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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近平對港放狠話原因何在

續用了三個「嚴重」、三個「堅

定」，這些話比他 11 月 4 日在上

海會見香港特首林鄭月娥時所講

更為嚴重，可謂殺氣騰騰。

許多人對習近平放狠話的解

讀是：對香港發出信號，或將加

大鎮壓力度，甚或，可能重演六四

屠殺。但陳破空認為，這只是一

種表面解讀。

文章說，歷來 高領導人唱

白臉、其他領導人唱黑臉，留有

變通的空間。難道習近平連這種

政府政治運行的 ABC 原理都不

懂嗎？

陳破空認為，習這番狠話，

完全可以由中共當局的其他人來

講，低級別的如香港中聯辦主任

王志民、港澳辦主任張曉明，高

級別的可以是掌管港澳事務的政

治局常委韓正。而由身為 高領

導人的習親自出面撂重話，只能

出自兩種可能：

一是習近平缺少政治智慧，

急迫之下，不顧自己身分逕直發

話，結果把自己的立場連同自己

暴露於外。

另一種可能就是，其他領導

人，甚至於其他級別官員，不願

意唱黑臉、當惡人，以致於習近

平怒氣勃發，忍無可忍，只好自

己出面撂重話、放狠話。

陳破空認為，中共政治局常

委韓正，11 月 6 日在北京會見林

鄭月娥時，雖然也提到「止暴制

亂，恢復秩序」，卻提及要林鄭

「牢記習主席囑託，帶領香港的管

治團隊再出發。」

陳破空說，韓這樣說，就把

中央對香港的強硬立場表態轉移

到習近平身上，而淡化了韓正自

己的角色，暗示習近平直接負責

當前香港事務。

文章舉例說，中共的表態政

治，比如搞三峽大壩，除了自視

為其政治工程的前總理李鵬，其

他領導人基本不表態；六四屠城

時，很多領導人作軟性表態；對

法輪功，除了主導鎮壓的江澤民

習近平外訪巴西對香港問題表態 用語嚴厲或因黨內無人願「分憂」

習近平巴西表態

官媒此前報導，當地時間 11
月 14 日，習近平在巴西利亞出

席金磚國家領導人第十一次會晤

時，就當前香港局勢發表講話。

習稱：香港持續發生的激進

暴力犯罪，嚴重踐踏法治和社會

秩序，嚴重破壞香港繁榮穩定，

嚴重挑戰「一國兩制」原則底線。

習並稱「止暴制亂、恢復秩序是

香港當前 緊迫的任務」。但習

並沒有提及港警被指濫暴以及侵

犯人權等諸多惡行。

另外，習又說堅定支持行政

長官和港府施政，堅定支持香港

警方嚴正執法，堅定支持香港司

法機構依法懲治暴力犯罪份子。

並表示當局貫徹「一國兩制」方

針的決心堅定不移，反對任何外

部勢力干涉香港事務的決心堅定

不移。

無人願唱黑臉

時評人士陳破空在「自由亞

洲」發表文章稱，習的講話，連

及部分江派人物，其他領導人如

朱鎔基、胡錦濤、溫家寶等都盡

量避而不提。他們的潛臺詞是：

何必為他人揹黑鍋！

同樣道理，習近平任內出現

的香港危機，其他領導人趁機推

脫，能推就推，推到習近平一人

身上，自己絕不願意扮演狠角色。

在黨內「保面子」

在本次在巴西發表涉港言論

之前，習近平也有一次在境外發

表狠話。

習近平 10 月 13 日在出訪尼

泊爾時就本國事務評論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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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番話

沒有明確指向，但不少分析認為

是針對香港。

在美國之音時事對談節目中，

香港浸會大學高級講師呂秉權指

出，當下香港局勢讓本已內外交

困的習近平感覺很沒面子，背後

也有不少壓力。習近平在對港、

對臺方面必須要有一些比較強硬

的表態。

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CNN）

曾援引學者分析稱，習近平為了

鞏固權力而選擇鎮壓香港，否則

中共黨內「反習」勢力恐將視其

為習的把柄。

香港中文大學客座教授林和

立指出：「他（習近平）不能示

弱，否則會很沒面子。」

【看中國記者李文隆綜合報導】習

近平日前在巴西出席金磚五國峰會

時，針對香港局勢放出狠話，引起

國際社會關注。為甚麼習選在國外

去說？有觀點認為不外乎兩種可

能，一是習自己不智，二是高層不

聽話被逼而為。但此前也有人認為

習是為了保住權鬥中的面子。

11月 14日，習近平在巴西第 4大城市巴西利亞出席金磚國家領導人會晤。（Getty Images）

半年內銀保監會三名高官落馬
【看中國訊】內蒙古紀委監委

17 日通報稱，中國銀行保險監督

管理委員會內蒙古監管局黨委委

員劉金明，涉嫌嚴重違紀違法，

目前正接受紀律審查和監察調查。

資料顯示，現年 59 歲的劉金

明是河北順平人，曾任內蒙古銀

監局紀委書記；內蒙古銀監局黨

委委員、副局長；2018 年 11 月

任內蒙古銀保監局黨委委員至今。

2018 年 4 月 8 日，中國銀行

保險監督管理委員會在京掛牌成

立。此後，各地方銀保監局紛紛

掛牌運行。劉金明是銀保監會正

式成立以來第三名落馬的省級監

管局官員。在此之前，廣西監管

局黨委副書記趙汝林，福建監管

局黨委書記、局長亓新政已經相

繼落馬。

趙汝林於今年 5 月 27 日被調

查。他成為 2018 年 4 月銀保監會

自正式成立以來的「首虎」。大

陸財新網報導，當地一位監管人

士透露，趙汝林是 2019 年 5 月

24 日被帶走的。「真不敢相信，

之前大家還猜測他是不是會調到

其他省銀保監局做一把手。」

另一個落馬的監管局官員亓

新政於今年 7 月 26 日被通報接受

調查。

2018 年 12 月 17 日，中國銀

行保險監督管理委員會福建監管

局在福州揭牌，亓新政成為首任

黨委書記、局長。亓新政之前擔

任江蘇保監局黨委書記、局長已

有 3 年。此次跨省調任福建後，

不到 1 年就被調查。

在中國掌管「錢袋子」的「一

行三會」，也就是如今的「一委一

行兩會」（國務院金融穩定發展

委員會、央行、銀保監會、證監

會），都是極易出現腐敗的地方。

近年來，當局主導的金融界

打「虎」，除了前保監會主席項俊

波、前銀監會主席助理楊家才、

華融賴小民、財政部原副部長張

少春等一批「金融虎」被查外，還

有「金融大鱷」安邦集團董事長吳

小暉、「明天系」掌門人肖建華等

人落馬，暴露了金融系統存在的

眾多腐敗大案。

在 2019 年開年召開的中共中

紀委三中全會上，習近平提出今

年將要加大金融領域反腐力度。

中國央行黨委書記郭樹清在

2019 年中國央行與外匯局的開年

重磅會議上，稱「系統內反腐鬥爭

存在許多不足之處和薄弱環節」。

隨後中紀委機關報《中國紀檢

監察報》應聲發文，將金融反腐與

「系統性風險」聯繫在一起，將金

融安全的重要性上升至事關國家

安全的「高度」。外界認為，隨

著中國銀保監會成立後的多名地

方官員被查，這一系統內或許還

會有更多的「老虎」落馬。

【看中國訊】海南農墾集團

原董事長楊思濤日前被起訴，

案情披露其涉收賄超過 3.38 億

元（人民幣）。而楊思濤是中

共十八大以來第 55 名涉貪逾億

的官員，但不少高官貪腐額的

官方數據被指嚴重縮水。

綜合媒體 18 日報導，楊思

濤涉嫌受賄罪、濫用職權罪一

案，經海南省檢察院第一分院

提起公訴，海南省第一中級法

院於 2019 年 11 月 18 日立案

審理。

起訴書稱，楊思濤利用職

務之便，非法收受賄賂共計人

民 幣 33827 萬 元（其 中 收 受

23699 萬元未遂），受賄數額特

別巨大；濫用職權，致使國家

經濟損失人民幣 1234 萬元。

公 開 資 料 顯 示， 楊思濤

1964 年 11 月出生，廣東大埔

人，原係海南省農墾投資控股

集團有限公司黨委書記、董事

長、海南省農墾總局局長（正

廳級），曾任澄邁縣政府副縣

長、縣委常委，縣委副書記、

縣長兼老城開發區工委書記、

管委會主任，澄邁縣委書記，

中共海南省第七屆委員會委員。

官場「大官大貪」、「小官

巨貪」不斷湧現，十八大以來，

億元貪官已達 55 人。就在之前

不久，前北京市副市長陳剛受

賄一案於 11 月 7 日開庭，其被

指控非法收受財物近 1.3 億元。

落馬的億元貪官中，國級

高官、前中共政法委書記周永

康被指涉貪 1.3 億元，但外界

質疑級別越高，貪腐額更會嚴

重縮水。據路透社曾報導，周

永康家族貪腐近 1000 億元。

副國級官員有兩人，分別

是貪腐 1.7 億元的政治局委員

孫政才，和貪腐 1.1 億元，還

有 8000 萬元財產不能說明來源

的政協副主席蘇榮。

房峰輝（右一）、張陽（右二）在 2013年兩會上。（Getty Images）

習近平軍權保衛戰繼續 再批四大軍虎

習近平已拿下7名上將
郭伯雄、徐才厚、房峰輝、

張陽是習近平上臺後拿下的 高

級別將領，分別是兩屆軍委委

員，兩名軍委副主席和一名軍委

政治工作部主任，一名聯合參謀

部參謀長。其中郭伯雄和徐才

厚被官方定性為「野心家、陰謀

家」，被猜測捲入針對習近平的

【看中國記者林中宇綜合報導】中

共中央軍委於 17日印發文件點名
「全面徹底肅清」郭伯雄、徐才

厚、房峰輝、張陽四人的「流毒影

響」，以防範政治風險。跡象顯

示，習近平軍權保衛戰仍在持續。

政變。

題為〈關於加強軍隊黨的政治

建設的意見〉的這份文件還說，要

做到「兩個維護」，貫徹軍委主席

負責制等等，顯示維護習近平對

軍隊的領導被視為極端重要。

中共十八大以來，按照中紀

委通報的信息，當局共查處了近

160 名副軍級以上軍官，但對外

公布的人數僅有 71 人，其中包括

7 名上將：郭伯雄、徐才厚、張

陽、房峰輝、田修思、王建平、

王喜斌。

這些落馬將領基本屬於江澤

民派系，其中徐才厚和郭伯雄在

胡錦濤主政時掌控軍隊長達十餘

年，控制了幾乎全部高級軍官

的提拔，其黨羽遍布全軍重要崗

位。在郭、徐之後，兩名軍委委

員房峰輝和張陽也被作為分屬郭

和徐的「餘毒」清理。而房、張二

人也培植有自己的勢力。

「團團伙伙」難以肅清

跡象顯示，習近平軍權保衛

戰仍在持續。去年已來，中共軍

隊打虎傳聞一直甚囂塵上。早在

去年 8 月 1 日中共軍方罕見沒有

晉升上將時，就曾引發猜測。人

權民運信息中心曾爆料稱，去年

海南廳官被訴 收受賄賂3億

原本有4人要升上將，因故取消。

據稱當時已有 120 名將領正

在被調查，並且軍中已出現極大

內亂。

知名評論人士林和立今年初

曾在《蘋果日報》刊文，爆料當

下軍中形勢稱，儘管摧毀了由前

軍頭郭伯雄與徐才厚，以及房

峰輝、張陽領導的反習「團團伙

伙」，但這些盤根錯節的集團不

是一、二年可殲滅的。為防不

測，習命令負責軍隊高層的保安

人員每三個月左右就要替上將一

級的將領輪換貼身保鏢、私人秘

書與司機。據靠近軍方的消息說，

目前七個軍委委員中，習的唯一鐵

桿親信，只有同為太子黨的軍委副

主席兼政治局委員張又俠。

10 月 26 日，中共官方首次

證實兩名副司令被查，包括：戰

略支援部隊前副司令員饒開勛、

西部戰區陸軍前副司令員徐向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