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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家：北京大閱兵敲響了美日警鐘 十一閱兵 江澤民詭異離場 
【看中國記者憶文編譯 / 綜合

報導】10 月 1 日，中共建政 70
週年大閱兵在北京正式舉行。在

展示的尖端武器中，包括 15 式輕

型坦克、無偵 -8 無人偵察機、攻

擊 -11 無人機、水下無人航行器、

長劍 -100 巡航導彈、東風 -17 彈道

導彈、巨浪 -2 潛射導彈 、東風 -41
洲際核導彈、轟 -6N 戰略轟炸機，

均是首次公開。

路透社報導說，許多現代西方

軍事人士避免進行昂貴的、奢侈揮

霍型的大規模的閱兵，很多西方軍

事專家認為這類事情除了提振士氣

外，對戰爭幾乎沒有任何價值，但

中共十一閱兵卻敲響了美國和日本

的警鐘。

中共稱，這是一年中最重要的

政治事件，閱兵式沒有威嚇任何特定

國家。但是，國防專家認為，這向世

界傳達了一個信息：儘管中共面臨

著越來越多的挑戰，包括香港數月

的反政府抗議活動和經濟放緩，但中

共的軍事實力正在迅速增長。

正如預期的那樣，中共政府推

出了新型無人飛行器，並展示了其

先進的洲際和高超音速導彈，旨在

攻擊削弱美國在亞洲軍事實力的航

空母艦和基地。

其中的武器包括「航母殺手」

東風 21D（DF-21D），該導彈於

2015 年在閱兵式上亮相，旨在打

擊海上軍艦，射程可達 1500 公

里，還裝備了 DF-26 中程導彈「關

島殺手」，關島是美軍在太平洋島

嶼的基地。

中共軍方還推出了一種名為

DF-17的高超音速導彈，理論上它可

以用比音速快許多倍的速度飛行，因

此很難抵抗。但有消息說，中共的

【看中國記者董林杉綜合報

導】中共建政 70 週年，北京舉行

大型閱兵儀式，中共現任、卸任

高層集體現身天安門城樓，包括

多次傳出死訊的江澤民。據港媒

報導說，10月 1日上午 11時許，

廣場上正進行輕型坦克方隊檢閱

時，江澤民詭異離場約 30 分鐘後

才返回座位，引 外界關注。

香港《蘋果日報》以「建政 70
年儀式上老江去哪兒？」為題報

導說，當天早上 10 點開始，江

澤民在兩人的攙扶下現身天安門

城樓，蹣跚地坐下，記者發現，

在上午 11 時 05 分左右，央視

畫面從廣場上的坦克轉回城樓上

時，原本坐在習近平左邊的江澤

民已經離座。

報導說，大約 30 分鐘後，

江澤民才返回座位，與坐在其左

馬克·米萊出任美軍最高軍職 

據《國會山》報導，美國總

統 川 普、 副 總 統 彭 斯（Mike 
Pence）、國防部長埃斯珀（Mark 
Esper）以及所有高級行政官員出

席了就職儀式。

當時天降大雨，川普總統在講

話時開玩笑說，米萊將成為「歷史上

最幸運的將軍」，因為「我一生中都

有聽說，如果在重大場合下雨，它

將帶來好運。」

川普說米萊是他的朋友、顧問，

「您配得上這個職位，我毫無疑問。」

總統說：「我絕對有信心，他

將以其在漫長而傑出的職業生涯中

所表現出的同樣的，才智和毅力履

行自己的職責。」

川普感謝了剛剛卸任的參聯會

主席、海軍陸戰隊上將約瑟夫 · 鄧福

德（Joseph Dunford）的服務，他在

這一崗位上任職四年，將進入退役

程序。川普說，當他們在 2015年的

頒獎典禮上見面時，鄧福德將軍向

他提供了建議，「幫助我形成了競選

總統的見解」。

現年 61歲的米萊向川普保證，

【看中國記者憶文綜合報導】

美國陸軍上將馬克 ·米萊（Mark 
Milley）於當地時間週一（9月30
日）舉行就職宣誓儀式後，正式出

任第20任美軍參謀長聯席會議主
席。這意味著，川普將更容易實現

自己的外交政策構想。

美國陸軍上將馬克·米萊（左）（Chip Somodevilla/Getty Images）

製造業指數創低點  美聯儲被批
【看中國記者文龍綜合報導】

美國 9 月製造業活動降至 10 年低

位，美國總統川普在推特上再次批

評美聯儲讓製造商受到了負面影

響。年初至今多國央行降息以應對

經濟放緩，美聯儲模糊的貨幣政策

令人詫異。

10 月 1 日的數據顯示，美國

9 月製造業指數創十年低點，這加

劇了金融市場對美國第三季度經

濟放緩的擔憂。美國供應管理協

會（ISM）表示，9 月製造業採購

經理人指數（PMI）下降 1.3，至

47.8，為 2009 年 6 月以來的最低

水平。該指數低於 50 表明製造業

活動惡化。

9 月的數據標誌著該指數連續

第二個月跌破 50大關。ISM表示，

這反映出商業信心持續下滑，並指

出全球貿易仍然是最重要的問題。

儘管 PMI 指數需要降到 42.9
以下才顯示整體經濟出現衰退。但

分析師表示，該指數持續下滑將對

美國有史以來持續時間最長的經濟

擴張構成巨大風險。德意志銀行首

席分析師 Torsten Sløk 對路透社表

示，「經濟放緩看不到盡頭，衰退

的風險是真實存在的。」

在數據公布後不久，美國總統

川普在推特上寫道：「如我所料，

鮑威爾和美聯儲聽任美元走強，特

別是相對於所有其他貨幣，這給我

們的製造商造成了負面影響。美聯

儲利率過高。他們是自己最大的敵

人，對此他們一無所知。可悲啊 !」
美聯儲主席鮑威爾 9 月則表

示，貿易政策的緊張局勢「起伏不

定，不斷加劇的不確定性對美國的

投資和出口造成壓力。」

製造業衰退可能迫使美聯儲

在 10 月再次降息。美聯儲 9 月調

低了基準利率，這是今年第二次降

息，目的是保持經濟擴張勢頭。

9 月 18 日下午 2 點，在經過

兩天的會議之後，美聯儲宣布降息

25 個基點，將聯邦基金利率目標

區間下調至 1.75% 到 2%。這是繼

今年 8 月 1 日後，美聯儲年內第二

次宣布降息。聯邦公開市場委員會

稱此次降息是「由於全球經濟展望

及通貨膨脹壓力」，但仍認為美勞

工市場表現強勁。

川普與芬蘭總統 
將討論5G方案 

【看中國訊】美國一位高

級政府官員表示，川普總統預

計將於 10 月 2 日與芬蘭總統

討論 5G 技術的替代方案，以

避免使用華為等中國電信設備

公司的產品。

這 位 官 員 10 月 1 日 表

示：「芬蘭是諾基亞的故鄉，

諾基亞已迅速開發了至少與華

為和中興相似的技術，為那些

珍惜其公民隱私、網絡完整性

和關鍵基礎設施安全性的國家

提供了可行的代替方案。」

這位高級官員還指責華為

和中興參與了中共鎮壓穆斯林

的活動。人權機構估計，至少

有 100 萬維吾爾穆斯林和其

他少數民族穆斯林被拘留在新

疆的營地接受政治教化。北京

方面表示，這些設施是職業培

訓中心。

美國政府正說服其盟友禁

止華為進入其 5G 網絡，稱這

家全球最大的電信設備製造商

可能會為北京監視用戶；華為

否認這些指控。

加國大學註銷  
中國學聯會

【看中國記者明思綜合報

導】香港反送中抗爭以來，疑

似被「自殺」案頻傳，9 月 24
日，荃灣海濱驚現黑衣男浮

屍，再度引發「被自殺」疑雲。

由香港網友在臉書上傳

的現場照片顯示，屍體腳部皮

膚慘白，沒有出現一般溺斃屍

體的水腫，而且還滲出大量血

水，疑點重重。

雖然親共港媒報導稱死者

是跳海自殺，但無法平息各界

揣測，甚至有網民發起「荃灣

西海皮獻白花」行動，晚間到

現場祭拜。

自由撰稿人及作家張林撰 
文指出，最近三個月以來，頻

頻傳出香港人自殺的消息，而

且數字還在不斷上升。最近兩

週的時間， 就有 40 多人「 跳樓 
」，且現場沒有血跡，事發時

沒有聲音。

張林並引述研究中共的專

家披露，這些所謂「自殺」的

港人，應該多半是被中共特務

暗殺。

美聯儲 5 名官員建議維持現

有利率，5 名官員建議下調 25 個

基點，另有 7 名官員建議年內下調

50個基點，暗示可能會繼續降息。

川普隨後在推特上批評稱，美

聯儲降息幅度不足，「美聯儲再一

次失敗。」

當時美聯儲官員還發布了新的

季度預測，預計基準利率中位數在

降息後，將在1.9%左右保持穩定，

並持續到 2020 年底，隨後在 2021
年升至 2.1%。今年底美國失業率將

達到 3.7%，較 6 月上升 10%，長

期失業率預估維持在 4.2%。

美聯儲是美國中央銀行系統，

由美國國會賦予權力並進行監督。

美聯儲獨立於美國政府進行決策，

通過調節美國貨幣政策來調整美國

經濟。過去一段時間，白宮多次要

求美聯儲降息以刺激美國經濟和股

市。由於美聯儲看似猶豫的態度，

釋放出模糊的貨幣政策信號，令分

析師們詫異。

隨著全球經濟增速放緩，今年

以來已經有超過三十個國家央行採

取降息予以應對。

技術並不成熟，因速度快，導彈尚

未抵達，可能已經化為烏有。

日本大學教授、日本地面自衛

隊退役少將吉野希說，DF-17 引發

了對美國和日本正在建設的區域導

彈防禦系統有效性的質疑。「如果

我們不獲得更先進的彈道導彈防禦

系統，美國和日本都將無法做出回

應的可能性是存在的。」

臺灣政府在回應這一閱兵時

說，中共是對和平與民主的嚴重

威脅。

分析人士認為，中共軍方各部

門之間的聯合行動，已經從保衛中

國邊界，轉變為使遠徵軍能保衛中

國遙遠的商業和外交利益。

悉尼洛威研究所國際安全計畫

主任山姆 · 羅格維恩表示，從長遠

來看，美國在亞洲的軍事優勢顯然

受到威脅。

邊的李克強交談。江澤民詭秘

「消失」約 30 分鐘，未知何故。

該報導還稱，現場太陽疑似

相當猛烈，在城樓上的胡錦濤和

江澤民都分別戴上「墨鏡」，江

澤民還拿著一把扇子不停地搧。

針對港媒報導說江澤民閱

兵式上詭異離場，網民紛紛調侃

說，「去看看宋祖英，門衛怎麼

沒讓她上來。」

「江魔消失半小時才算正

常，萬一撐不住從城樓上摔下

來，那不成了國際大新聞了。」

近年來江澤民已數度傳出「死

訊」，卻又都死去活來，成為公眾

笑談。網絡熱傳一個笑話，說江澤

民去找高僧算命，問甚麼時候死，

高僧告訴江會死在一個節日裡。江

問哪一個節日？高僧說：江哪天

死，哪天就是一個節日！

他將始終「提供明智、坦率、公正

的軍事建議。」美國將繼續成為世界

「首要作戰力量」。

米萊的聲音鏗鏘有力、擲地有

聲，令人印象深刻。「面對國際環

境的複雜挑戰，美國武裝部隊隨時

準備就緒。」他說。「我們隨時準備

維持和平，或在必要時贏得戰爭。

我們是人類歷史上裝備最精良、最

訓練有素、領導最先進的軍隊，我

們的對手永遠不應該低估我們的技

能、能力和戰鬥力。」

米萊開始擔任川普最高軍事顧

問的時機微妙。正值美國與伊朗的

緊張局勢升級；阿富汗與塔利班的

和平談判破局、華盛頓和北京在貿

易、地緣政治、世界霸主地位爭奪

方面的矛盾日趨明顯之際。

米萊主張，美國應該把重點放

在與俄羅斯和中國的競爭上，而不

是聚焦中東。米萊也在確認聽證會

中警告說，過早地從阿富汗撤軍將

是「戰略性錯誤」。

米萊曾任陸軍參謀長，現在

被描述為直言不諱的知識分子，其

政治敏銳度幫助他升上了美國的第

一將軍。他曾就讀普林斯頓、哥倫

比亞、美國海軍戰爭學院等著名學

府。他還是麻省理工學院國際研究

中心研討會第 21屆國家安全研究計

畫的畢業生。米萊曾出征伊拉克和

阿富汗。

美國北約特派團國防政策顧問

吉姆 · 高比 10 月 1 日在《華盛頓郵

報》刊文，就米萊的任命做出了分

析。文章說，在 2016年競選期間，

川普告訴退伍軍人觀眾：「在巴拉克 ·
奧巴馬（Barack Obama）的領導

下……將軍們淪為瓦礫。」選舉後，

人們猜測川普可能會「清洗」高級職

位，這是他的一種衝動，正如他的前

任，肯尼迪、里根、克林頓和布什。

與其他官僚任命不同，四星級

軍事官員的任期通常為 2 ～ 4 年不

等，其替代人員通常必須來自軍隊

內部。這使總統很難迅速改變軍事

領導能力。儘管如此，截至本週，

川普提名了參謀長聯席會議 7 名成

員中的 5名，以及 11名戰鬥指揮官

中的 10名，並且參議院已經確認。

長期以來，分析師一直認為米萊是

川普最喜歡的將軍。

高比的研究表明，獲得心儀參

聯會主席的總統更容易實現自己的

外交政策構想。米萊以坦率和傲慢

聞名，但總統認為他值得信賴。

川普在去年提名米萊接替時任

參聯會主席、海軍陸戰隊上將鄧福

德（Joseph Dunford）的職位，今年

7月獲美國參議院大比數通過。

美軍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設立 
於 1947 年，是美軍最高級別軍職， 
是美國總統、國防部長的首席軍事 
顧問。 儘管總統也收到其它的建

議，但參聯會主席仍掌握有關的軍

事計畫和程序、戰場情報的機密信

息，更重要的是他可向總統建議戰

鬥指揮官和軍隊首長的人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