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汇丰银行，是加拿大法庭上无人提及的，如同 800 磅重的大猩猩般

的沉重的司法负担，压在了华为首席财务官孟晚舟肩膀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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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图：是在设在香港和上海的一个银行，俗称汇丰银行，是维多利亚女王的非法的鸦片洗钱机器，

1839-1949 年，以牺牲上瘾的中国人为代价，洗劫数十亿美元的贩毒集团资金。从那时起，经历了整个

女王伊丽莎白二世的时代, 今天和伦敦金融城一起没有多少变化。 

 

我收集了大量有关孟晚舟、华为、汇丰、美国和加拿大的法律文件、文章和视听媒体库，所有内容均

免费下载， 
 

https://lanbro-

my.sharepoint.com/:f:/g/personal/jeff_brownlanglois_com/EjR2E5PL0jpPsGNEf_Is_qEBm7y1rC4GsoDv4B

yKey_IJg?e=CpEA4A  

 

华为在线资源收集。 崛起中的中国的常客和中国科技新闻快讯！写的:  

https://chinarising.puntopress.com/2021/02/20/huawei-online-resource-collection-by-china-rising-radio-

sinoland-and-china-tech-news-

flash-%e5%8d%8e%e4%b8%ba%e5%9c%a8%e7%ba%bf%e8%b5%84%e6%ba%90%e6%94%b6%e9%9b%86%e3

%80%82-%e5%b4%9b%e8%b5%b7/  

 

开始前注意：致敬 CGTN，为他们的优秀视频， "孟晚舟的不为人知的故事"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jC5RQdh40V8).。我大量地引用它，以扩大我的研究。 

 

是的，800 镑的大猩猩 

 



 
汇丰银行就在房间里，但是没有人谈论其. http://uncontained.co/ 

 

我一直喜欢英语中间接夸张的比喻， 800 磅重的大猩猩（在房间里/在角落里）。它通常涉及讨论或辩

论。参与者谈论显而易见的大卖点，排除每个人都想避免解决的问题，假装找到解决方案或答案并不

重要。那是你看不见的 800 磅重的金刚。 

 

一个很好的例子是中美关系，但避免提及朝鲜。无畏、独立、无人居住的朝鲜是中美 800 磅重的大猩

猩，那个不言自明的密码，似乎总是被扫地出门，但不会消失。 
 

另一个是俄罗斯和欧洲，但我不想把这些显而易见的点与坐在隔壁的极具影响力的波斯绿巨人联系起

来-伊朗。伊斯兰（社会主义）共和国的原则性影响是超大规模的，这是当之无愧的。 

 

这给我们带来了一只完全不同的 800 磅大猩猩，至少就华为首席财务官孟万洲而言是这样：香港和上

海银行，更出名的缩写是汇丰银行。 
 

对孟晚舟故事的快速回顾 
 



 
2018 年 12 月 1 日, 在温哥华机场门前逮捕孟晚舟时的 CCTV 监控录像。 www.scmp.com 

 

孟女士应美国之要求于 2018 年 12 月 1 日在加拿大温哥华被捕，被引渡到将于纬度 45°以南的美国。

自那以后，她一直在法庭和头条新闻中奋力拼搏，以表明美国对欺诈的指控是毫无根据的，她应该被

释放。从那时起，孟女士在温哥华被软禁了 2.5 年，不断地提供证词，

(https://chinarising.puntopress.com/2020/11/16/explosive-expose-blows-the-cover-off-huawei-meng-

wanzhous-2018-sting-operation-in-vancouver-canada-the-truth-and-consequences-of-connecting-the-dots/), 

各种盘问(https://chinarising.puntopress.com/2021/01/23/it-is-not-fair-that-huawei-cfo-meng-wanzhou-

landed-in-canada-cant-have-perry-mason-as-her-lawyer-and-be-tried-in-his-mythical-world-of-rule-of-law-

such-is-life-china-risi/) 现在是在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最高法院一系列美国/加拿大对阵孟法律小组的听证

会。 
 

我们不是这个案子的相关者，我们评论不合适...汇丰向美国司法部（USDOJ）提供了客

观事实 - 汇丰银行，2020 年 7 月 16 日 
 

这场备受瞩目的中美地缘政治对决令人难以置信的是，汇丰从一开始就参与其中，尽管如此，它仍像

完美的计算机模型隐形战斗机一样，在西方主流媒体的下面、上空飞过、穿过和围绕着它。汇丰银行

和孟晚舟一样被媒体关注吗？几乎没有。 
 

长话短说 

 



 
典型的汇丰分行店面，遍及世界各地(https://mobilemarketingmagazine.com/) 

 

汇丰不仅仅是任何一家银行。它是欧洲最大的金融机构，自 2017 年以来一直保持着极高地位

(https://www.businessinsider.com/largest-banks-europe-list?IR=T).毫不奇怪，它也是全球前十

(https://www.advratings.com/banking/top-banks-in-the-world).  

 

令汇丰如此臭名昭著的是它的起源和存在的理由，如《中国三部曲》所详述

(https://chinarising.puntopress.com/2018/06/30/praise-for-the-china-trilogy-the-votes-are-in-it-r-o-c-k-s-

what-are-you-waiting-for/)19 世纪的英国女王维多利亚和之后的所有王室成员都吹嘘自己是历史上最伟

大的国王/王后，经营着世界上时间最长、规模最大的犯罪的全球性企业。从 1839 年至 1949 年，他们

无耻地、唯利是图地将堆积如山的鸦片，以及后来的吗啡和海洛因，被发明之后，据报道被销售给中

国 25%的人口。 

 

这个中国屈辱的世纪是从 1839 年第一次鸦片战争一直持续到 1949 年共产主义解放。对于中华民族来

说，这是一次如此痛苦和毁灭性的经历，从毛泽东到习近平，解放后的每一位领导人，都始终把中国

长征的起点从 1839 年带回世界显赫地位。在有记载的五千年历史中，今年是人民的低谷。 

 



 
1997 年中国历史史诗电影《鸦片战争》的海报。它被发出来以配合同年的香港回归中国大陆。

https://www.vpro.nl/ 

 

所有这些非法毒品进入中国，从而让大量中国银、茶、丝绸、瓷器、钟表、家具和许多其他高价值产

品流入英国庞大的全球帝国，等同于今天数十万亿的英镑、欧元和美元，用数十万份合同，在付款人

与收款人之间交易着。维多利亚女王清洗这些不义之财的解决方案是于 1865 年在香港和上海创建银



行，总部设在伦敦。汇丰其实是彻底的西方国家的银行，尽管其双重的名字，它是英国王室的金融附

属物，一直到 20 世纪都是在英国的经济赞助下经营，直到香港在 1997 年回到中华人民共和国。 

 

 
糟糕的旧毒品时代是汇丰银行新洗钱时代 . https://unpublishedarticles.com/ 

 

汇丰一向是英国人的银行，但对香港的金融事务来说仍然是非常重要的。它是仅有的三家有权铸造港

元的银行之一。不言而喻，拥有铸造货币的权力是洗钱和转移资金的绝妙优势，其中大部分来自非法

药物销售。 
 

旧的毒品交易和洗钱习惯很难消亡 
 

 
汇丰银行是仅有的三家获准铸造港元的银行之一，为洗钱开辟了各种机会。www.wikipedia.org. 

 

这给我们带来了汇丰的公司治理的画面，然后这不是一幅漂亮的图画。经过一个世纪的贩毒集团及其

高利润的洗钱活动，老套而懒惰的犯罪习惯已经很难改掉。 
 



在 2016 边的一篇文章中 (https://www.forbes.com/sites/francescoppola/2016/02/28/hsbcs-catalog-of-

lawsuits/?sh=5ec656d357fc), 就在孟晚舟/华为和汇丰的大戏在华盛顿特区上演时，就连超级机构福布斯

也不得不注意到汇丰面临的所有监管调查、待决/实际民事和刑事诉讼。 

 

读着它让我想起了莱波雷罗的唐 · 乔瓦尼在莫扎特的歌剧中《征服》这个名字的目录： 
在意大利，六百四十： 
在德国二百三十一： 
一百在法国，在土耳其九十一： 
但在西班牙已经有一千三百人了。 
 

与唐·乔瓦尼（以西班牙语形式更出名的唐·胡安）一样，汇丰似乎对多个国家的多起违规行为负有

责任。名单和手臂一样长。无论世界上哪里都存在一些狡猾的骗局，汇丰银行很可能有一个手指在里

面。 
 

汇丰 2015 年媒体发布 (hsbc-holdings-plc-annual-results-2015-media-release.pdf (dropbox.com)) 包含法律

诉讼和监管事项部分。汇丰在其中对其历史上的贩毒集团核心并没有悔意，并称： 
汇丰是其正常业务运营导致的多个司法管辖区的法律诉讼和监管事项的一方。除了下文所述事项外，

汇丰认为这些事项均无实质内容。 
 

正常的业务运营？符合他们的情况，因为对他们来说金融犯罪无关紧要？你品，细细品。 
 

以下关注点被罗列在此厚颜无耻的序言之后： 
 

反洗钱和制裁相关事项。 
伯纳德·马多夫投资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信用违约掉期监管调查和诉讼。 
经济计划：汇丰银行巴西有限公司 
欧洲银行间提供利率和其他基准利率调查和诉讼。 
国际足球协会（"国际足联"）相关调查。 

汇率调查和诉讼。 
招聘实践调查。 
伦敦银行同业拆借利率。 
贵金属修复相关的诉讼和调查。 
消费者"增强服务产品"的监管审查。 

证券诉讼。 
与税务有关的调查。 
美国抵押贷款证券化活动和诉讼。 
美国抵押贷款相关调查。 

他们遗漏了什么吗？似乎缺少的只是好莱坞的沙发强奸犯哈维·温斯坦，或者一个恋童癖者，一个有

权势的杰弗里·爱泼斯坦。请注意，这些摘要标题加起来有数千个案例，不包括那些永远看不到曙光

的案例。 



有时候如果你不笑，就是哭。 

带上毒品，拿现金来 
 

  
毒品和洗的钱就像热狗和包子一样堆在一起。www.thuglifevideos.com 

 

这是上述第一个项目，反洗钱，孟晚舟在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进入了视线，但这是违背她意愿的。  

从 2006 年至 2010 年，汇丰美国银行公然打开洗钱闸门。因此，2012 年美国检察官指控汇丰银行犯有

包括墨西哥贩毒集团洗钱在内的重罪，金额至少达 8.81 亿美元。汇丰被罚款 19 亿美元，并在 2012 年

12 月，同意签署一个为期五年的 DPA（递延起诉协议），以抵消他们的洗钱犯罪行为，并要求配合任

何情况下的所有的美国调查(https://www.justice.gov/opa/pr/hsbc-holdings-plc-and-hsbc-bank-usa-na-

admit-anti-money-laundering-and-sanctions-violations). 

 

助理司法部长兰尼·布劳尔认为 (https://www.strategic-culture.org/news/2019/10/07/hsbc-never-left-dope-

trade-nor-crown-why-hsbc-is-no-victim-institution-huawei-case/), 

 

汇丰正被追究监管的令人震惊失误的责任。更糟糕的是，这导致该银行允许毒品贩运者和其他人通过

汇丰子公司洗钱金额达到数亿美元，并为与受制裁国家进行交易提供便利。 
 
这是汇丰 10 年来第三次因类似罪行被起诉。 

 

DPAs，哦，快乐！ 



 

 
垄断卡显示一只富有而胖猫免费被释放，这绝非巧合，经常会发生。http://www.nerdseyeview.com/ 

这些什么是延期起诉协议（DPAs）？从本质上讲，他们是富人和有权势者高层的认罪协议，同时可能

获得垄断游戏"从监狱中脱出免费卡"，作为交易的一部分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jC5RQdh40V8). 

竟然给线人卖很多小包的毒品？兄弟，你要找洞躲起来很长一段时间，或许用你的余生躲藏。然而，

这并不是像汇丰这样的真正的恶棍所遭遇到的。就像街角的告密一样，他们要做的就是，在汇丰的案

例中，卑鄙地陷害美国认为的敌人-华为和孟晚舟。这明显地说明他们做到了。 

所有那些被困在刑罚体系中的数百万美国人，通常都有一个强硬的零容忍假释官，只是等着把他们关

起来。签署 DPA 的公司通常持续五年，它们有一个合规监控器来跟踪他们是否正在抵消其肮脏的工

作。2012 年，执行主席兼埃克西格政府服务主管迈克尔·切尔卡斯基被任命为汇丰合规监测员。 

 



 

www.cgtn.com 

毫不奇怪，鉴于其傲慢的态度，Cherasky 在 2016 年向 USDOJ 的报告发现了潜在的金融犯罪，他担心

汇丰是否遵守了其所有延期起诉协议（DPAs）义务。 

有趣的是事情是如何解决的。2016 年末，汇丰启动了内部调查，专门针对华为。这包括收集有关伊朗

天通与华为之间关系的可能有罪证据。 
 

为什么华为和天通，以及在那个时候？这两个信息通信技术实体包括三个美国最可怕的对手：华为、

中国和伊朗。谈论地缘政治帽子戏法！这一点，汇丰当时承认了数千个持续的监管问题。然而，汇丰

明确以牺牲所有其他客户信誉为代价来追杀华为。汇丰是想要朝这个方向推动的吗？汇丰的 DPA 明确

指出： 

汇丰将在任何情况下的所有调查中与司法部合作。 

请记住，用免费卡走出监狱的富人和有权势的人。你所要做的就是向美联储提供"有用的信息"，然后你

就可以走开了。 
 

有趣的是事情是如何发展的。2017 年 2 月，据说美国司法部、财政部、商务部和国土安全部在波托马

克进行了一次讨论，讨论与华为对抗的进展，包括与汇丰的业务往来。 
 

请记住，特朗普在白宫只呆了一个月。当时，彼得纳瓦罗，一个傲慢的反华的人，是他的国家贸易委

员会主任。另一位"咆哮黄月亮"狂热分子史蒂夫·班农是白宫首席战略家和总统高级顾问。每当提到中

国时口若悬河的迈克·庞佩奥（Mike Pompeo）是中央情报局局长，一年半后，他成为特朗普的傲慢的

"当心黄衣"国务卿。 



 
波托马克河上四个最大中国恐惧症患者。我们可以加上约翰·博尔顿左上是迈克庞佩奥授予唐纳

德·特朗普在他的左边。左下角是彼得·纳瓦罗，右下角是史蒂夫·班农。www.churchpatriot.com 和

www.theunitedstatesblues.com 

 

他们在那里吗？他们是从办公室派人或人员参加的吗？尽管如此，他们在特朗普新政府中的存在无疑

为反华定下了基调。 



 

与此同时，汇丰开始根据他们在文件中发现的内容，向 USDOJ 介绍华为和天通的情况

(https://www.cnbc.com/2018/12/06/allegations-link-huawei-to-illegal-transactions-with-hsbc.html). 汇丰的

展示和讲述一直持续到 2017 年底，历时一年多。 

 

 

 

 
孟晚舟的 PowerPoint 演示文稿的第 6 页和第 16 页， 很容易被排除在 USDOJ 的欺诈起诉书中。为什

么？因为他们证明指控是假的！www.huawei.com 

 

嗯..我想知道孟晚舟的那份被弄得“臭名昭著”的香港幻灯片演示文稿是否混在其中？ 

 

有趣的是，在此之前，美国从未以不合规或违反美国法律为由描述过华为。时任美国商务部部长的威

尔伯·罗斯在 2018 年 6 月的一次采访中说： 

 

我听过很多关于华为的谣言。目前，我不相信我们部门发现了任何华为的违法行为。  
 

显然，罗斯并不知道美国司法部和财政部正在加班加点地"对抗华为"。八个月后，在 USDOJ 的新闻发

布会上，他跟上特朗普的反华潮流，向总统致意，并声称中国的罪犯，并宣布起诉华为和孟晚舟  



(https://www.justice.gov/opa/pr/chinese-telecommunications-conglomerate-huawei-and-huawei-cfo-

wanzhou-meng-charged-financial). 

 

 
美国商务部部长威尔伯·罗斯对特朗普的反华为和孟晚舟的起诉表示了反对。www.cgtn.com 

 

很明显，特朗普“公司”渴望接手中国“公司”，而华为从第一天起就是一个很有油水的目标。事实

上，针对华为的目标的行动早在奥巴马执政期间就开始了(https://www.reuters.com/article/us-usa-china-

huawei-tech-insight-idUSKCN1QN2A8). 尽管如此，2018 年 12 月 1 日在温哥华机场绑架孟晚舟只是马

基雅维利人为了达到他们的目的而采取的又一个重大游戏策略。这是帝国所做的事情。 
 

现在，回想一下 2013 年那场声名狼藉的孟-汇丰会议 



 
www.cgtn.com 

 

孟晚舟与时任汇丰亚太区全球银行业务副主管的艾伦托马斯（Alan Thomas）的会面没有任何意义，而

且，由于了解了此次披露的故事的前半部分的关联，这一点非常值得怀疑。 
 

首先，高层管理人员何时在公开场合开会讨论内部信息？CGTN 称，孟晚舟的 PowerPoint 演示被视为

机密，因为它只关注华为与伊朗 Skycom 的业务关系，而不是年度报告和媒体发布的通常样板合规格

式。 
 

根据这个故事，孟晚舟的翻译也在那里，因为她的英语不是很好。你会相信他们会在香港的一家餐馆

见面吗？他们本来可以到一个私人餐厅，但尽管如此，按当地的礼节，至少会提供茶和小吃，这意味

着服务员进进出出。 
 

这不是安利会议。整个餐厅的场景简直太荒谬了，不可思议。 
 

艾伦·托马斯是全球银行业巨头汇丰银行（HSBC）的高层官员，孟晚舟是目前还是全球最大、最成功

的 ICT 公司的首席财务官。他们数十亿欧元和美元的项目中忙碌着。你真的相信托马斯的这个级别和

途径的人没有提前得到演示文稿的副本，从而提前进行研究和准备问题和评论吗？ 
 

这个想法太荒谬了。 
 

接下来，谁邀请谁？汇丰在 2016 年华为内部调查中突然透露，是华为要求与托马斯会面 

(https://www.reuters.com/article/us-huawei-hsbc-exclusive-idUSKCN1QF1IA).  



 

真的？对事情明显了解的人是不会同意的。(https://news.cgtn.com/news/2020-07-26/A-person-in-the-

know-reveals-more-details-on-Meng-Wanzhou-s-case-SrFn7Oqt4A/index.html). 不愿透露姓名的他们在镜

头前说，这次会议不是通过正常的渠道安排的。在孟晚舟和托马斯的这个级别，正式邀请函会通过电

子邮件发送的。这还没有结束。汇丰没有发出任何电子邮件来表明这是华为的倡议，华为也没有，这

意味着如果华为在常规渠道之外接受邀请，那他们当时就太天真了。 
 

那么，它是如何安排的呢？你能想象孟晚舟或托马斯拿起电话说： 
 

嘿，让我们在餐厅见面，谈谈华为与伊朗天通的关系！ 
 

非常值得怀疑，但行政助理有可能通过电话安排会议。 
 

无论如何，鉴于汇丰刚刚签署了 USDOJ DPA，其中规定: 

汇丰将与司法部合作进行任何情况下的所有调查， 

并且急于避免起诉，你认为是谁要求开会的，孟晚舟还是托马斯？华为还是汇丰？ 

其次，汇丰大厦在香港是很难错过的，华为的全球总部在深圳，就在河对岸的中国广东省。 

 

汇丰大厦在香港 



 
在香港美丽的高科技感的 47 层的汇丰大厦。https://en.wikipedia.org/ 



汇丰大厦位于港岛皇后大道。它于 1985 年开业，由英国建筑公司福斯特合作伙伴设计。我去过香港很

多次，大厦非常抢眼。占地 99，000 平方米（1，065，627 平方英尺），符合风水要求，确保成功和财

富，可欣赏到下面著名的港口的壮丽景色(https://structurae.net/en/structures/hsbc-building/).  

我们是否应该相信，2013 年 8 月 22 日，其数十个会议室和会议室都已满员？托马斯连一个很小的会议

室都不能为强大的华为的首席财务官找到？当然，在他这个级别，他的办公室对于孟晚舟和她的翻译

来说已经足够大了，甚至可能忽略了下面那个神话般的港口。 

他们也可以在华为总部见面。如今，香港和深圳之间有高速列车服务和地铁直达线路，但早在 2013
年，华为和汇丰就可以通过汽车、公共汽车、火车、渡轮和人行天桥在边境两边走到一起。我已经乘

坐了很多次了。我们乘坐用了 1.5-2 个小时，非常方便。 

再次，这个餐厅会面就是一场滑稽的闹剧。 

接下来，托马斯为什么被派去开会？他是汇丰在亚太地区的银行副行长。汇丰与所有规模不大的国际

实体一样，拥有全职合规和法律部门。他是一个交易撮合者，而不是一个监督搬砖做事的人。这就像

要求建筑商做水管工的工作。 
 

为什么汇丰的合规和法规主管没有参加此次会议？ 
 

同样地，孟晚舟作为华为首席财务官，她的工作是数豆豆，同时和其他金融老板一样获得资金。  
 

为什么汇丰不请华为的法律专家谈谈伊朗天通？ 
 

 
www.cgtn.com 

 



 

宋柳平是华为驻深圳的首席法律官兼合规官，可能与孟晚舟同级别。他监管着一个由 1500 多名监管

“猎犬”组成的团队，为此，公司"很早就"开始做出这些努力，并投入了巨大的投资，以满足其全球合

规管理，从高层管理人员往下。自 2009-2010 年以来，华为一直与 USDOC 保持定期联系，以遵守贸

易规则，包括最小规则、CISADA（美国制裁），并确保华为充分了解美国所有法律以及新颁布的法

律。 
 

宋柳平多次访问 USDOC 进行磋商，双边简报每 18-24 个月举行一次。不幸的是，这止于 2016 年（孟

晚舟于托马斯会议三年后），当时华为得知他们正在接受美国的调查。 
 

你是想告诉我汇丰不知道宋柳平是谁，还是华为没有法律/合规部？他们为什么不邀请宋或他的一位副

首席行政官-监管专家—直接从获取信息呢？ 

 

 
任正非年轻时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www.chinarising.puntopress.com 

 

是因为这个人不是华为创始人任正非的女儿，而孟晚舟是？任总曾一直受到冷战士华盛顿的斥责，因

为他曾经是中国人民解放军（PLA）的退休副团长（IT-信息技术），与中国共产党关系密切，并自豪

地与公司的 20 万工人分享毛泽东思想，从而获得灵感和商业见解 

(https://chinarising.puntopress.com/2020/05/14/ren-zhengfei-founder-of-huawei-says-my-mentor-is-

chairman-mao-zedong-im-not-surprised-are-you-china-rising-radio-sinoland-200515/), 



后者被分享在世界上最大的，被员工拥有的公司(https://chinarising.puntopress.com/2021/02/13/huawei-

and-its-founder-ren-zhengfei-are-allegories-for-chinas-millennial-governance-and-its-people-a-reflective-

look-at-his-post-trump-biden-era-press-conference-this-week-china-rising-rad/)?  

 

对于反共的新自由主义者来说，这里没有什么是被喜欢的。 
 

在随后的几年里，艾伦·托马斯为一路顺风顺水。如今，他是汇丰董事会的受托人：资产负债委员会

成员和审计与风险委员会成员。不错，工作很轻松托马斯是因一件肮脏的事而得到奖励吗? 

(https://futurefocus-staging.staff.hsbc.co.uk/trustees)  

 

可怜的汇丰银行。嘘嘘！ 
 

 
美妙的港岛天际线在晚上。中间最高的建筑是国际商务中心。右边是花旗大厦。右边是汇丰大厦，红

色装饰，渣打银行就在右边。法国巴黎银行离得不远了。这四个"受害者机构"是豆瓣里的豌豆。 

www.wallpaperflare.com 

 

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在美国从加拿大引渡孟晚舟的案件中，美国表示，汇丰是四个"受害者机构"之一

（渣打银行、法国巴黎银行、花旗集团和汇丰银行），因为汇丰银行面临"经济和声誉"风险 

(原文如此 - https://www.reuters.com/article/us-usa-huawei-tech-canada-idUSKCN1VB0LK).  

 



谈论奥威尔的双重发言。战争就是和平，自由就是奴役，无知就是力量，现在我们可以补充到 1984

年，汇丰是受害者！ 
 

 
艾纳尔·丹根活跃于中国相关媒体。www.youtube.com 

 

前美国检察官艾纳尔·丹根，请注意，没有打断他的话，而他对此感到愤怒， 
 

不，不是一个（四个"受害者机构"）。没有一人或他们中的任何一人在机场被拦截，并根据逮捕令被扣

留在机场。不，他们都得到了通行证。他们中没有一个在监狱里。 
 

我们正在大规模地谈论犯罪。现在，你明白汇丰的驱动力是什么了？他们想做的是把一些东西交给美

国政府，司法部，以此来拍马屁。 
 

成了！这当然非常成功。将客户扔在俗话说的帝国巴士下，把他们卖给斯尼奇河，会带来丰厚的回

报。2017 年 12 月 11 日，在汇丰为期五年的 DPA 结束时，该银行被完全撤销了所有墨西哥贩毒集团

洗钱指控，"因为汇丰履行了改善控制和合规措施的所有承诺（原文如此）"。好巧啊。 

 (https://law.justia.com/cases/federal/appellate-courts/ca2/16-308/16-308-2017-07-12.html).   

没有提及的索托沃斯，是汇丰的 DPA 中最重要的条款， 

汇丰将在任何情况下所有调查中与司法部合作。 

艾纳尔·丹根接着说： 
 



这不是钓鱼的游戏，对吧？我们今天比过去更文明的想法...这怎么可能？当实质上他 （特鲁普） 绑架

了她？好？为了自己的政治利益，他为了她的父亲和中国政府以及她自己的自由而扣留她索要赎金。  
 

 

 
西方一些有原则的有灵魂的人知道孟晚舟被绑架是非法的。https://www.legalreader.com/  

 

整个孟晚舟和华为传奇是一个关于帝国欺凌他国和全球资本主义背叛的拙劣的故事。汇丰一直是这个

故事的中心，现在仍然是。事实上，它已经在更多，可以追溯到 1865 年维多利亚女王创立。 

 



附录 - 恶魔做了最污浊，无底线的事情 
 

汇丰的犯罪打击不断。请记住，在 2017 年 12 月的 DPA 结束时，它被可笑地"无罪释放"。然而，在这

种荒谬的高层放纵的前两个月，这家银行已经重新登上了头条新闻。 
 

这让我想起了电影《面具》中的那句经典台词： 
 

 
我们可以把汇丰添加到面具的坏人名单上。www.memgenerator.net 

 

2017 年 9 月 30 日 

美国对汇丰银行处以 1.75 亿美元的罚款，以进行宽松的外汇交易监管 

https://news.cgtn.com/news/79596a4e78597a6333566d54/index.html  

 

2018 年 1 月 19 日 

汇丰在 1 亿美元外汇欺诈结算 

https://news.cgtn.com/news/3163444e79677a6333566d54/index.html  

 

2018 年 4 月 27 日 

前汇丰银行高管因外汇计划被判两年徒刑 
https://news.cgtn.com/news/3d3d674e3445544d77457a6333566d54/index.html  

 

2020 年 9 月 21 日 

汇丰在支付创纪录的洗钱罚款后转移了巨额脏钱 
https://www.icij.org/investigations/fincen-files/hsbc-moved-vast-sums-of-dirty-money-after-paying-record-

laundering-fine/  



 

从之前引用的文章，福布斯不能关闭这个肮脏的披露-任何更好的： 

这是异常行为的一个目录啊。很容易把汇丰塑造成银行的唐胡安，傲慢、不道德，理应被扔进地狱。
但是其他大银行更好吗？ 

我不这么认为。 

 

附言 

可怜的孟晚舟。我想以一点幽默结束这篇文章， 三分钟的欺骗特蕾西乌尔曼接受采访， 为什么不？ 汇
丰。在前几秒钟，它点亮"伦敦金融城"银行区，这是告诉： 

https://chinarising.puntopress.com/wp-content/uploads/2021/08/A-sociopath-goes-for-a-job-interview-
Tracey-Ullman-Show.mp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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