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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優先」損人害己 特朗普終歸要埋單

中東中東44國與卡斷交邁一周年國與卡斷交邁一周年 關係未見改善關係未見改善
沙特阿拉伯、阿聯酋、巴林和埃及去年6月5日起陸續宣佈與

卡塔爾斷交後，關係持續緊張。法國傳媒上周五報道，沙特國王

薩勒曼去信法國總統馬克龍，表示憂慮卡塔爾向俄羅斯採購

S-400防空導彈系統，指此舉危害沙特安全，要求馬克龍向卡

塔爾施壓放棄採購，協助維護地區穩定。薩勒曼警告若卡塔爾引

進S-400，沙特不排除對卡塔爾採取軍事行動。俄羅斯稱，儘

管沙特反對，俄國不會改變向卡塔爾售武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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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總統特朗普
上 任 以 來 ， 奉 行
「 美 國 優 先 」 政

策，嚴重衝擊了以多邊主義、政治協
商、跨國條約及國際組織為核心的國際
體系及行為方式。特朗普以美國政經力
量作為後盾，採取高壓、欺凌和獨斷的
方式強硬推行，雖然號稱「令美國再次
偉大」，但「美國優先」只是揭露了特
朗普目光短淺，美國最終恐因小失大。

自二戰以來，美國霸權建基在美元體
系、遍佈全球的軍事力量網絡，以及華
府所主導的各大國際機構。在2008年金
融海嘯以來，美國經濟和外交主導權已
逐漸動搖。前總統奧巴馬部署從中東撤
軍，同時推行「重返亞太」戰略，是美
國戰略收縮的翻版。

貿易戰長遠損美元地位
輿論愈來愈質疑美國的領導能力，今

年初特朗普上任一周年之際，蓋洛普公
佈全球民調顯示，對美國領導全球事務
的支持率跌至30%的歷史新低，較前任
總統奧巴馬最後一年執政時的比率大跌
18個百分點。特朗普在「令美國再度偉
大」之前，先將美國拖入一個接一個風
暴。首先是經濟方面，美國向主要貿易
夥伴發動貿易戰，令美元前景蒙上陰
影。美元地位與國際貿易的關係密不可

分，在「美元霸權」下，各國需累積美
元儲備作為結算工具。隨着美國產業結
構轉型，進口產品愈來愈多，加上社會
高消費和低儲蓄，造成貿易赤字。

特朗普以赤字作為貿易戰的引火線，
卻不願承認赤字背後結構性的經濟問
題，並試圖壓低美元匯價、推動出口。
即使弱美元不會直接重創美元體系，但
其間接的負面影響不容忽視，因為特朗
普削弱了投資者對美國的信任和信心。
貿易戰反映美國不再是可靠的貿易夥
伴，投資者憂慮特朗普利用美元作為政
治工具，對付逆他意願的國家。市場分
析師認為，一味追求弱美元不利美元作
為全球儲備貨幣地位，持有美元債券的
外國政府將要求更高債息，最終推高美
國息率，窒礙經濟增長。此消彼長下，
國際社會很可能更看好人民幣作為結算
貨幣的前景。

一味靠嚇 低估對手反擊力度
外交方面，特朗普上任以來的連串具

爭議舉措，動搖了二戰後形成的美歐跨
大西洋同盟關係︰退出《巴黎協定》和
「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TPP)、威脅
退出北約、撕毀伊朗核協議……一而
再、再而三地挑戰歐洲盟友的底線。最
近在阿根廷舉行的二十國集團(G20)外長
會議上，澳洲和荷蘭外長都表示憂慮特

朗普的保護主義政策，警告貿易戰將危
及整個多邊貿易體系，直指美國退出伊
核協議是犯錯。早前特朗普更突然宣佈
取消朝美峰會，令盟友韓國大失預算，
總統文在寅急急出面與朝鮮領導人金正
恩會面，才為朝美峰會挽回生機。

由此可見，特朗普每次的伎倆如出一
轍︰先擺出最強硬姿態、誇大美國的報
復能力，恐嚇談判對手，藉此迫對方讓
步。其風險在於可能低估對手的反擊力
度，最終反而是美國被迫妥協。特朗普
在未有提出更好方案的情況下，草率地
退出伊核協議，又搬遷駐以色列大使館
至耶路撒冷，重創以巴和平進程，特朗
普仍是開着「終極和平方案」的空頭支
票。只要伊朗和巴勒斯坦堅持強硬立
場，特朗普的如意算盤便打不響。

選票優先 做戲討好美國民粹派
面對輿論排山倒海的抨擊，特朗普依

然故我，並非他聽不到反對聲音，而是
在於「美國優先」的本質是「選票優
先」。特朗普的一切是做給民粹派和反
建制派支持者看的戲碼，所以就算惹來
多大爭議，他都要將政策推行下去，只
為滿足「選舉承諾」，塑造言出必行的
形象。相比起內政，美國總統在外交上
所受的限制較小，因此特朗普在「通俄
門」和「召妓門」醜聞困擾下，傾向訴

諸激進外交政策，挽回民望。
由於出發點是選票，特朗普只求政策

的短期震撼力，忽略長遠負面影響，從
而鑄下戰術和戰略兩個層面的錯誤。

在戰術層面，特朗普將商業交易與政
治博弈混為一談。特朗普曾破產最少四
次，仍自詡為白手興家的成功商人。然
而，國際政治是另一種規則，不是像談
生意般，與一個對手談不攏就離場，去
找另一個對手做交易；更無法申請「外
交破產」，將國家之間的新仇舊恨一筆
勾銷，從頭來過。例如特朗普一邊譴責
伊朗發展核武、將核協議形容得一文不
值，卻又豪言希望與伊朗重新談判、達
成新協議，無視毀約對美伊關係造成難
以挽回的打擊。

戰略層面鑄大錯 死抱零和心態
在戰略層面，「美國優先」反映特朗

普錯在思維仍停留在冷戰時代，無視當
前世界局勢之深刻變革。新興國家在傳
統國際機構的話語權提升，逐漸推行改
革，更好地反映新興國家的聲音。與此
同時，國際機構的數量增加、影響力提
升，與冷戰時代七國集團(G7)為首不同，
當今除了二十國集團之外(G20)，還有上
海合作組織(SCO)、新興的機構如金磚國
家開發銀行，趨向多元化，與美國主導
的傳統機構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

織(IMF)分庭抗禮。在地緣博弈上，復興
的俄羅斯希望成為歐亞大陸的主導力量
之一，並與伊朗和土耳其優先發展關
係，將勢力擴展至中東。中國推進「一
帶一路」倡議，重塑全球貿易格局，為
「中國版全球化方案」開拓新航道。

在這種大趨勢下，「共贏」才是全球
治理新理念，但特朗普彷彿仍然「活在
昨天」，抱着「零和」的心態對待國際
事務，將國際機構和盟友視為可以剝削
的對象，製造矛盾和分裂，從中漁人得
利，無視美國多年來確立的「一哥」地
位離不開它與國際社會的合作。雖然他
現在未至於眾叛親離，但其盟友已着手
發展新的外交渠道，以免過度依賴美
國。有分析認為，日本憂慮美國貿易保
護措施損害日方利益，故近期安倍晉三
政府積極與中國改善關係；同樣受貿易
戰威脅的墨西哥也加強與歐盟的聯繫。
歐盟也不會甘於長期受特朗普欺壓，倘
若特朗普令中東局勢陷入更大混亂，觸
發更嚴重難民潮，歐洲的極端派政客將
東山再起，溫和派力量為了應對，也會
對美國持反對和懷疑態度，下一次歐洲
的選舉周期可能誕生立場趨反美的政治
領袖。

正所謂「出來行，遲早要還」，特朗
普和美國終要為自身行為付上慘痛代
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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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塔爾駐俄羅斯大使法赫德1月曾
表示，卡塔爾正與俄方磋商購買

防空武器，包括S-400及「鎧甲S-1」
防空系統，指磋商已進入最後階段。
S-400於2007年起服役，能摧毀各種
先進導彈，每套系統可同時打擊36個
目標，射程範圍達400公里，被視為
俄軍至今最先進防空系統。

俄批美旨在霸佔武器市場
俄羅斯國會上議院國防和安全委員
會副主席孔德拉季耶夫前日回應稱，
俄羅斯需透過售武賺取收入，一直有
意向卡塔爾提供S-400，俄方理解沙
特的憂慮，但不會改變售武計劃。他
又指美國試圖阻止俄出售S-400，避
免失去中東這個龐大武器市場。
科威特副外相加拉拉表示，正尋求
以外交途徑解決事件，將於9月召開
的「海灣－美洲首腦會議」上提交解
決方案。美國總統特朗普則呼籲卡塔
爾領導人尋求和平化解爭議。英國杜

倫大學中東政治教授戴維森警告，沙
特與卡塔爾一旦爆發衝突，兩國均是
輸家。

4國開13條件復交卡國回絕
沙特等4國去年以卡塔爾支持恐怖

主義及與伊朗合作為由，宣佈與卡塔
爾斷交，並封鎖卡塔爾海陸空交通。4
國提出13項復交條件，包括卡塔爾關
閉半島電視台、驅逐土耳其軍隊和終
止與伊朗合作，遭卡塔爾拒絕。卡塔
爾政府其後宣佈限制進口沙特、阿聯
酋、巴林和埃及的貨品。
卡塔爾副首相兼國防大臣阿提亞昨

日在新加坡的「香格里拉對話」發言
時稱，卡塔爾未受斷交風波影響，藥
物和食品生產增加，卡塔爾較一年前
更強大。他批評沙特等國家的制裁措
施嚴重違反國際法，指措施無法理依
據，並感謝盟友協助應對危機。

■美聯社/法新社/CNBC/
半島電視台

俄售卡塔爾S-400
沙特揚言開戰

利用隱蔽鏡頭偷窺女性的罪行，近年在韓國
日趨嚴重，許多女性根本不知自己成為受害
人，大部分案件亦無法揪出疑犯。為打擊有關
罪行，首爾市政府成立一支為數50人的安全糾
察隊，專門利用紅外線掃描器等偵測儀器，尋
找公廁內的隱蔽鏡頭。韓國總統文在寅斥責偷
窺女性的行為惡毒，嚴重性等同謀殺及縱火，
調查人員必須加強執法。

設受害人熱線提供法律諮詢
警方數據顯示，首爾一個地鐵站去年發生83
宗涉及隱蔽鏡頭的個案，檢察部門資料指出，

這類個案從2007年的564宗，急升至2016年的
5,249宗。
韓國政府除致力杜絕偷窺案外，並於今年4

月設立熱線中心支援受害人，為受害人提供法
律諮詢服務，並刪除在網上流傳的偷拍影片，
至今已接獲360宗求助個案，部分受害人得悉
被偷窺後失聲痛哭，甚至萌生自殺念頭。
然而政府一直被批評打擊偷窺罪行力度不

足，儘管法例訂明疑犯一旦入罪，可被判監5
年，但過去 5年只有 5.3%個案的疑犯被判
囚。

■《華爾街日報》

■■糾察隊員用偵糾察隊員用偵
察儀器搜索隱蔽察儀器搜索隱蔽
鏡頭鏡頭。。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這批看似普通的隨身物品均埋藏隱蔽鏡頭，在韓國價錢約為200至300美元(約1,569
至2,354港元)。 網上圖片

中東4國去年宣佈與卡塔爾斷交
和實施海陸空封鎖，然而卡塔爾政
府財政實力雄厚，包括注資數百億
美元支持銀行業。國際貨幣基金組
織(IMF)資料顯示，雖然卡塔爾的石
油收益下跌，但去年經濟仍錄得
2.1%增長，與前年相若，今年預計
更會升至2.6%，認為卡塔爾已成功
克服外交風波對經濟及財政的衝
擊。
倫敦國王學院教授克里格稱，卡

塔爾在封鎖初期曾面對極大困難，
例如尋找新的物流供應鏈便花費龐
大，但卡塔爾成功將危機轉化為機
遇，積極推動經濟多元化，包括建

立哈馬德港口，無須再依賴阿
聯酋港口輸出石油，主辦
2022年世界盃亦為卡塔爾
帶來許多商機。
儘管卡塔爾整體經濟維

持平穩增長，但房地產、旅
遊業和航空業則蒙受重大損
失。在封鎖措施首半年，卡
塔爾房地產價格急跌10%，
到訪遊客減少20%，旅遊業
損失 6億美元(約 47 億港
元)，卡塔爾航空的損失估計
更高達30億美元(約235億
港元)。

■法新社

財政雄厚注資發展 卡塔爾轉危為機

■■卡塔爾興建哈卡塔爾興建哈
馬德港口輸出石馬德港口輸出石
油油。。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S-S-400400被視為俄軍最被視為俄軍最
先進防空系統先進防空系統。。 法新社法新社

沙特阿拉伯等沙特阿拉伯等44國與卡塔爾斷交一年國與卡塔爾斷交一年，，
雙方除了互相指責外雙方除了互相指責外，，還開闢了另一戰還開闢了另一戰
線線，，就是發佈假新聞及進行網絡入侵就是發佈假新聞及進行網絡入侵，，互互
相攻擊相攻擊。。
這場斷交風波亦是源於懷疑假新聞這場斷交風波亦是源於懷疑假新聞。。去去

年年55月月2424日日，，卡塔爾通訊社卡塔爾通訊社(QNA)(QNA)報道元報道元
首塔米姆致辭時首塔米姆致辭時，，讚揚激進組織哈馬斯讚揚激進組織哈馬斯、、
真主黨及穆斯林兄弟會真主黨及穆斯林兄弟會，，更表示支持沙特更表示支持沙特
阿拉伯的宿敵伊朗阿拉伯的宿敵伊朗。。塔米姆言論隨即在社塔米姆言論隨即在社
交媒體及交媒體及YouTubeYouTube頻道廣傳頻道廣傳，，沙特及阿沙特及阿
聯酋亦紛紛報道聯酋亦紛紛報道。。QNAQNA網站其後移除有網站其後移除有
關報道關報道，，卡塔爾外相發表聲明卡塔爾外相發表聲明，，指塔米姆指塔米姆
並沒發表有關言論並沒發表有關言論，，稱稱QNAQNA遭黑客入遭黑客入
侵侵，，散播涉及卡塔爾元首及外交政策的假散播涉及卡塔爾元首及外交政策的假
新聞新聞。。
沙特阿拉伯沙特阿拉伯、、阿聯酋阿聯酋、、巴林和埃及去年巴林和埃及去年
66月月55日宣佈與卡塔爾斷交日宣佈與卡塔爾斷交，，之後向卡塔之後向卡塔
爾提出爾提出1313項復交條件項復交條件。。美國總統特朗普美國總統特朗普
翌日在翌日在twittertwitter發文發文，，歡迎沙特的行動歡迎沙特的行動，，認認
為這證明沙特等國家正執行反恐政策為這證明沙特等國家正執行反恐政策。。特特
朗普的言論隨即引起網民激烈回應朗普的言論隨即引起網民激烈回應，，twittwit--
terter湧現大量支持及反對卡塔爾的帖文湧現大量支持及反對卡塔爾的帖文。。
英國廣播公司調查員發現英國廣播公司調查員發現，，大部分有關帖大部分有關帖
文均是由假賬戶發出文均是由假賬戶發出，，企圖藉此操控民企圖藉此操控民
意意。。 ■■英國廣播公司英國廣播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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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米姆塔米姆((右右))前年曾會前年曾會
晤晤沙特國王沙特國王。。 法新社法新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