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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中逼近  「粉身碎骨」對誰

之機發出強硬警告，既警告香港；

又警告黨內，別老拿香港說事，

否則有分裂之嫌，意在敲山震虎。

貿易戰帶來的經濟後果正在

嚴重顯現。根據中國國家統計

局剛剛公布的數字，8 月很多地

區的工業企業利潤出現兩位數下

降：北京下降 14.4%、河北下降

11.2%，山東下降 13%。中國金

融、貿易和航運中心的上海則下

降 19.6%。江蘇、廣東也有不同

程度的下降。

法廣認為，這是經濟大衰退

前兆。經濟問題一旦嚴重起來，

不光黨內心存不滿的一派會以此

攻擊習近平。而且經濟問題一旦

導致民間騷動，後果難以想像。

這或是習近平需要跑到外國對國

內事務發聲的原因。

對川普放棄「鬥爭」

習近平 9 月 3 日在中共黨校

中青年幹部培訓班講話時大談鬥

爭，「鬥爭」一詞出現 58 次，引

起外界震驚和對中共內鬥激烈的

揣測。

《看中國》專欄作家夏聞認

為，從中美第一階段協議內容以及

劉鶴與川普的見面會來看，在經

過了一年多的貿易戰之後，習近

平已經基本放棄了對川普的「鬥

爭」。如果習近平心中的那團「鬥

爭之火」還在的話，那不是對川

普，而是另有對象。

文章說，這分北京用重金買

時間的第一階段協議，只能給習

近平帶來片刻「安寧」。按照川

普給出的時間表，5 週內第一階段

協議完成簽署，之後就要立即開

始第二階段協議談判。而外界對

美中貿易前景仍普遍不樂觀，產

業鏈移出中國的趨勢不會改變，

 香港危機和經濟滑坡或導致四中全會生變  習近平「鬥爭」更要對內

狠話說給誰聽？

習近平近日先訪印度後訪尼

泊爾，他在尼泊爾說：「任何人企

圖在中國任何地區搞分裂，結果

只能是粉身碎骨；任何支持分裂

中國的外部勢力，只能被中國人

民視為痴心妄想。」

法廣 14 日刊文指出，習一番

表述似不合常規，習近平如此語

調，當著尼泊爾總理表述，給人

感覺中國的情形比較緊急，氣氛

比較嚴重。

文章提到，習近平的表述還是

內外有別的，對於「外國勢力」，

只用了「被中國人民視為痴心妄

想」的說法，「粉身碎骨」顯然是

針對中共政權之內而言。

文章認為，習近平需要向黨

內展示一個強硬形象。久拖不開

的四中全會很快要開了，中美剛

剛達成的部分協議給習近平提

供了一個喘息的機會。四中全會

上，習完全可以把這一第一階段

協議或者是口頭協議作為一個重

大成果向中共中央全會顯示。不

過，香港危機仍在持續，習近平

最終很難平息黨內對香港問題的

不同意見。習於是借訪問尼泊爾

快速下滑的經濟也難以因此扭轉。

之前 5月分也是劉鶴談下的貿

易協議，按常理，習近平應該也

是知情並同意的，但卻在中共高

層中最後一刻被否定了，劉鶴也

差點被批成賣國賊，並導致了川

普隨後大加關稅。那麼這一次，

已經難產一年的四中全會召開在

即，圍繞習近平的這分協議和未

來貿易戰應對方案，中共黨內必

將再起波瀾。

當下事態發展表明，習近平

的對外「鬥爭」幾乎已經放棄。而

在蕭牆之內，黨內高層中，那裡

才將是習近平近期內的鬥爭戰場。

四中全會是看點

另外一個值得注意的是，10
月 2 日，黨刊《求是》雜誌發表了

習近平一年多以前的一篇講話，

大談防止禍起蕭牆。

評論人未普在自由亞洲撰文

認為，今天的習近平面對著美中

貿易戰、香港危機和經濟下行，

黨內的不滿聲音和不同意見此起

彼伏，焦頭爛額。本來「防止禍

起蕭牆」是習近平去年向中共高

層幹部發出的一種擔憂、一種警

告。中共此時釋出該文卻表明，

過去的 20 個月中，「防止」工作

基本失敗，習近平要挽救頹勢。

文章認為，習近平當年擔心

的黨內不滿和內部發生禍亂的可

能性，如今都變成了現實存在。

換言之，習近平講話時要「防止

禍起蕭牆」，如今卻是「蕭牆內已

生禍亂」。這意味著要清黨了，

四中全會將是重要觀察點。

【看中國記者李文隆綜合報導】習

近平 13日與尼泊爾總理奧利會談
時罕有發話要搞分裂者「粉身碎

骨」。有分析認為，在四中全會之

前，習跑到國外發這番狠話人驚

疑，不僅僅是對外，也是針對黨內

政敵。

10月 12日，尼泊爾總統班達里歡迎習近平到訪。（Getty Images）

王歧山將訪問日本 出席德仁即位慶典
【看中國訊】日前中共外交部

發言人表示，王岐山將以習近平

特使身分訪問日本，並出席日本

天王德仁 22 日在東京舉行的即位

儀式。

王岐山對日本進行友好訪問

期間將會與日本的領導人，與各

界人士會面。

在訪問日本前，王岐山將以

特使身分先前往雅加達，出席 20

日舉行的印尼總統佐科威（Joko 
Widodo）的就職儀式。

另外，日本外相茂木敏充 9
月 26 日與中共外交部長王毅舉

行會談時，雙方確認習近平將於

2020 年春季訪問日本，預計習近

平會作為「國賓」訪日。

據悉，「國賓」規格是日本以

最高禮儀接待外國元首與準元首

等的禮儀，由內閣會議決定，作

為王室的國賓接待。

值得一提的是，習近平今年

6月下旬出席了在日本大阪舉行的

20 國集團（G20）峰會，日本取消

了按「國賓」待遇習近平的計畫，

改以「日中峰會」工作晚宴招待。

然而與習近平一同參加日本

G20 峰會的法國總統馬克龍及夫

人布麗吉特，享受了「國賓」待遇，

與日本德仁天王夫婦共進晚宴。

據報導，習近平出席日本

G20 峰會時，雙方會談後公布了

一分共識，為避免中日關係再度

惡化，將兩國關係定位為「永遠

的鄰國」。

日本時事通訊社曾報導說，

中日雖然努力營造領導人互訪氣

氛，但雙方幾乎避開在釣魚島、

東海及歷史等有爭議的問題，中

日還只是「同床異夢」。

李克強經常因官員怠政而發怒。（Getty Images）

習近平訪印度
受到奇特歡迎

【看中國訊】印度新德里

電視臺（NDTV）報導，習

近平 10 月 11 日訪問印度金

奈，當地一間學校要求全校

2 千名學生全部戴上習近平

面具，又排出「習近平」和英

文「Hearty Welcome」（ 熱

烈歡迎）的字樣。

現場照片顯示，學生蒙

面後，彷彿廣場上坐著成百

上千的「習近平」。

法廣報導說，印度歡迎

習近平「場面奇特，全球獨

一無二」。

對於印度如此歡迎習近

平的舉動，中共官媒隻字不

提，一律只刊登全景照片，

不刊登近鏡頭，因為鏡頭一

拉近，就看出組字的學生全

部戴著「習近平」面具。

有港媒分析認為，香港

反送中運動持續抗爭 4 個多

月仍在持續升級中，如今香

港又實施了《禁蒙面法》，港

人連戴口罩上街都被警察截

查。而印度 2 名千學生都戴

上面具，變成「習近平」，又

排出「習近平」字樣，黨媒摸

不準習近平對此的態度，因

此不敢隨意報導。

因此另有觀點說，近期

香港成千上萬人走上街頭、

遊行示威，很多人戴著口罩

或者面罩，他們高喊「香港

人，反抗」，以及「蒙面無

罪、抗爭有理」口號，而蒙

面人成了香港反抗者的形

象。官媒不報導這種熱烈歡

迎習近平的場面，關鍵是怕

觸犯香港《禁蒙面法》大忌。

也有網友留言表示，香

港人應該也搞一批這樣的面

具啊，以後戴著這個面具上

街，就是「習近平」被黑警抓

啦！「習近平」被黑警打啦！

李克強考察西安  突然拐進一家小店

李克強數問肉夾饃

據大陸官媒報導，李克強 10
月 14 日在西安考察時，臨時拐

進路邊一家肉夾饃小店。臨近中

午，不少人正在這裡就餐。

李克強問顧客，肉夾饃多少

錢一個？你們感到最近物價漲沒

漲？生活受沒受影響？顧客一一回

應。但報導沒提顧客怎樣回應，

且報導最終也沒有說肉夾饃多少

錢一個。

李克強又轉而詢問店主，最

近豬肉價格漲幅怎樣？肉夾饃的

價格漲沒漲？你們的生意受沒受

影響？店主回答，豬肉上漲感覺

還是挺明顯的，我們的價格也跟

著漲了一些，生意沒受太大影響。

店主承認了豬肉上漲明顯、

肉夾饃價格上漲，但卻說生意沒

受太大影響，這模稜兩可的說法

【看中國記者林中宇綜合報導】中

國大陸近期非洲豬瘟肆虐，導致生

豬大批死亡，豬肉價格飆漲，民眾

吃肉難，連李克強到地方視察時，

都得關心當地豬肉價格。

令人生疑。

官媒報導還稱，此前，李克

強在一系列會議和考察中，多次

就豬肉保供穩價做出指示。李克

強強調，政府要保證豬肉供應和

價格穩定。

不得不「突襲」

中共各級官員歷來擅長欺上

瞞下，習近平和李克強到地方視

察經常被騙，官媒多次報導李克

強到地方搞臨時停車「突襲」。

但是即便收到實情，李克強的政

令也難出中南海，官媒也曾報導

李克強經常因為官員怠政、不作

為開會時發怒。

在新浪微博視頻上，各地都

爆發了搶購豬肉的現象，不論在

超市還是批發市場，主婦和批發

商都為搶購豬肉而大打出手。

中國國家統計局的最新數據

顯示，受到非洲豬瘟影響，中國

近期豬肉價格連連攀升。統計顯

示，9 月畜肉價格急升 46.9%，

影響居民消費價格指數上漲約

2.03 個百分點，其中豬肉價格更

是上漲 69.3%，影響 CPI 上漲約

1.65 個百分點。由於中國的養豬

場遭到了非洲豬瘟的衝擊，導致

生豬被撲殺，中國也因此增加了

從美國等國進口豬肉的需求。此

次豬瘟使中國的生豬存欄量減少

了 39%。

中共國務院副總理胡春華早

前警告，豬肉「非常嚴峻」的狀況

將持續到 2020 年。他並將生豬穩

產保供目標納入市長考核。

目前中國一年的豬肉短缺達

1000 萬噸，遠超出全球貿易能填

補的缺口，這意味著大陸必須設

法自己提高國內產量。但由於非

洲豬瘟疫情持續蔓延，不少養豬

戶對於重新養豬與否戒慎恐懼。

英國《金融時報》9 月報導，

中共國務院副總理胡春華在一次

會議上說，增加豬肉產量是一項

「重大的政治任務」，這是給國務

院的「軍令狀」。他還警告豬肉

價格上漲，將損害政府的形象及

影響到中共的「經濟穩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