟对华为的交易禁令

这几个问题把事说清楚

链接

任正非： 我们曾经准备
以100亿美元把华为卖给一
家美国公司，合同签订了，所
有手续都办完了， 就等对方
董事会批准。在这个过程中，
美国公司董事会换届， 新董
事长比较短视， 拒绝了这项
收购，收购就没有完成。当时
准备卖给美国公司， 我们的
想法是， 一群中国人戴着一
顶美国“牛仔帽” 打遍全世

界。这个想法没能实现之后，
我们高层领导表决， 还卖不
卖？少壮派一致表决“不卖”，
我也不能违背。我告诉他们，
迟早我们要与美国相遇的，
那我们就要准备和美国在
“山顶”上交锋，做好一切准
备，从那时起，就考虑到美国
和我们在“山顶” 相遇的问
题，做了一些准备。

■据人民日报客户端

华为需不需要美国芯片？

华为如何决定做自研芯片？

面对打压，任正非的大气来自于底气。 央视客户端 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