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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正非说：在这个危机时刻，我最适合

继续担任 CEO，我有能力领导这个公司走

出黑暗，走向光明。即使得不到美国的帮助，

公司也会持续良好发展，会独立生存下去，

而且还会生存得很好，处于世界前列。

意大利《共和报》记者问：在 5G 上，现

在华为也好，中国也好，实现了对美国技术

的超车，您认为未来的趋势是否是中国在越

来越多的技术上超越美国，美国的举动是否

是为了遏制中国的增长呢？

这是个带有重大政治性的全局问题。任

正非恰如其分地回答：“我不代表中国，不知

道中国会不会超车，因为我没有精力去关注

整个社会。我只能代表华为，也只了解华

为。”

记者继续追问：现在美国对华为的攻击

是否是为了遏制中国技术的超越呢？

任正非继续回答：“我不知道，问美国才

会清楚。美国对华为的制裁和遏制，也许是

美国的一种误会。我欢迎美国政府官员多来

华为看看，可能他们就消除误会了。我认为，

未来几十年，美国还是世界上最强大的科技

国家。”

有记者甚至提出了十分刁钻敏感的话

题：我理解作为一个企业对于政治这块为什

么关注，我们觉得作为一个总部在中国的企

业，走向海外时怎么能够完全不受中国政府

的影响？对这一点你怎么回应？

任正非机智回应：我们到外国做生意的

目的是去赚钱，中国政府和我们走向海外有

什么关系？我们没有什么关系，就是在中国

遵守中国法律，出国遵守外国的法律，最多

是外汇赚的钱汇入中国的时候，要受外汇管

理局的管理，这里有一点压力；或者海外汇

回来的利润向中国政府缴税时，税率是不是

有一点优惠，我还不清楚。因此，没有感到有

什么特别关系。我们不代表别的中国公司走

向海外。我对其他公司一点都不了解。我就

一心一意面对华为的运作，要么就读一点

书，因此，不知道别的公司怎么做，我就无法

回答别的公司问题了。至于中国的问题，我

们也只研究适合我们经营的法律，跟我们无

关的法律我们不去触碰，所以我不可能像一

个政治家来评价一下法律。

“我是一个企业，还不是一个‘家’”。任

正非作为一个企业家、作为华为的创始人和

悦耘韵，在应对如此重大国际事件过程中，充

分展示了自己的胸怀和智慧。

银４.坚持把华为“事件”与中
美贸易战分开

美国打压华为事件是在中美贸易摩擦

背景下发生的，实际上也是美国在中美贸

易战中企图占据有利地位、讨价还价的一

个大筹码。也许美国当局原以为华为如同

中兴公司一样，很快就会崩溃。但华为的实

力和韧劲让美国大出意外，华为不但挺住

了，而且士气昂扬，继续有序发展，甚至放

言，美国要想建 缘郧 先进网络，若干年内还

离不开华为！

但就应对策略来讲，华为既要淡化“夹

在”中美两国贸易战之间的局面，又不能完

全去回避它。

比如，有国外记者问：您今天坐在这里，

预估一下中美贸易战会持续多长时间？在这

之前有位中国前任高级官员说可能会延迟

到 2035 年，而马云说可能会持续 20 年，您

的预判呢？

任正非是这样回答的：我不知道怎么预

判。我只管我们公司，公司可大可小，打一

打，我们缩小一点，变成小乒乓球；再大一

点，变成排球；再大一点，变成篮球。大与小，

对我们来说可以随时调整。

这个回答很风趣，也很有智慧。既回避

了作为企业家任正非不该去轻率预测中美

贸易前景这个事关国家利益关系的大问题，

又告诉大家华为在中美贸易战背景下“被

打”的事实。

任正非是中共党员，有记者就提出了这

样一个难题：加入中国共产党时，您是宣过

誓的，如果中国共产党领导找您解决中美之

间的冲突，您还会维护您的公司吗？不去做

共产党让您做的事情吗？

任正非既要坚持党性原则，又不能放弃

作为企业的商业、市场本质，于是他回答：

“共产党的誓词是忠于人民，没有宣誓把美

国作为敌人，誓词里没有这句话。”

还有记者追问：你们在实际操作中会用

什么样的步骤来拒绝国家的请求呢？

任正非首先告诉大家：“从来都没有发

生过这种事情。德国报纸发布了一篇文章，

说华为公司系统没有找到后门。英国说华为

受到了全世界最严厉的审查，所以英国才会

信任我们，坚持要用我们的设备。这是历史

证明的，未来我们更不会去做这个事情。”

2019 年 6 月 19 日，美国 CNBC 记者采

访任正非时问：昨天特朗普总统发推特说，

他跟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先生在日本大坂

郧圆园 会议期间有一个对话，现在美国把华为

放在中美贸易的核心位置，您怎么看？

任正非回答说：第一，华为在美国没有

什么产品销售，因此中美之间的贸易问题与

华为几乎没有什么关系。第二，中美两国是

两个很庞大的“球”，我们在中间只是一颗小

芝麻，起不到任何减缓的作用。我认为，美国

是一个法治国家，华为和美国的问题还是要

通过法律来解决，我们还是相信法庭最后的

判决。

记者又继续追问：华为可能在美国并没

有多少生意，如您所说，华为并不想被搅和

在中美贸易战中间。但是您之前确实也说

了，华为是被夹在中间了。那您有没有抱有

一种期望，就是在 G20 峰会的时候，在习近

平主席可能与特朗普总统的会面中，华为能

成为一个谈判的话题？您有这样的期望吗？

任正非答道：我认为，可能我们华为并

没有这么重要吧，两个伟大的人物谈话，把

我们作为一个喝茶谈话的谈资？我觉得不大

现实。

记者说：您提到华为可能并不值得大家

有这么多的关注，但看一看美国的很多政治

人物，包括特朗普总统在内，他们确实是花

了很多时间来谈论华为的。

任正非答：可能是因为打不死我们，怎

么打我们都不死，可能以后还不会死，他们

要几年都这么关怀下去，是不是很疲惫？我

们和美国政府的沟通，各个管道都在进行。

因为美国是一个法治国家，我们在法庭里沟

通，就是在和美国政府沟通。美国政府出具

证据给法庭，我们也出具证据给法庭，让法

庭来判断我们是有错还是没错，还是错多

少，做出裁决，这才是最主要的问题。作为一

个谈判筹码，我觉得我们不值得，我们也不

愿意。

尽管华为不愿意成为中美贸易谈判的

一个筹码，但事实上在中美贸易战期间，特

朗普明确说要在中美谈判中把华为作为一

个重要话题，但对于华为 悦耘韵 的任正非来

说，最佳应对之策是淡化华为在中美贸易战

中的“色彩”，这样既能把握好政治“尺度”，

又能掌握可进可退的主动性。

银５.坚持把网络安全与信息
安全分开

美国方面打压华为的最冠冕堂皇的理

由，是说华为设备不安全，装有什么“后门”。

美国以世界霸主气势，到处向盟友施压：我

们美国不用华为的设备，全世界也不能用华

为的设备；如果你们用了华为的设备，有可

能中国政府通过华为设备从事间谍活动，我

们美国就不与你们共建共享情报安全信息

系统了。事实到底如何？这是首先要澄清的

问题。

第一，网络安全与信息安全不是一回

事。任正非指出，“网络安全和信息安全是

两回事，我们是管道，只卖了设备给别的公

司，设备里面装什么东西是控制在运营商

手里，不是在我们手里。”而作为网络系统，

谁都不能绝对保证不会发生故障。对此，任

正非指出：“最近一些公司在很多个国家瘫

痪了，我们从来不认为它们有多大的罪责，

它们面对现实也要不断改进。没有一个人

会在这个网络上是常胜将军，我们也不是，

但是我们有故障保障系统，确保这些故障

能够很好的排除。”

第二，历史事实可以说明问题。过去 30
年的历史证明，“我们没有后门”，如果说我

们华为有“后门”，请拿出事实证据来，而且

从网络设备运行技术上讲，华为的网络安全

保障也是最好的。华为过去的体系“围墙”是

建得最为安全的，防攻击能力是世界最强

的，这是美国有一个叫 Cigital 公司评价的。

美国既然到处指责华为有“后门”，那就拿出

事实和证据，可是“美国至今也没有提供我

们有什么危害安全问题的证据，就把我们放

到这个名单中。”

最近有记者提问蓬佩奥：你们的“证据

呢？”蓬佩奥则说：“你问的问题是错的。”任

正非以牙还牙：“我认为，把我们放到实体清

单中也许是错误的。”

第三，华为在设备中绝不可能安装后

门。任正非明确表示，“我们公司绝不可能安

装后门，我们公司也绝不可能从事任何间谍

活动。而且我们也不会接受谁的指示来安装

后门，如果有这个行为，那我就把这个公司

解散了。”“华为年销售收入几千亿美金，不

会因为装后门这一点引起全世界客户和国

家的反感，否则以后我们就没有生意了。没

有生意，我们怎么偿还银行的钱？我也不会

冒这个险。‘解散公司’表明了一种决心，表

明我们不会做这件事，更不会把任何信息交

给别人。”

有记者故意向任正非发难：如果国家发

生危机，找到您说“需要你们给国家帮助，需

要进入你们的网络，需要你们提供一些信

息，这些对国家、对政府、对人民是有利的。”

看看任正非是如何回答这个难题的：

“我们绝对不会安装后门，绝对绝对不会做

这件事。因为我们是为人类服务，不是为情

报服务，为什么要去安装后门？”

任正非甚至表示，为了维护客户利益和

华为尊严，个人生死可以置之度外。对此，连

中国政府高层领导都已明确表态“不会让企

业安装后门”。2019 年 2 月 16 日，中央政治

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杨

洁篪在慕尼黑的安全会议上发言，明确告诉

全世界：“中国政府从来不会指引任何企业

去安装后门，中国政府要求所有企业都要遵

守国际法、遵守联合国法律、遵守各个国家

的法律，在任何地方都要合规经营”。

第四，华为可以公开签“无后门协议”。

为了表明华为尊严，任正非向世界公开承

诺：“前三十年，我们一次也没有过（指“后

门”），现在在这种特殊环境中，中国政府已

经明确表态‘不让企业做这个事’，因此，我

们也敢向世界所有国家表示‘我们可以签无

后门协议’。如果这些国家认为我们说了不

算数，要国家说了算数，我们签约时，也会邀

请中国政府出来证明我们的签约是有国家

作证，支持不搞后门活动。特别是慕尼黑会

议上，党中央领导人已经公开宣传，就表明

了中国政府的态度。”

试问，世界上有哪个企业敢这样公开

承诺的？本来无需这样做，但为了揭穿美国

的谎言而不得不为之，当然也是将了美国

一“军”。

第五，5G 只是造福人类的技术。美国有

些人自我“恐惧”，把 5G 当成了军控设备。

任正非笑谈道，“5G 不是原子弹，原子弹破

坏人类，是有安全问题的。5G 是造福人类，

给人们提供信息通道和管道，信息通道和管

道是控制在运营商手里，控制在所在国政府

手里，我们提供的只是一个裸的设备，像自

来水管和自来水龙头一样，不会对安全产生

多大危险。”任正非以通俗的例子解释说，华

为卖给这个世界的就是一个“自来水管道”，

5G 基站就像个“水龙头”一样，可以放出

“水”来、放出信息来。华为本身不控制这个

网络设备，控制这个网络设备的是运营商，

而运营商受所在国法律管理。

美国也许过度自我“恐慌”了。其实，美

国在世界上是处于绝对优势的国家，即使

未来有一些国家追上来了，也不一定能很

快超越美国，美国的优势将是长期的，美国

大可不必过度“恐慌”，既便在个别领域、个

别公司有新的突破或赶上美国，那也应该

是值得高兴的，“因为我们共同为人类提供

一种更好的服务，这些服务怎么会被认为

是威胁呢？”

美国总认为自己的信息不安全，会受到

华为的“威胁”。任正非调侃说，“美国都没有

我们的设备，它的安全与我们有什么关系

呢？以后它也不会买我们的设备，美国安全

和我们有什么关系呢？”

第六，需要指出的是，美国如此向盟友

施压不能采用华为产品，背后到底是有什么

想法只能由历史和合理的逻辑推理来说明。

美国监听盟国及领导人信息早已是公开的

事实。如果欧洲用了华为的设备，美国也许

就很难搞到他们想要的情报了，因为他们进

不到华为设备里来。欧洲也提出了“信息数

据不要离开欧洲”。正如任正非透露，如果采

用华为设备，“这样他们想进也进不来了，因

为我们的设备没有后门，他们进不去欧洲的

信息网络”了。

银６.坚持把商业行为与政治
分开

最恐惧的是恐惧本身。美国打压华为

的所谓理由之一，是把华为与政治、意识形

态相联系，无端认为华为来自中国共产党

领导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是所谓的“政治背

景”。任正非坦言，“美国把我们当成共产主

义，始终对我们心里有一种怀疑，害怕偷它

们的信息。”

面对美国对华为的打压，任正非始终

坚持把政治和商业分开。他强调，现在西方

有些人认为华为设备运作有阴谋，这种意

识形态就像工业革命时期砸坏纺织机一

样，认为先进的纺织机破坏了世界。事实上

华为卖的只是一个裸设备，这个设备上没

有意识形态。这个设备的掌控者是运营商

而不是华为。

华为作为企业，卖的产品只是商品。“我

卖给这个世界的就是一个‘自来水管道’，里

面流的是‘水’，我卖的东西流的是信息管

道，5G 基站像‘水龙头’一样可以放出‘水’

来、放出信息来。我本身不控制这个网络设

备，网络设备是运营商控制的，不是我控制

的，是运营商买了我的东西在控制，主权还

在所在国。”

有记者问：您如何描述您跟中国政府之

间的关系？

任正非机智回答：缴税，遵守中国的法律。

记者继续问：华为被列入所谓的“黑名

单”后，您跟中国政府沟通过吗？

任正非回答：不需要，我们跟美国政府

在法庭上见，为什么要跟中国政府说话？

记者还想继续“深挖”华为与中国政府

的关系：好像有报道说，中国政府考虑给华

为提供财经方面的支持，您会考虑吗？

任正非明确告诉记者：没有这回事，将

来财务报表都能看见的。只是西方银行给我

们的贷款减少，我们会向中国银行多贷一

些。过去我们大量在西方银行贷款，因为他

们利息低，但是如果西方银行不给我们贷款

时，中国银行贷款利息高一点，我们也要贷

款。这是商业行为，跟政府没有关系。

记者还要追问：中国政府或者下属任何

实体，有没有持有华为的任何股份或者任何

一部分？

任正非告诉他：一分钱人民币都没有。

任正非强调指出：我们经营在中国遵守

中国的法律，在外国遵守外国法律，包括联

合国的决议。别的公司怎么做，我不会操这

个心，它也不会给我交钱，为什么我会关心

别的公司？我只关心华为。永远忠于客户的

利益，不会有其他的企图。”

（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