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廣告洽詢專線：212-730-6963 投稿與反饋：kzglife@kanzhongguo.com   

看官場 A3www.kanzhongguo.com 第709期  公元2019年9月27日—10月3日

危機幾多重 北京內鬥臨破局

子黨、紅二代內也不受待見。

陳破空認為，高層權力鬥爭

隨時可能攤牌。其中一個重大的

看點就是誰能夠在四中全會占上

風，是習近平利用習家軍在中央

委員會的占多數占上風？還是其

他各派組成的反習勢力占上風？

香港成北京內鬥新核心

香港問題是目前北京另一大

難題。中共高層在香港問題上不

時顯露出內部分歧。

中央社 8月引用體制內人士

透露，中共高層現有鷹、鴿派之

爭，能否同時確保「一國」與「經

濟特性」是決策關鍵指標，失去任

何一項，對中共而言都是「輸」。

美媒《紐約時報》9月 7日刊

文稱，對於香港公眾的憤怒情緒

不斷上升，中共政府反應似乎有

時難以捉摸。很顯然，中共高層

對如何應對香港問題存在分歧。

報導認為，香港的動盪可能

會給習近平帶來風險，尤其是如

果香港問題加劇了中共領導層內

部對其他問題的不滿和衝突的話。

洋務派暫勝帝師派

多家海外媒體 9月 16日引述

臺灣藍營在美國的媒體文章說，

事實上，中共高層在中美貿易戰

上存在嚴重分歧。

文章援引一位「中南海官員」

在圈內披露的消息指，中共在貿

易戰中左右搖擺，是因為所謂帝

師派（王滬寧派）、元老派（江

澤民等元老）認為，簽署貿易協

議，會損害中共統治基礎。而以

李克強、汪洋、劉鶴為代表的洋

中美關係降到歷史最低點 貿易戰陷入僵局致經濟惡化 香港抗議持續

派系內鬥白熱化

在近日刊發的法廣專訪中，

旅美政治評論家陳破空分析了北

京目前的政局。

陳破空說，北京目前的政局

可以說是非常地撲朔迷離，簡單

來說，就是習近平陣營，或者習

家軍跟政治老人之間的鬥爭。北

戴河會議之後，中國的政局發生

了一系列的變化。

陳破空說，據我所知，各派

政治老人在北戴河會議上對習近

平的現有政策都極度不滿。包括

讓中美關係降到歷史低點、中美談

判陷入僵局、貿易戰不斷升級。還

有就是在香港闖下了大禍，導致

香港民眾大抗爭。

他分析習近平面臨的困境：

新疆集中營成為國際的關注焦點

以及中國經濟的大滑坡，可以說

形成了改革開放以來最嚴峻的經

濟形勢。然後出現了失業潮，工

廠倒閉，導致外資出走潮……

陳破空認為，中共高層的其

他派系顯然跟習陣營、習家軍也

不和睦。其中包括團派，像中國

總理李克強、政協主席汪洋這一

派。另外習近平把太子黨和紅二

代的高層，他同一代的人都基本

上排擠在政局之外。因此他在太

務派（務實派），深諳目前經濟

形勢嚴峻，則深知中美貿易戰不

能繼續打下去，否則禍不可測。

消息還說，習近平不願一個

人承擔貿易戰責任，面對兩派爭

鬥，現在難定取捨。

神秘高官曝有三股勢力

9月初，網絡流出一段疑似中

共高層官員錄音講話，透露出中

美貿易戰已引發中共統治危機，

引起廣泛關注。當中提到，目前

中共高層有三股勢力在鬥爭，但

不管中共哪一路上臺都很危險。

該高官說，我們現在所做的

所有事情，都不可能改變中國現

在的根本狀況，因為中共高層還

在激烈的鬥爭，鬥爭會越演越

烈，將來究竟花落誰手，這麼的

一個攤子，誰來接都說不定。所

以老百姓是顧及不過來的，看不

到這個大盤的反應

對於前述錄音，《看中國》專

欄作家鄭中原撰文表示，經過一

番反腐為名的惡鬥之後，中南海

現在確實仍是三個勢力在鬥爭：

習派、江派、團派。而太子黨勢

力則不成體系的交錯其中。現在

這個七常委格局是十九大上各派

交易的結果。

文章最後強調，多年來各派

手上均不同程度沾有人民鮮血，

誰上臺都未必是幸事。鄭中原認

為，如果中共高層真有良心尚存

者，原則上誰能拋棄這個黨、揪

出血債關鍵人物，除暴安良，誰

就能順民心得天下！

【看中國記者李文隆綜合報導】面

臨香港抗議加上美中貿易戰，以及

人權等諸多備受國際譴責的問題，

習近平身處的中南海內部到底處於

怎樣的狀況？

去年十一前夕，習近平等人在天安門廣場獻花圈。（Getty Images）

葉選平追悼會規格高 七常委全部送花圈
【看中國訊】中共已故的元老

葉劍英的長子、中共全國政協副

主席、前廣東省省長葉選平追悼

會於 9月 23日在廣州殯儀館舉

行，7大常委的花圈全數到齊。

前往現場悼祭的，層級最高

者為中共政治局排名第 4的常委汪

洋。在北京以外舉行的喪禮中，

這一安排則可稱高規格。

葉選平，1924年出生，「文

革」結束後進入仕途，習近平父親

習仲勛與葉劍英都是中共元老，

習、葉兩家淵源頗深。

據自由亞洲電臺報導，「文

革」結束後，正是在葉劍英和胡耀

邦的大力推動下，當時在河南某

工廠勞動改造的習仲勛才得以回

到北京。習仲勛抵京的第二天，

葉選平便代表父親前往探望。

葉劍英還力挺習仲勛主政廣

東省，而主政廣東後的習仲勛，

則安排葉選平坐上了廣東省副省

長的位置。

習仲勛聽從葉劍英的建議將

習近平安排在葉劍英的得力屬下

耿飆身邊出任政治秘書，補上部

隊鍛鍊這一課，習近平自然要對

葉劍英及其一家感恩戴德。

習近平上臺後，葉家也在關

鍵時刻力挺習近平，據報葉選平

的弟弟葉選寧曾在倒薄熙來的過

程中起到關鍵作用。

李嘉誠看到的未來不是「千年大計」。（Getty Images）

派出所長收錢
色情會所狂賺

【看中國訊】公安官員充

當涉黃保護傘的案例不斷被

曝光，日前中共官方披露，

上海一派出所所長為色情洗

浴中心充當「保護傘」，而該

會所開業僅 1年多就非法獲

利 1.07億餘元。

中國裁判文書網日前披

露，9月初，上海市公安局

徐匯分局上海體育中心治安

派出所前所長汪宏宜以「玩

忽職守罪」被判處有期徒刑 4
年，並處罰金 10萬元。

判決書指，汪宏宜轄區

內的金宛會所從 2016年 7
月開業後，一直提供洗浴桑

拿、娛樂陪侍等色情服務，

被市民多番舉報，但汪宏宜

收受金宛負責人的賄賂及宴

請後，對金宛會所犯罪行為

「睜一隻眼閉一隻眼」，放任

該會所賣淫嫖娼。令金宛會

所開業短短一年多，便非法

獲利 1.07億餘元。

汪宏宜先後三次收取金

宛會所經營人高某贈送的現

金共計 10萬元。

2017 年 8 月 10 日 晚，

金宛會所被查處，當場被抓

的包括：賣淫女 25人、嫖客

28人等。此後，會所負責人

高某、陳瑩等人也被抓。

除了汪宏宜之外，上海市

公安局徐匯分局治安隊的警

員韓璐飛，也是這家賣淫場

所的保護者。他曾多次通過電

話將警方檢查的時間等內容

事先告知會所負責人高某。

據金宛會所的出納表

示，該會所要打點政府部門

人員的金額，包括：工商、

稅務、公安等，每個月少則

三、四十萬元，最多達一百

萬元左右。而此案更大的保

護傘至今還未浮出水面。

李嘉誠無意中透露了他所看到的未來

一個公司一個季度的財表如

何，其管理者在數年前制定的決

策就已經決定了大局。對於李嘉

誠這樣的掌握龐大商業集團命運

的人，看準時局大勢對他們是非

常重要的。

李嘉誠的起家就是他把握住

時勢的結果，他自己在文章中說：

「上個世紀五、六十年代，香港的

來料加工業興起，歐美的生產轉

移到香港，這是我的機會。現在

回頭看來，我成為所謂的「塑膠花

大王」，並不是因為我多厲害，

只是順應了時勢而已。即使沒有

我，也有其他人能夠享有此名。」

熟悉李嘉誠的人士曾表示，

他每天 90%的時間，都在考慮未

來的事情。雖然 1928年出生的李

嘉誠已經是 91歲高齡，但他仍然

需要思考未來，2015年他在《亞

洲新聞週刊》上的一篇文章中說：

「我也希望我的家人和我的商業在

我故去之後，正常運轉，得到良

【看中國專欄作家夏聞】未來的中

國會是甚麼顏色？是當局幻想的千

年大計，還是越來越多人認為的紅

潮將落？

好的繼承。」

所以，為了自己的家人和商

業，李嘉誠對中國未來的大勢走

向，肯定是經過了深度思考。知

道這一點，再來看李嘉誠最近招來

北京黨媒強烈攻擊的一番言論，

就能看到他的深層思想軌跡。

李嘉誠在 9月 8日出席大埔

區慈山寺的為香港祈福會上說了

這麼一番話：希望年輕人能夠體

諒大局，執政者能夠對未來主人

翁網開一面。雖然法律和人情有

衝突，但政治問題都有兩方面，

若能夠為對方想一想，很多大事

便可以化為小事。

這種說法激怒了北京，因為

在北京看來，香港反送中抗議的

青年人，是敢於向共產黨體制挑

戰的，對中共最危險的一群人。

如果讓他們勝利了，就意味著中

共紅牆坍塌不遠，怎麼能網開一

面呢？所以除了濫用警力，發動

黑社會針對香港青年外，有消息

指，北京指示港府要多抓嚴判，

讓他們把牢底坐穿。

而在李嘉誠思考的未來中，

這些青年人卻是未來的主人翁。

那麼沿著這種思路看下去，在李

嘉誠看到的未來中，中共和香港

青年們，誰會是勝利者，誰將被

淘汰，誰才是主人翁，誰只是歷

史過客，就比較清楚了。

李嘉誠 2013年開始拋售大陸

項目，從大陸撤資。 2015年，

他將公司註冊地點從香港移往開

曼群島，主要投資轉往英國與歐

洲。他應該是看到了中南海擊鼓

傳花的遊戲，已經接近尾聲。而

隨後數年形勢的發展表明，李嘉

誠的眼光確有獨到之處。

黨媒攻擊李嘉誠，還有更惡

毒的用心，就是把香港民眾對真

普選的政治要求，轉移到高房價

等民生問題上，想把問題嫁禍於

李嘉誠等商人頭上，這種說辭更

顯露出北京意識形態的荒謬和僵

化，也無法被外界接受。

不過，李嘉誠此次的被黨媒

集中炮火批判，從長遠看，卻是

北京無意中送給李嘉誠的一個大

禮。當歷史翻過這一頁，紅朝落

幕後，李嘉誠本人及其家人和公

司都可能會因此次事件而受益，

只是不知這是否也在精明的李嘉

誠的預料之中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