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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 3 月 5 日下午，华为董事、高级副总裁陈黎芳接受了加拿大广播公司（CBC）记者
的专访。要点下：
关于“孟晚舟”案件：孟晚舟是一个勤奋好学的同事，她为华为内部一系列变革做出了巨
大贡献。事件发生后，她十分乐观坚强。希望加拿大司法系统能够公开、透明、公平、公正地
处理该案件。
关于 5G：华为研发 5G 时间长，投入多，且技术领先。华为的 5G 技术与加拿大颇有渊源，
不少加拿大同事称之为加拿大 homemade 5G。
关于美国：美国并没有事实基础，只是试图用舆论去影响其他国家的政府和民众，它低估
了华为内部的团结意志，高估了自己的影响力。
关于网络安全：华为过去没有收到过中国政府提出的这样的要求，未来即使收到无论是来
自中国政府还是其他国家政府的要求，华为都会拒绝。网络安全就像冰球比赛，并不仅仅是某
个公司或某一个角色的事情，它需要政府、设备商、运营商以及使用者全生态的协作。
关于开放透明：华为欢迎媒体参观访问华为，华为所有的高管都愿意回答媒体的任何问题，
也会开放研发实验室、技术发布会给大家看。
以下为采访全文：

孟晚舟很坚强、也很乐观
1、记者：想问一个加拿大人都非常关心的案子，也就是孟晚舟的案件。她被逮捕时您觉
得吃惊吗？
陈黎芳：我非常震惊，当时甚至不敢相信。我跟晚舟已经在华为共事 25 年，既是同事也
是朋友，对她非常熟悉和了解。我们刚来公司的时候都是才 20 多岁的姑娘。晚舟在工作上特
别刻苦、特别勤奋，而且特别爱读书。有时候在一起开会，她会利用各种时间修改她的文件，
休息时还抓紧背几个英语单词。孟晚舟出事以后，我儿子也跟我说了一件事。他说去年申请大
学时有一个财经的问题想要请教她一下，自己没有想到晚舟阿姨会秒回他。可见，晚舟是一个
充满善意的人，一点点小事都乐意帮忙。
她个人的专业才能我也非常佩服。她领导了华为的财经管理变革，使得华为在资源配置、
流程优化、运营效率、内控建设方面都有了比较优秀的管理实践。我相信，晚舟无论在是哪家
世界 100 强公司工作，绝对都会是最优秀的 CFO 之一。
她突然遭遇这样的事情，我特别心疼她。她在温哥华机场被扣留时，个人权利遭到了非法
的侵害。但是孟晚舟自己特别坚强也特别乐观。这也感染了我和我的同事们，不会让自己陷到
情绪当中去，会客观地去面对。一方面，我们反对美国政府这么做，基于对企业的指控就逮捕
企业高管，这样的事情太罕见了。但另一方面，我们又必须客观理性地对待，依靠法律来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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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问题。美国政府这样的行为是对司法程序的滥用。我们仍然相信加拿大政府是自信的、公
正的、独立的，也相信加拿大司法系统一定能够公开、透明、公平、公正地处理。
2、记者：似乎你的信心要比中国政府还要足，为什么？您讲到了更加相信加拿大司法系
统的公正透明，听起来比中国政府对加拿大司法更有信心。
陈黎芳：我没对比过。您觉得我更有信心？
记者：中国政府说这个事件受到了政治的影响，也说到了司法独立在加拿大似乎无法实现，
听起来你对加拿大的司法系统还是有很大的信心，为什么？
陈黎芳：我也认为这件事是政治驱动的。因为特朗普总统自己讲过，加拿大外交官也讲过。
他们的话表明这个案子就是政治驱动的。另外，我们在加拿大除了相信法律还能相信谁呢？我
们当然相信法院最后一定能够做出公正的裁决。
3、记者：回到孟晚舟案子上，刚才您说到，您会以一种客观、理性的态度去应对、思考
发生了什么以及接下来要做什么。您真的可以做到这么客观和理性吗？似乎听起来有很多个人
的感情在里面。
陈黎芳：我是一个女性，肯定有感性的一面。也可能因为我是一个女性，也就更同情孟晚
舟的遭遇。作为一个职业女性突然面临这种困境，一定十分难受和煎熬。她有四个孩子，三个
儿子，最小的是女儿。她怎么会不思念自己的家庭呢？我有感情但并不妨碍我理性思考。
记者：在她被抓捕之后您有机会跟她通话吗？
陈黎芳：我们有一些通话，但是不是特别多。在谈话当中能够感觉到她特别坚强和乐观。
我没有问过她为什么可以做到，我很钦佩她。
记者：所以，基于你对她的了解，您觉得她有渡过难关的毅力吗？
陈黎芳：一定要有这个信心。
4、记者：您是否觉得她被当做替罪羊利用了？以及您是否认为，她之所以被利用，并不
是因为她做了什么错事，而是因为她的身份特殊？
陈黎芳：晚舟的人品我很了解，我相信她没有做错过什么事情。至于是不是被当做人质，
我不知道，但特朗普总统说过类似的话。
您可能也注意到前天孟晚舟委托她的律师对加拿大皇家骑警、边境服务局和加拿大政府提
起了民事诉讼，我非常赞赏和钦佩她通过法律手段保护自己基本权利的做法。
5、记者：对于孟晚舟这件事情您有没有想对加拿大政府说的？
陈黎芳：我希望加拿大政府能够公开透明。我们是有信心的，也希望加拿大政府能够随着
司法程序的进行，进一步公开整个执法程序，公开更多细节，这就是我们的期待。

华为 5G 也是加拿大的 Homemade 5G
6、记者：问一个关于 5G 的问题，华为在 5G 方面到底有什么特别之处？不仅华为自己这
么说，外界也这么说。华为似乎已经成为了 5G 网络的代名词。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华为的
5G 技术这么特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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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黎芳：华为从 2009 年开始研发 5G，到现在为止已经累计投入了超过 20 亿美金，拥有
2500 多项专利、在全球已经有 30 多个商用合同、以及发出了 4 万多个基站。
可能这些数字听起来有点枯燥。我可以举一个例子，比如很多运营商都说选择华为能节省
成本。怎么节省呢，其实就是技术创新。华为 5G 的基站重量特别轻、尺寸特别小，只需要一
个人动手安装即可，既不需要更多的人也不用雇吊车，更不需要封路。我们估算过，在加拿大
每装一个华为 5G 基站，就可以节省一万美元的成本。
另外，为什么说 5G 更安全呢？我们在使用 3G、4G 时发现了一些有风险的场景，那我们在
5G 研发的一开始就有意识地在标准上、技术上下工夫。比如，在传送过程中对数据进行加密，
这种加密能力甚至可以抵抗住未来量子计算机的攻击。再比如，我们对用户的个人数据也要进
行加密保护，这就能够有效防护伪基站或者对用户位置信息非法的截取。
消费者也可能会说，为什么一定要用新技术呢？因为新技术给人更好的使用体验。比如，
下载图片会更清晰、下载速度更快，用 VR 时也不会觉得头晕。另外，在一些极端的工作场景
下，5G 技术的运用还可以避免人身危险，人们只需要做一些远程的控制就能完成工作。
其实，华为 5G 跟加拿大颇有渊源。虽然华为的 5G 研发在德国、英国、加拿大等很多地方
都有部署，但是我们研发团队有两个负责人恰好都是加拿大博士。其中一位是男士童文博士、
一位是女士朱佩英博士。所以我的加拿大同事们经常跟我说，华为 5G 是加拿大的 Homemade
5G。
我们不仅最早在加拿大开展 5G 研发，也针对加拿大的特点专门开发了解决方案。比如在
北方地区，如果用传统的卫星，网络质量和信号差；如果用光纤铺开，成本又太高；因此，我
们提出了 5G 空中光纤，这可以提供高质量、高品质的家庭宽带服务（WTTX），成本也仅仅是
其他方案的三分之一。当然这种解决方案不仅适应加拿大，也同样适应各种偏远地区，以及面
积大、人口少的发达区域。

美国低估了华为的团结意志，高估了自己的影响力
7、记者：我知道华为在技术的研发方面投入非常多。比如像刚才讲到的，当很多人还没
有想到 5G 的时候，华为已经走在前沿开始对 5G 进行研究了。我的问题是，现在有一些运营商
和国家面临被迫不能使用华为设备的压力。如果这些国家或这些人最后决定不采用华为设备，
这会对华为的业务产生什么影响呢？
陈黎芳：现在主要是美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行动，这对华为正常的商业运作产生了很大的
干扰。这种行动在全球来看都是罕见的。但是，到目前为止，华为的 5G 商用合同在全球最多，
5G 部署和技术成熟度也最领先。我相信大家都想尽早部署、使用最先进的技术。每个国家，
无论是政府还是企业、消费者，都一定会基于他们自身利益来做选择。所以我并不会特别担
心。
8、记者：但是比如美国、澳大利亚以及其他国家和地区已经决定排除华为设备了。您不
觉得这是个风险吗？
陈黎芳：实际上，现在做出决定的国家只有美国和澳大利亚。但是包括加拿大在内的其
他国家情形是不一样的，全球有 30 亿人使用我们的产品和服务，我们有着 30 年良好的安全记
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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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我们合作的运营商都有几十年的专业经验，它们一定会选择一个最适合的、最安全、最
先进的设备供应商。我相信他们会继续选择华为。因此，我对您的问题并不特别担忧。
9、记者：但是我们知道，这个问题并不完全是技术问题，也不仅仅是工程师决定的问题，
其实很多时候都是政客在制定相关决策。你们对此一点都不害怕吗？美国正在对盟国施压排除
华为的技术。比如，现在加拿大对于是否允许华为参与 5G 部署也尚未做出最终决定。你们是
否担心这个问题政治化，工程师的意见反而会被束之高阁？
陈黎芳：我并不害怕这一点，虽然美国政府的行为确实罕见。我的看法是这样的：美国可
能有点低估了华为的团结意志，也有点低估了其它国家的政府、企业和民众自身的判断力。美
国并没有拿出事实，只是拿一些观点和猜测去影响舆论，我觉得它的影响力并没有它想的那么
强大。
您提到了加拿大。华为在加拿大目前大概有 1100 多名员工，2019 年还计划新增 200 个就
业岗位。除了提供网络产品和服务以外，华为在加拿大也有大量的研发投入。过去十年，华为
在加拿大已经累计投入 5 亿美元的研发经费。其中，单就 2018 年便投入了 1.37 亿美元。同时，
我们还支持加拿大大学的研究项目。
我们和 Telus 和 Bell 的合作历史也超过了 10 年，并采用政府主导的安全审查机制（SRP）
来保证加拿大公民使用的无线网络的安全性。这个安全保障机制的功能就在于保障加拿大人民
能够使用安全的网络。面向未来，我们还会持续遵守这一承诺。
您刚才说的特别好。如果把网络安全当做技术问题来看待，其实非常简单、非常好解决。
10、记者：为什么他们这么害怕华为呢？
陈黎芳：我也不清楚美国政府为什么会害怕我们这么一个小小的公司。一个公司技术好就
要害怕它吗？好像这个逻辑也不太成立。就像虽然 NBA 联盟球队主要是美国球队，但加拿大多
伦多猛龙队也可以打的很好；高科技行业中可以有美国公司、欧洲公司、加拿大公司，难道不
能有一个中国公司吗？
11、记者：现在美国政府和其他国家指出的一个具体问题就是华为与中国政府的关系。他
们担心华为与中国政府的关系太亲密，会受到中国政府以及中国共产党的影响。他们还具体指
出了中国的《情报法》，据说这一法律会强迫华为交出华为在网络上传输的信息，您对这个说
法有什么回应？
陈黎芳：您说的这些观点我也读到过。我也理解这些担忧。就像我第一次读到美国的云法
案、澳大利亚的 AA 法案。这些法律要求企业安装后门、搜集他国的数据信息，我对此也特别
震惊、特别担忧。
华为的做法是，我们从创始人到每个员工，都可以做出具有法律效力的承诺，无论任何情
况，我们都拒绝任何政府的装后门、收集数据情报的要求，这就是我们的态度。
12、记者：您觉得怎样才能做到您刚才所说的这种“拒绝”呢？因为华为是在中国运作的，
需要符合中国法律。我们昨天去了华为的网络安全实验室。你们也提到华为业务的运作需要遵
从所在国家的法律法规。那么，中国政府这样的法律法规，华为怎么可能不去遵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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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黎芳：刚才讲了态度，接下来讲行动。首先，一定要构建自己的网络安全能力。比如，
上个月我们宣布过我们初始启动 20 亿美元投资，用于提升我们的软件工程能力、安全可信能
力。
另外，网络安全能力和水平还需要较高的标准和透明的第三方验证。华为经受住了像加
拿大的 SRP、英国的 OB，以及德国的波恩测试中心的严格测试。这些都是政府主导的检测认
证。华为也参加过第三方独立的评价，比如美国的 Cigital。在一起评估的公司中，华为有
12 项优于业界平均水平，其中 9 项达到业界最高级别。
您提到的中国法律，我们请教过法律专家做了认真的评估，中国政府也多次对该法律进行
了澄清。比如，中央外事办主任杨洁篪在德国慕尼黑安全峰会上作了专门的澄清。另外，外交
部发言人也专门澄清过两次。前两天，人大的发言人也再次清楚地表明中国没有法律要求企业
安装后门，中国没有法律要求企业搜集别的国家的信息和情报。
华为过去没有收到过中国政府提出的这样的要求，未来即使收到无论是来自中国政府还是
其他国家政府的要求，华为都会拒绝，没有什么做不到。
13、记者：有很多专家解读了中国的《情报法》。他们觉得虽然中国的《情报法》写的很
模糊，看起来并不清楚个人和公司是否需要交出数据和信息。但实际上，无论外界怎么解读，
中国政府似乎都会要求企业和个人这么做。我想问的问题是如果出现这样的情况，华为怎么样
才能拒绝这样的要求呢？比如，其他公司、其他的 CEO 在一些别的事情上都并没能做到拒绝政
府的请求，华为怎能做得到呢？
陈黎芳：我们做过专门的法律咨询。中国的刑法明确规定，“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既
然没有明文写过这样的要求，就可以不遵守，所以华为可以拒绝。
在这里，我还要做一个说明，华为只是一个设备提供商，网络的运营和客户数据的管理是
电信运营商负责的。打一个通俗的比方，网络安全的保障就像一个能获胜的冰球队。冰球比赛
不可能是一个人的战斗，需要翼锋、中锋、后卫、守门员的共同协作，而且要一起遵从共同的
规则才能获胜。无论其中某个位置上的球员多么优秀，他都不可能替代整个球队的协作。网络
安全也是一样的。网络安全并不仅仅是某个公司或某一个角色的事情，它需要政府、设备商、
运营商以及使用者全生态的协作。任何一个角色既起不了那么大的作用，也没有那么大的危
害。
14、记者：您使用冰球来做比喻，您一定是加拿大人吧？
陈黎芳：我儿子爱好兴趣广泛，比如 NBA、冰球和 Rap 音乐等，我受他影响很大。他给我
介绍了一个叫 Drake 的 Rap 歌手，我特别喜欢。Drake 有一句歌词我印象非常深刻，“Started
from bottom now we’re here”。我对这句歌词特别有共鸣。因为华为也是白手起家、几个
人一起创业的公司。现在，华为已经有 9.7 万左右的员工持股，就像大的合伙人公司一样，大
家把钱都投到这个公司。
比如，华为去年研发投入 150 亿美金，在全球企业的研发经费中排第五。我们的理想就
是把全世界都联接起来，我们在很多地方做到了，我觉得我们特别酷。华为人最骄傲的是做了
很多其他公司不愿意做的事情，比如在艰苦地区建设网络、在灾难的时候保障通信，每一个华
为人既为自己生活更好而努力，也为共同的理想而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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邀请美国媒体访问参观，认识真实的华为
15、记者：刚才讲到华为业务运作，美国已经作出了法律方面的指控，指控华为员工偷窃
了其他公司的商业机密，对于这个指控您有什么回应呢？
陈黎芳：华为已经发表过声明，否认了美国政府的指控，我们也相信法院最后的审理会得
出相同的结论。因为该案件已经进入了司法程序，细节我不方便打开来一个个讲。总之，美国
政府的行为对华为的声誉造成了很大的破坏，我们一定会采取行动来保护自己的声誉，包括必
要的法律措施。
比如，上周我给美国媒体写了一封公开信，邀请大家到华为来看一看。华为所有的高管都
愿意回答媒体的任何问题，也会开放研发实验室、技术发布会给大家看。希望媒体人士、专业
人士，观众、读者或者听众，自己做一个对比，看看哪一个是真实的华为，谁的技术更领先。
16、记者：如果真的有员工被发现做了这些事情或者卷入了类似的事情，华为会采取什么
样的行动呢？比如说像近期这些案件曝光之后，公司是不是有在内部重新给员工做一些公司政
策方面的宣传教育？或者说强烈打击这种行为？
陈黎芳：华为在这方面有非常清晰的政策，也有相关流程，以及对员工的教育培训。如果
有任何员工个人违反这些规定，华为从来都会毫不犹豫做出坚决的处理措施，我们从过去到现
在一直是这样做的。
17、记者：在这些案件指控出来之后，公司有没有对员工重申这样的信息？如果大家不明
白不清楚的话，公司再去重申一下，你们是不允许去偷窃其他公司的商业机密的。
陈黎芳：不仅仅是重申，这和是否发生了某个事件没有关系，我们会例行反复教育培训员
工。
记者：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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