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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的博鰲亞洲論壇年會是在美國揮舞貿易戰的大棒，國際
貿易規則正遭到破損的背景下拉開序幕的。儘管山雨欲來風滿
樓，人類走在了何去何從的十字路口，但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
作的主旨演講中，突出強調中國乃至世界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全
新國際價值觀，為中國以及世界未來創建了和諧的目標，為世
界和平互相支持友好合作的各國，確立了同舟共濟的新世界的
核心紐帶。習近平說：博鰲亞洲論壇成立以來，立足亞洲，面
向世界，在凝聚亞洲共識、促進各方合作、推進經濟全球化、
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等方面建言獻策，提出許多富有價值
的「博鰲方案」，作出了積極貢獻。
人類命運共同體提出了一個新的國際價值觀，它指在追求本
國利益時兼顧他國合理關切，在謀求本國發展中促進各國共同
發展。人類只有一個地球，各國共處一個世界，要宣導「人類
命運共同體」意識。人類命運共同體這一全球價值觀包含相互
依存的國際權力觀、共同利益觀、可持續發展觀和全球治理
觀。
2013年3月訪問俄羅斯，習近平主席在莫斯科的首場重要演
講中，就以宏闊的視野、世界情懷和戰略思維，首次提出「命
運共同體」這一重大理念。以後的數年中，有人統計，習近平
主席以世界領袖的責任擔當，在諸多國際國內重要場合大約超
過100多次闡述「人類命運共同體」。國際社會從初期的觀望
甚至有所懷疑，已經發展為歡迎和期待，贏得國際社會的熱烈
反響。

「韜光養晦」外交戰略獲得深化
從莫斯科到雅加達，從雁棲湖邊到西子湖畔，從紐約到達沃

斯，在北京召開的世界政黨大會上，在海南的博鰲亞洲論壇，
習近平每一次國際國內的重要場合，一有機會就「從順應歷史

潮流、增進人類福祉出發」提及「人類命運共同體」，成為中
國的國際新戰略。2018年3月11日，第十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
會第一次會議通過的憲法修正案，將憲法序言第十二自然段中
「發展同各國的外交關係和經濟、文化的交流」修改為「發展
同各國的外交關係和經濟、文化交流，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
體」。這是中國外交戰略「韜光養晦」的深化，讓中國外交在
風雲激盪中，走向更為寬闊和廣漠的領域，重新樹起引領世界
潮流和人類進步的鮮明旗幟。
習近平在博鰲演講時表示，「我高興地看到，這一倡議得到

越來越多國家和人民的歡迎和認同，並被寫進了聯合國重要文
件。我希望，各國人民同心協力、攜手前行，努力構建人類命
運共同體，共創和平、安寧、繁榮、開放、美麗的亞洲和世
界。」
事實上，中國改革開放40年來的成果讓全球分享，中國將持

續堅持開放合作、主張經濟全球化的立場，加入世界貿易組織
到共建「一帶一路」，都是遵循「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國際價
值觀，在對外開放中展現出大國擔當和責任。中國注重自身發
展，更關切對世界的貢獻，為應對亞洲金融危機和國際金融危
機作出重大貢獻，連續多年對世界經濟增長貢獻率超過30%，
成為世界經濟增長的主要穩定器和動力源。
中國保護的不僅是自己而是全世界，中國發展看重的不僅

是自己而是全人類。在博鰲亞洲論壇發表主旨演講，習近平
主席深刻闡述的「人類命運共同體」這一重大時代課題，鮮
明地提出了五個「面向未來」：站在人類命運共同體的立場
面向未來，我們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對話協商、共擔責
任；同舟共濟、合作共贏；相容並蓄、和而不同；敬畏自
然、珍愛地球。與會的中外人士以熱烈掌聲，表達認同和共
鳴。

中央軍委南海「沙場點兵」的八大看點
4月12日上午，中央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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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中央軍委的集體閱兵成機制化。自從軍事體
制改革以來，中央軍委作為解放軍最高決策機關，把
強化「軍委管總」作為管理部隊的核心主導思想，一
切決策權在中央軍委，堅決維護軍委主席負責制，無
論是管理部隊的軍種，還是指揮部隊的戰區，都要在
中央軍委的統一號令下履行各自任務和使命。海軍作
為解放軍重要的戰略軍種，平時要練好兵，為中央軍
委和戰區提供能打勝仗的精兵強將。從十九大組建新
的中央軍委領導以來，中央軍委在包括蒞臨軍委聯合
作戰指揮中心和新年開訓等多個場合集體亮相，對各
個戰區和軍兵種集體檢閱和閱示，對照訓練大綱嚴格
查找存在的薄弱環節，並強調練兵強軍打贏戰爭的大
方向。
第二，這次閱兵又是一次典型的「海上沙場點
兵」。習近平主席上一次「沙場點兵」是在建軍九
十周年的「朱日和」演兵場，同樣也是訓練演習正
酣之時就地開始閱兵活動。時隔僅僅一年，就在南
海敏感海域訓練之餘舉行盛大海上閱兵活動，也是
凸顯「練為戰」的海上沙場閱兵特色。 48條艦艇、
76架戰機接受閱兵後又會各自緊鑼密鼓奔赴包括台
灣海峽在內的新演兵場。兵要天天練，日夜練，從
嚴從難從實戰，才能確保用兵之時打贏無虞。這種
閱兵形式的機制創新凸顯了解放軍閱兵理念和目標
的重大變化。

海軍首次成完整體系化閱兵
第三，這次閱兵是海軍第一次成完整體系化閱兵。

以094型戰略導彈核潛艇為核心的戰略打擊作戰群，
以093型攻擊型核潛艇和039新型常規動力潛艇為主

力的水下攻擊作戰群，以052D、052C、051C、054A
型為主力的遠海作戰群，以「遼寧」號航母為核心平
台的航母打擊群，以071型船塢登陸艦和072A坦克登
陸艦等為主力的兩棲登陸作戰群，以056型為主力的
近海防禦作戰群，以綜合補給艦、潛艇救援艦、電子
偵察船、訓練艦、醫院船等為核心的綜合保障等7個
作戰群，以「飛豹」戰鬥轟炸機、「轟油六」加油
機、「轟六」海上攻擊機、空警200、殲-10、殲-11、
殲-15、直8、直9、直18等受閱飛機組成艦載直升
機、反潛巡邏作戰、預警指揮、遠海作戰、對海突
擊、遠距支援掩護、制空作戰等10個空中梯隊，這些
作戰艦艇和作戰飛機自成體系並具備很強的空海一體
化聯合作戰能力，這也是海軍建軍以來最大規模，體
系最完整一次海上大閱兵，並標誌中國海軍航母打
擊群已經成軍並形成完整戰鬥力和保障力。
第四，這次閱兵海域選擇是可圈可點。這次海上沙

場點兵地點放在三亞外海附近海域，相比在西沙和南
沙群島附近，這裡敏感度相對較低，這種可圈可點的
選擇一方面不希望對周邊國家造成太大的心理震懾，
另一方面也可以有效宣示南海島礁主權和海洋權益，
一舉兩得。
第五，這次閱兵凸顯「天下不太平」的緊迫國際

形勢。習近平主席在多個場合強調「天下不太
平」，無論是國際形勢還是周邊環境都不容樂觀，
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遏制中國的圖謀一天沒有停
止，「台獨」等各種分裂勢力日益猖獗，周邊個別
國家依舊蠢蠢欲動，這都對解放軍「打贏能力」提
出新的挑戰，而這次閱兵目標之一就是要震懾這些
現實和潛在對手。

彰顯海軍軍事戰略已經質變
第六，這次閱兵彰顯中國海軍軍事戰略已經質變。

中國海軍已經形成體系化作戰能力、遠海作戰能力，
尤其是以「遼寧」號航母為核心的航母打擊群的建立
預示「近海作戰、遠海護衛」的海軍戰略已經形
成，中國海軍已經從近海走向了遠海遠洋，中國的
「藍水海軍」已經呼之欲出。
第七，這次閱兵彰顯維護中國南海核心利益決不動

搖。南海是中國海軍用武之地，因為這裡有太多的麻
煩，既有域外國家製造的所謂「自由航行」的新麻
煩，也有域內國家在島礁領土和歷史性水域問題上製
造的老麻煩，但無論這些麻煩有多大，有多難克服，
都無法動搖解放軍維護中國南海核心利益的決心和意
志，這次海上閱兵目的亦在於此。
第八，這次閱兵彰顯為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保駕護

航。習近平主席在講話中指出，「在新時代的征程
上，在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奮鬥中，建設強大的
人民海軍的任務從來沒有像今天這樣緊迫。」這次大
規模海上閱兵就是要表明，包括解放軍海軍現代化建
設、打造一流海軍，就是要堅定維護中國海外核心利
益，堅定為「一帶一路」倡議、「海洋強國」戰略、
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提供保駕護航的堅實能力。
這次海上點兵時間很短，但內涵很豐富，相信又會

引起新一輪的「中國海上威脅論」，隨他去吧。這些
噪音都不可怕，因為只有具備敢打必勝的實力和信
心，才能在今後的各類軍事鬥爭中取得勝利，這需要
更多地練兵強軍，一日也不得閒，因為對手從來就沒
有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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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讓學術討論成為提倡「港獨」藉口

日前，戴耀廷在台灣出席
獨派勢力的論壇時，發表香
港可以考慮成立「獨立國
家」的言論。戴氏公然提出
「港獨」，事實上已明顯違
反國家憲法和《基本法》，
也相信廣大市民無人覺得他

只在討論學術。而小部分支持他的人相信也
只是為他們的「大局」想而死撐他有所謂
「言論自由」和「學術自由」。不過讓筆者
最耿耿於懷者，是這類政棍每每搬出其所謂
「自由」作鼠竊狗偷的擋箭牌，更反指譴責
他的人圖謀不軌。筆者寫下這篇文章，正要
拆穿此等反對派的陰謀。
戴氏及反對派均認為學術討論不應被上綱

上線，又認為成立「獨立國家」的言論僅為
他對國家未來想像的十個假設之一，不應被
無限放大，不過這又是否代表只要冠以研究
名義，縱使有關假設涉及犯罪意圖均可公開
提倡？按其邏輯，教師大可以以對學生前途
想像為名，提倡學生畢業後可以考慮打家劫
舍、殺人放火、姦淫擄掠，並推說只是對學
生日後投身社會的一種想像。確實豈有此
理！
政府過去就香港未來的土地供應研究，也

曾提出十多種可能性，包括發展郊野公園
等。如果用反對派對言論自由的詮釋，為何

政府一提出某些假設，反對派便緊張成性，
將政府罵得狗血淋頭，就像提一提也犯天下
間的大不韙？更甚者，戴氏過往不乏對香港
具破壞性的代表作，一次非法佔領，讓香港
蒙上巨大損失。筆者敢講，十個港人之中，
十個也會認為戴氏在提倡「港獨」一事上，
真的敢說敢做。

聲東擊西顯戴氏心中有鬼
所謂「惡人先告狀」，反對派絕對不乏惡

人。就有如「釘書健」般一有事情發生便誣
告受所謂「強力部門」陷害一樣，作為反對
派搞事上的一大盟主，戴氏的「功力」又豈
在「釘書健」之下。至於反咬天下人對他的
指控全屬為基本法23條立法鋪路，則是既
想轉移視線，更想借力製造恐慌。不過今時
唔同往日，莫說市民今時今日已了解23條
立法的重要性，儘管23條尚未完成立法，
戴氏之言也完全屬於分裂國家、誤人子弟。
一招失敗的聲東擊西，更顯戴氏心中有鬼，
以及 23條立法對這群牛鬼蛇神的震懾作
用。
自非法「佔領」結束近4年來，戴氏一直
逍遙法外。事實證明，就非法「佔領」的檢
討越是遲緩，這人便越有機會做更多小動
作，毒害青年，破壞國家及香港的繁榮穩
定。

李世榮 香港東莞莞城同鄉會副會長 民建聯中委 沙田區議員

伊朗核協議存續面臨嚴峻挑戰

5月12日是美國總統特朗普為有關方面修
改伊朗核協議設定的最後期限。協議能否存
續，不但關係到伊朗本國的命運和中東局勢
的安危，也牽動大國關係的演變和國際核
不擴散努力的前景。2015年7月14日，以伊
朗為一方，以伊核問題六國（美國、英國、
法國、俄羅斯、中國和德國）為另一方，雙
方在維也納簽署伊朗核協議，有條件地、逐
步地取消對伊朗實施的制裁，作為交換，伊
朗承諾限制其核計劃。
特朗普上任後多次稱，伊朗核協議是「有
史以來最糟糕的協議」。今年1月，特朗普
宣佈「最後一次」延長美國針對伊朗的制裁
豁免期，他將5月12日定為修改伊核協議的
最後期限，並揚言如果屆時沒有令他滿意的
修改方案，美國將退出伊核協議。未來一個
月，伊朗核協議面臨的不確定性可能來自三
個方面。
一是伊朗的強硬立場。伊朗外交部長扎里

夫已表示，伊朗核協議沒有重新談判的餘
地，特朗普的立場相當於鋌而走險，試圖破
壞這一嚴謹的多邊協議。伊朗原子能組織主
席薩利希本月8日表示，如果西方國家背棄
伊朗核協議，伊朗將在4天內重啟20%濃度
鈾濃縮活動。如果伊朗重啟20%濃度鈾濃縮
活動，那麼伊朗核活動的發展方向將變得難
以預測。這是因為，雖然武器級濃縮鈾要求
濃度達到90%以上，但在理論上，生產20%
濃度和90%濃度濃縮鈾之間的技術差別極
小。

中東矛盾可能驟然激化
二是美國以外其他大國對修改協議的態

度。俄外長拉夫羅夫不久前曾說：「我們不
會支持美國試圖做的事情，即更改協議的措
辭、加入對伊朗而言絕對不可接受的內
容。」法國總統馬克龍也呼籲各方尊重伊朗
與世界主要國家達成的這份核協議。愛麗舍
宮曾發表聲明說，法國深知維護伊朗核協議
的重要性，各方需要尊重他們就該協議作出
的約定。
三是美國政府的外交和安全班子「鷹派」

色彩加重。美國中情局局長蓬佩奧即將接替
蒂勒森出任國務卿。蒂勒森任國務卿時，認
為伊朗核協議「還好」，因此對特朗普構成
某種牽制。作為蒂勒森的繼任者，蓬佩奧在
這一問題上向來態度強硬。隨5月12日最
後期限到來，蓬佩奧很可能力挺特朗普，終
止豁免對伊朗的制裁。
此外，被媒體稱為「戰爭鷹派」、曾力挺
發動伊拉克戰爭的美國前常駐聯合國代表博
爾頓已取代麥克馬斯特出任總統國家安全事
務助理。他幾年前曾發表文章鼓吹對伊朗動
武並轟炸其核設施，以阻止伊朗研發核武
器。他還多次呼籲美國退出伊朗核協議。
5月12日以後，如果伊朗核協議生變，可

能帶來多重後果。除了國際社會為達成協議
而付出的長期努力付之東流、國際核不擴散
努力遭遇重挫之外，中東矛盾可能驟然激
化，美國、以色列同伊朗的軍事較量也可能
迅速升級，美國同其他大國在國際核不擴散
問題上的矛盾也可能加劇。
輿論普遍認為，在伊朗核問題上，美國理
應尊重國際共識，放棄單邊主義，三思而
行，避免給中東地區和國際社會帶來新的安
全風險。

汪巍 中國非洲問題研究會

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國際價值觀
紀碩鳴

2018年以來，美國總統特朗普不顧中國和國際社會的反對，
堅持單邊主義和貿易保護主義，蓄意揮舞貿易大棒，破壞貿易
環境。繼對進口中國鋼鐵產品和鋁產品分別徵收25%和10%的
關稅公告後，4月3日美國又發佈對華「301調查」項下產品徵
稅25%的建議清單，涉及中國約1,300個稅號價值約500億美元
的產品。隨後，特朗普更聲稱，要對1,000億美元的中國商品
徵收額外稅款。特朗普屢屢出台貿易「霸凌」政策，損人不利
己。
特朗普貿易「霸凌」政策，遭到共和黨成員的批評，內布拉

斯加州參議員本．薩塞稱有關舉措「是非常糟糕的做法，希
望總統這次也只是吹噓，但如果他認真了，那一定是瘋
了。」作為北約盟友的挪威也被殃及，對於美國的貿易保護
主義行徑，挪威首相埃爾娜．索爾貝格公開提出批評，貿易
保護主義的加劇是今日世界最不需要的，美國成為自由貿易
的主要威脅。

美國從中美經貿中獲益巨大
特朗普針對美對華貿易赤字的指控毫無依據。中國改革開放
以來，美國企業一直活躍於中國經濟當中，從中美經貿關係獲
益非淺。服務貿易上，美方長期保持順差。投資方面，美資企
業在華業績良好、利潤豐厚。2015年美國對華銷售收入5,170
億美元，利潤362億美元。中國企業在美投資迅猛增長，投資
項目現已遍佈46個州，為美創造超過14萬個就業崗位。
據美中貿委會估算，2015年美對華出口和中美雙向投資為美

國內生產總值（GDP）貢獻2,160億美元，為美國提供了260萬
個就業崗位。2016年，美農產品貿易對華順差164億美元。過
去10年，美對華出口平均增速是美總出口增速的3倍，是中國
對美出口增速的2倍。
特朗普一再升級貿易摩擦，造成美國金融市場不穩定。在3

月份爆發貿易爭端以來，資金憂慮情緒明顯升級，多個機構監

測到大量資金從投資美國股票的基金中流出。國際投資公司協
會數據顯示，3月15日到21日，投資者從美國本土股票基金中
贖回了170億美元。理柏數據顯示，3月22日到3月28日，合
計有140億美元資金從美國市場的基金中流出，創下2月美股市
場大跌以來的新高。EPFR最新公佈的數據顯示，3月29日至4
月4日全球資金繼續流出美股，當周美股市場錄得流出為94.9
億美元，為3月下旬以來的第三周淨流出。相比之下，資金明
顯回流新興市場的債市和股市，流入中國市場的幅度尤其明
顯。

貿易戰升級代價太大
特朗普的冒險舉動將嚴重損害美國製造業和農業。據美國彼

得森國際經濟研究所統計的數據顯示，2017年美國向中國出口
的大豆價值140億美元。與之相比，美國飛機出口到中國的總
價為143億美元，汽車100億美元。根據美國普渡大學「全球
貿易分析項目」的數據模型測算，如果中國對美國大豆徵收
25%的關稅，美國的經濟損失將達到30億美元。
特朗普宣佈計劃對500億美元的中國商品加徵25%懲罰性關

稅後，中國立即公佈反制措施，美豆的期貨價格應聲下跌。當
地時間3月22日，特朗普發動對華貿易戰的第一天，波音股價
就暴跌了5%。而在中國商務部加稅清單出爐當天，波音公司股
價一度又暴跌了6%。波音公司坐不住了，就貿易戰發表聲明：
航空工業強大對中美都很重要。
一些在華美資企業對貿易摩擦升級也認為，貿易戰不斷升級

代價太大，中美兩敗俱傷。可見，特朗普的單邊主義和貿易保
護主義，不利美國國家利益和消費者的利益。中美經貿交往源
遠流長，中美兩國經濟總量佔全球的40%，貨物出口佔全球的
四分之一，對外投資和吸引外資佔全球30%。兩國保持良好的
經貿關係，不僅關係到兩國的根本利益，更關係到世界的繁榮
與穩定。

美國成世界自由貿易的主要威脅
楊凡欣 中國人民大學重陽金融研究院副研究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