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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朗普為什麼敢挑起貿易戰

 

 

房地產的泡沫！
        是因為看中了中國房地產軟肋。中國房地
產泡沫一旦戳破，大家可想而知了。中國為什
麼急於招回獨角獸？一是將海外資產朝國內轉
移，為中美貿易升級做準備，先撈錢後撈人；
二是為房地產危機做準備，房地產一般二十年
一個輪回，如果房地產衰退，大量的熱錢必將
尋找新的替代品。
A股市場，狼多肉少
        而目前整個A股市場，除了貴州茅臺等極
個別股票，真正有價值股票太少，資金過多，
市盈率高，無價值股可投，其他大部分都是炒
作。這也是為什麼劉士餘上臺以來，漲多了就
打壓就特停的原因。當獨角獸都回歸A股之後
，中國A股必將是未來二十年下一個房地產。
        貿易戰的代價將會是沉重的，和正真的戰
爭無異。對世界的經濟影響巨大。一但開始沒
有勝方，都會造成經濟的衰退！
中美貿易戰中可能的 ” 贏家 ” 和 “ 輸家 ”

一帶一路”建設工作5周年座談會
本報特約評論員  李文

        美國將會以那些行業作為目標？假設美國
的最終目標是減少貿易赤字、促進國內經濟增
長、以及 “ 把工作崗位帶回美國 “，我們發
現在中美貿易戰中最有可能受到衝擊的行業是
：電子產品，其中包括了電腦和電話；電氣設
備；紡織品、服裝和皮具；傢俱；汽車。
        事實上這樣的一份行業名單恰恰顯示了針
對中國的貿易戰不見得符合美國的經濟利益；
對傢俱、紡織品和服裝徵收高關稅，可能只會
拉高美國對其它發展中國家的赤字；中國汽車
出口的規模有限；而電氣和電子產品通常是由
跨國公司使用進口零部件製造的。
        潛在的 “ 贏家 “ 和 “ 輸家 “ 我們通過
跟蹤全球供應鏈以及美國的進口資料來評估中
美貿易戰對其它國際及地區的潛在影響。假設
美國從中國的進口減少10%，而這一缺口被其
它國家和地區按它們現有的市場份額填補，我
們發現潛在受益最大的國家包括：墨西哥〈整
體出口增長3%〉、越南〈1.7%〉、加拿大〈

1.3%〉、巴基斯坦〈1.1%〉、以及菲律賓〈
0.9%〉。
        中國可能採取的報復措施如果美國就特定
行業發起一場有針對性的貿易戰爭，那麼中國
針對美國的報復措施也很可能是選擇性的。我
們認為最可能的目標行業包括：飛機、種子和
水果、紙漿以及其它一些農產品。
另一種可能出現的局面
       “ 貿易戰 “ 這一措詞可能僅僅是一個把中
國帶到談判桌旁的威脅。中美兩國最終也許會
通過其它方法來減少雙邊貿易失衡，包括中國
增加從美國的進口、或是中國通過取消一些限
制來擴大與美國的雙邊服務貿易〈美國在與中
國的服務貿易中一直保持著盈餘〉。在這種情
況下，最大的贏家可能是美國的飛機製造業、
高科技公司以及服務部門。

        2018年8月28日1、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
中央軍委主席習近平8月27日在北京人民大會堂出席推
進“一帶一路”建設工作5周年座談會並發表重要講話
強調，共建“一帶一路”順應了全球治理體系變革的內
在要求，彰顯了同舟共濟、權責共擔的命運共同體意識
，為完善全球治理體系變革提供了新思路新方案。我們
要堅持對話協商、共建共用、合作共贏、交流互鑒，同
沿線國家謀求合作的最大公約數，推動各國加強政治互
信、經濟互融、人文互通，一步一個腳印推進實施，一
點一滴抓出成果，推動共建“一帶一路”走深走實，造
福沿線國家人民，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
         2、“一帶一路”倡議提出5年來，截至2018年6月
，我國與沿線國家貨物貿易額累計超過5萬億美元，在
沿線國家建設的境外經貿合作區總投資289億美元，為
當地創造24.4萬個就業崗位和20多億美元的稅收。我國
已經成為25個沿線國家最大的交易夥伴。
         3、2018年全國醫改工作電視電話會議8月27日在
京召開。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國務院總理李克強作出
重要批示。批示指出：堅持保基本、強基層、建機制，
敢觸動利益，敢啃“硬骨頭”，持續加大醫療、醫保、
醫藥聯動改革力度，努力在降低虛高藥價、深化公立醫
院改革、完善基本醫保和分級診療制度、發展互聯網+
醫療健康等方面取得新突破，更有效緩解群眾看病難看
病貴問題，在全社會形成尊醫重衛的良好氛圍，為推動
健康中國建設、保障和改善民生、實現全面建成小康社
會作出新貢獻！
       4、中央紀委國家監委網站8月27日發佈消息，今年
7月全國查處違反中央八項規定精神問題5178起，7353
人受處理，5101人受黨紀政務處分。
       5、當前，夏糧收購進程過半。安徽、江蘇、河南3
省啟動了小麥最低收購價執行預案，江蘇、四川等省收
購工作接近尾聲，進展總體平穩。市場化收購發揮主導
作用，收購比重占九成以上。

        新規定還包括禁止成員信仰宗教，勸說那些不聽勸
告的人退出黨，以及清除那些不聽勸告的人。參加宗教
煽動活動的，應當被開除黨籍。這是中共第一次明確限
制黨的紀律。一些大陸線民說“本來應該這樣”，並直
言不諱地說“黨章禁止宗教信仰，但前任王朝總書記（
江澤民）在山上燒香，崇拜寺廟，沒有讀過金剛經，以
及黨垮臺了！”不管規章制度有多好，關鍵是要貫徹執
行。
        新增的違規行為包括“熱衷於形象工程、輿論運動
”、“利用公職為親子謀利”、“惡勢力欺負群眾、保
護惡勢力的保護傘”等。誰是黨員和幹部誰是“不在一
個好的家庭”應該受到黨的紀律處罰。當官方的新華社
和人民日報昨天報導和解釋新規定時，他們都指出，新
規定是“歷史上最嚴格的”和“新紅線被劃到了8900
萬黨員，這是高壓線，可以別碰！”
        中國國情專家胡星斗教授告訴蘋果，中國共產黨作
為執政黨，有義務帶領中國走向文明發展，應該嚴格執
政。當然，如果嚴格紀律，中國共產黨的八千九百萬黨
員就能夠打掃乾淨，善於做人。“這要看中國共產黨如
何執行家庭法。”一些評論員認為，黨的紀律實際上已
成為黨內各派力量鬥爭的工具，他們開玩笑說，“這可
能是真的。”這是他們的家族生意，與人民沒有多大關
係。”

公佈新修訂的中共黨紀條例
        
        2018年8月28日習近平進一步集中權力。新華社前
天晚上頒佈的新修訂的《中國共產黨黨紀條例》把尊重
學習思想、維護學習核心納入黨的紀律原則中，沒有受
到挑戰。另外，在《內政等待法》中又增加了十餘項新
的違紀行為，包括黨中央的錯覺、黨員的宗教信仰、不
良的家庭習慣等，表明在治國方略下紀律進一步加強。
這個標準被稱為歷史上最嚴格的學科。有學者指出，如
果嚴格執行這一紀律，幾乎8900萬黨員是不可避免的
，所有階級都應該被開除。更多的評論家認為，黨的紀
律實際上是黨內鬥爭的工具。
        新修訂的《中國共產黨紀律處罰條例》(以下簡稱
《條例》)約有20000字，共142條，比2015年版多12條
，對舊版修改65條。正如《中國共產黨章程》在去年年
底修訂並於今年3月修訂一樣，《條例》將“西晉平的
新時期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納入《總則》作為指導
思想，並增加了“阿德”。圍繞和加強黨的全面領導，
“堅決維護學習核心”和“堅決維護黨中央、中央的權
威”等。
        新規定從10月1日開始實施，與舊規定相比，對黨
員提出了更具體的紀律要求。包括政治紀律上的“重大
原則問題不服黨中央，造成不良後果”和“歪曲黨中央
總方針”、“詆毀黨和國家形象”、“誹謗黨”等。國
家領導人、英雄模式“扭曲了黨、國家和人民軍隊的歷
史”。受到懲罰。在過去的幾年裡，許多官員被指控這
些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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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俄羅斯能否通力合作？
本報特約評論員  李文

        儘管美國和俄羅斯在很長一段時間內沒有咬緊牙關
，但近年來，美國對俄羅斯實施了更多的制裁，俄羅斯
被指控操縱美國選舉和其他事件。但對於雙方來說，一
些重要的外交問題必須依靠對方的合作來解決。智囊團
芝加哥全球事務委員會最近的一項調查顯示，俄羅斯人
民普遍認為，兩國是討論如何結束印尼內戰的第一批國
家，而美國人則認為美國和俄羅斯應該共同努力，鎮壓
印尼。韓國發展核武器。然而，兩國政府在關注問題上
的分歧以及兩國政府的立場為一些領域的合作增添了變
數。
打擊恐怖主義
        最重要的事情是打擊國際恐怖主義。俄羅斯公眾被
問及該國面臨的最大潛在威脅是什麼，據信有70%的國
家受到國際恐怖主義的威脅，美國75%的答覆者表示同
意。近年來，美國和俄羅斯一直是恐怖襲擊的主要目標
。俄羅斯即將主辦世界盃，但也面臨著ISIS恐怖襲擊的
風險，美國始終警惕恐怖襲擊。兩國很少達成一致，在
相關問題上的合作空間自然也更大；正如普京感謝美國
情報機構提供關於恐怖襲擊的資訊，並保證向美國提供
關於可能對美國構成恐怖威脅的資訊。
遏制北韓
        但是，一些美國人最關心的問題並不一定是俄羅斯
人眼中的最大問題；需要合作，但是缺乏共同的合作目
標可能導致無法解決的問題。例如，只有37%的受訪俄
羅斯人認為朝鮮核危機是對他們的國家的嚴重威脅，而
75%的美國人持同樣的態度。在政府層面，杜林普批評
俄羅斯在朝鮮問題上沒有站在國際一邊，沒有有效實施
制裁，甚至沒有私下幫助朝鮮。儘管俄羅斯否認指控，
但如果是真的，美俄將對制裁採取不同的效果。作為鄰
國和世界大國，中國和俄羅斯在這一問題上有著不可或
缺的影響。
敍利亞戰事
        政府的對外政策可以反映人民的總體意志。但對俄

        美國國家情報局局長Dan Coats說，Kim Jeong 
eun認為核武器是“政權生存”的關鍵。去年，他在一
次活動中指出：“他看到的是全球正在發生的事情，與
擁有核能力的國家相比，以及核大國擁有什麼。他發現
擁有核武器會有很大的威懾能力。反之，一旦核武器被
拋棄，它們就會變成美人魚肉，甚至倒下。
        2003年底，經過幾個月與美國的談判，利比亞領
導人卡紮菲同意撤回他的核生化武器計畫。白宮所有者
喬治·布希和英國首相Bellia相繼表達了他們的善意。
Moammar Gaddafi也被視為反恐戰爭的夥伴。出乎
意料的是，2011年3月，英國和美國從歡迎卡紮菲轉向
仇恨卡紮菲，而北約則介入支持推翻卡紮菲。幾個月後
，獨裁者被叛軍羞辱和毆打，他被槍斃了。
        一些烏克蘭政治家還表示，除非俄羅斯放棄其從蘇
聯繼承的核武器庫，否則2014不能吞併克裡米亞。
Coats相信兩個國家都給了世界一個教訓：“如果你擁
有核武器，就不要放棄。如果你沒有核武器，你就會得
到核武器。朝鮮外交部官員2011也表示，北約轟炸利
比亞是“嚴肅的教訓”，反映了“一個人應該有維護和
平的力量”。
        Kim Jeong eun似乎認為這是生活的信條。自從
他上任以來，朝鮮已經大幅度增加了核子試驗和導彈試
驗，去年11月在平壤展出的新洲際彈道導彈甚至被指控
攻擊美國。貝克說：“儘管很難在公開場合說，以免有
人說這是為朝鮮的壞事辯護，但利比亞事件表明，美國
的承諾充其量只是暫時的。”對Kim Jeong eun來說
，持有核武器是一種可靠的策略。
        杜林多次抨擊奧巴馬政府期間達成的伊朗核協議，
威脅說，如果伊朗繼續試驗洲際導彈，超出原協議的範
圍，將違反條約。南加州大學藝術學院的資深研究員邁
克·奇諾伊說：“這給北韓在今後的談判中上了一課，
也就是說，我們不能指望美國人遵守他們的承諾。”朝
鮮會認為盡可能多地擁有核武器是可以的。

 

蘇酒集團 ( 洋河股份 ) 位於中國白酒之都——江蘇
省宿遷市，坐擁“三河兩湖一濕地”，是世界三大濕地
名酒產區之一。公司總佔地面積近 10 平方公里，總資
產 282.18 億元。

公司擁有深厚的歷史文化底蘊。洋河釀酒起源於隋
唐、隆盛於明清，曾入選清皇室貢酒，素有“福泉酒海

清香美，味佔江淮第一家”的美譽。雙溝因“下草灣
人”、“醉猿化石”的發現，被譽為是中國最具天然釀
酒環境與自然酒起源的地方。作為中國名酒的傑出代
表，洋河、雙溝多次在全國評酒會上獲得殊榮，彰顯了
名酒風範。

廠址：江蘇省宿遷市洋河鎮中大街 118 號
傳真：025-52489252
蘇酒集團客服熱線：95019/4001199999/400-828-1589( 座機撥打 / 手機撥打 )
電郵：webmaster@chinayanghe.com
國際業務熱線：+86 25 86438732
電郵：global@chinayanghe.com

洋河酒系列：

羅斯人來說，利亞領土上的軍事行動可能是一個例外。
美國和俄羅斯都認為，軍事干預的主要目的應該是打擊
恐怖勢力，而不是參與他們的內戰。49%俄羅斯反對派
軍隊維持巴沙爾政權，比支持率高27%。但是俄羅斯被
指控鞏固了巴沙爾政權，並以消滅恐怖分子的名義與反
對派作戰。雖然美國人普遍認為軍隊應該優先打擊恐怖
勢力，但多達70%的美國人表示希望巴沙爾下臺。兩國
對兩國領導人的立場不同，或者使雙方難以在今後的地
方反恐行動中真誠合作。

朝鮮無核化最大障礙的根源就是從美國而來的
        據稱要進行化學武器襲擊，Durinp下令美國空軍空
襲，懲罰巴沙爾總統。由於金正日是朝鮮的長期盟友，
美國與朝鮮即將就無核化問題舉行會談，據說此舉是為
了警告金正日不要繼續挑釁美國，否則同樣的事情也會
發生。然而，CNN援引幾位專家分析，杜靈甫一廂情
願的想法可能並不健全，甚至可能適得其反，以加強金
正日支持核武的決心。
        在某種程度上，這就是朝鮮追求核武器的原因。全
球情報戰略副總裁羅傑·貝克（Rodger Baker）解釋
說：“平壤當局認為，擁有核武器可以減少這種懲罰性
攻擊的可能性。過去，朝鮮曾多次指出美國在世界各地
的軍事干涉，這給了她發展核武器的理由，並且在華盛
頓試圖煽動或領導推翻金王朝的企圖面前具有重要的威
懾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