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22 新聞國
際

■責任編輯：何幼嵐 ■版面設計：周偉志

20202020年年99月月99日日（（星期三星期三））

2020年9月9日（星期三）

2020年9月9日（星期三）

經濟 學
家在過往10年

開始使用「脫鈎」一
詞，來指兩個國家之間
永久停止貿易。特朗普前日在
白宮的勞動節記者會上，談及將美中經
濟脫鈎的想法，稱「說到脫鈎，是一個有趣
的字」，並續指若美國不與中國做生意，便不會損
失數以十億計美元，「那就是脫鈎」。特朗普又稱，
中國用美國的金錢來建造飛機、船隻、火箭、導彈。
特朗普揚言，要確保重要基建供應鏈在美國生產，
讓美國成為國際上的「製造業超級大國」、停止倚賴
中國。特朗普提出設立「美國生產」免稅額，讓就業

機會流入美國，又稱會向在中國或其他國家提供職位的企
業徵收關稅，「如果他們不在這裏做生意，那就讓他們繳付高額

稅款」，他亦威脅禁止將工序外判至中國的企業取得聯邦政府合約，最後便
再指「中國令病毒在全球散播，我們會讓中國負責」。
不過相關措施均沒有詳細時間表，特朗普僅稱是第二屆任期的政綱之一。

擺華上枱 與拜登互轟
特朗普同時亦批評民主黨總統候選人拜登對華不夠強硬，稱「若拜登勝出，中國
便勝出，因為中國將掌控我們的國家」，形容拜登是北京的「爪牙」，會「帶上我
們的職位和健康經濟向中國投降」。拜登過往曾反駁，特朗普為求達成中美貿易
協議對華軟弱，今年1月簽訂的貿易協議亦內容空洞，並指控特朗普是在國內疫

情失控後才對華強硬。

GDP跌近10% 慘過日韓
在記者會上，特朗普連

同副總統彭斯主力宣
傳未來經濟願景，
堅稱美國的經濟收
縮幅度是所有主要
西方國家中最少，
復甦速度亦快得
多，並引述上周五
的就業數字，指出
失業率已回落至
8.4%。美國第二季
的國內生產總值(GDP)
下滑9.5%，雖然較德國及
英國好，卻較韓國或日本
嚴重。 ■綜合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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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總統特朗普前日再度揚言要將美國

與 中 國 經 濟 「 脫 鈎 」 (decou-

pling)，稱做法可讓美國不再蒙

受損失，並提出要懲罰在海

外提供就業機會的美國企

業，或禁止任何與中國有

生意往來的企業取得聯邦

政府合約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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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企圖與中國「脫鈎」，多個唯華府馬首是瞻的國家立
即跟隨，採取一系列對華不友好措施，其中澳洲和中國近來
便在諸多層面上衝突不斷。不過當地學者分析，澳中衝突並
不符合澳洲國家利益。

澳洲知名智庫洛伊研究所高級研究員、科廷大學約
翰．科廷公共政策研究所教授愛德華茲於8月底發表
研究報告《疫情的代價：在一個受傷世界中的澳洲經
濟前景》。報告中認為，澳洲經濟不斷融入東亞經濟
幫助抵消了世界主要經濟體經濟下滑的拖累，但是
中美之間的糾紛與全球貿易及投資關係的紊亂，
「加劇了澳洲在經濟和安全選擇之間的緊張關
係」。
愛德華茲認為，中美之間的爭吵越激烈，
澳中關係也會越惡化。他指出，儘管澳洲
總理莫里森2018年時曾表示，在美中貿易
和技術戰中，「澳洲不必選邊站，我們也
不會這樣做」，但新冠疫情使這場爭執變
得更加棘手，「有可能使澳洲更深地陷入

這場爭端」。他說，因為澳中經貿關係交織
在一起，澳洲必須明白損害中國的繁榮也會同
時損害澳洲的繁榮，「中國與北美或歐洲的經
濟『脫鈎』不符合澳洲的利益。」 ■綜合報道

學者：
中美脫鈎不符合澳洲利益

美國總統特朗普繼被揭發侮辱陣亡軍
人是「失敗者」後，前日再罕有地公開
發表批評軍方的言論，指控軍方將領期
望一直發動戰爭，來為國防企業提供利
潤。軍方人員及專家批評特朗普的言論
「愚昧及冒犯」，亦有人指出特朗普一
邊否認自己曾貶低軍人、一邊再得罪軍
方，令人難以理解。

美媒狂轟：態度愚昧
特朗普前日在白宮記者會上，繼續否

認《大西洋月刊》報道，堅稱自己未曾
以「失敗者」來形容陣亡將士，並稱報
道「完全是謊言」及「騙局」等。特朗
普續稱，「我並非說軍方很愛我，軍人
們才是」，其後補充他之所以不獲國防
部歡心，「因為他們什麼都不想做，只
想開戰，如此那些製造炸彈、飛機之類
的公司便會很高興」。
退役海軍少將、美國有線新聞網絡

(CNN)分析師柯比指出，特朗普言論不
單貶低軍方工作及將領所管理的士兵，
更證實他輕視和不顧及軍方；美國全國
廣播公司(MSNBC)的主持斯卡伯勒亦批
評，特朗普對軍方管理層的態度愚昧及
冒犯，並指出軍人熟悉戰爭的可怕之
處，因此亦最討厭戰爭。
有意見將特朗普言論，與前總統艾

森豪威爾提出的「軍事工業複合體」
一說比較，當時艾森豪威爾警告社會
有關國防企業影響力造成貪腐等問
題。不過CNN國防記者布朗認為兩者
無法相比，因為艾森豪威爾從未直接
指控軍官推動開戰來為企業提供利
潤。
不過特朗普兒子小特朗普等保守派

人士指出，目前的確有大量退休軍官
在國防企業工作；此外防長埃斯珀在
加入軍方前，亦曾在軍工企業雷神負
責游說工作。 ■綜合報道

再得罪軍方 責「將領只想開戰益國防企業」

美國總統特朗普為求好消息
刺激選情，施壓監管部門無視
安全性，緊急批准新冠疫苗上
市，做法遭到各界批評，包括
民主黨候選人拜登。不過特朗
普前日在勞動節記者會上，竟
反過來批評拜登和副手哈里斯
的「反疫苗」言論破壞民眾對
防疫措施的信心，要求兩人道
歉。
哈里斯日前受訪時表示，若

在11月3日大選日前美國有新
冠疫苗上市，她將不會相信特
朗普對疫苗安全性和有效性的
說法。拜登前日亦說，他希望
未來任何疫苗都能資訊透明並
有科學根據，「我擔心就算我

們有一支很好的疫苗，人們也
不太願意接種。因此他(特朗普)
正在破壞民眾信心。」
在疫苗問題上四面楚歌的特

朗普，前日在記者會上為此大
發雷霆，表示：「拜登和他非
常自由派的搭檔……他們會毀
了這個國家，會毀了我們的經
濟。他們應該為自身魯莽的反
疫苗言論立刻道歉……他們所
言有損科學。」特朗普還說拜
登「愚蠢」，指責對方言論
「對我們的國家非常危險」，
強調即將出爐的疫苗「將會非
常安全且非常有效」，並重申
「可能在一個非常特別的日期
之前就會有」。 ■綜合報道

美國總統特朗普前日在白宮記者會上，指稱一名
戴口罩的記者提問「悶聲悶氣」，很難聽清楚，要
求記者脫下口罩。不過這名記者堅持戴口罩，並提
高音量進行提問，特朗普不得要領，最終只能借稱
讚另一名脫口罩提問的記者來自我安慰。
路透社記者曼森在記者會上首先提問，不過特朗

普很快打斷對方，要求他除下口罩。曼森選擇提高
音量，特朗普卻說「如果你不把口罩除下，你的聲
音會變得悶聲悶氣。你把它除下，事情就會容易得
多。」曼森禮貌地拒絕特朗普提議，再次提高音量
問道「這樣會好一些嗎？」特朗普唯有無奈地回
應：「是的，這樣確實好一些。」

之後輪到另一名脫下口罩
的記者提問時，特朗普立即
如獲至寶地插嘴，大讚該記
者聲音清晰，「和那些拒絕
除下口罩的人不一樣。」今
次並非特朗普首次與曼森就
口罩產生衝突，早在今年5
月，特朗普便曾要求曼森除
下口罩，還批評對方拒絕除
罩只是為了「政治正確」。

■綜合報道

特朗普發爛渣
攻擊拜登「反疫苗」

隨着 11 月美
國大選愈來愈
接近，美國總
統特朗普對華
政策亦愈趨強

硬及激進，從突然要求關閉中
國領事館，再到封殺中國的應
用程式，特朗普所搬出的理據
都離不開「中國構成威脅」。

不過類似的「對華強硬」政策
站不住腳，而特朗普對華態度
半年內180度反轉，更說明其
僅僅是將「反華」當成競選籌
碼。

特朗普從2016年大選便揚言
要解決美國對中國的貿易逆
差，拖延多時到今年初，中美
終於簽訂第一階段貿易協議，
3 月時特朗普持續在 twitter 上
表示自己與中國國家主席習近
平有着非常好的關係。人們對
此都心知肚明，他就是希望藉
此將自己樹立為第一階段貿易

協議的締造者和美國民眾利
益的堅定捍衛者。

不過不足一個月後美國
新冠疫情失控，繼而令經
濟一落千丈，損害到特
朗普的競選資本，特朗
普便開始怪責中國散播
「中國病毒」，「反華」
亦漸漸從紙上談兵變成實
質政策，諸如突然關閉中
國駐休斯敦領事館，以一
紙行政命令封殺TikTok等

來自中國的應用程式，對比特
朗普前後各種矛盾的說詞，便
可知其對華政策非經深思熟
慮、亦非真正從美國民眾利益
出發。

特朗普決定將中國議題放上
今年大選的角力舞台，使身邊
的鷹派官員有機會乘勢「煽風
點火」，令「對華強硬」從競
選手段，變成美國的長遠國
策。華府近月對港府官員實施
所謂制裁、封殺 TikTok 等在
美營運中國企業，不論特朗普
連任與否，有關政策影響勢必
延續至下屆政府。

無論特朗普如何希望美中
「脫鈎」，都改變不了美中
經濟連結密不可分的事實，
在朝鮮無核化、全球暖化等
議題上，美國亦難以在杯葛
中國的情況下取得成果。不
過特朗普已經被尋求連任的
欲望衝昏了頭腦，在一切以
選舉為上的方針下，未來兩
個月特朗普的反華手段恐怕
只會愈來愈極端。

��
=0

反華做競選籌碼 私利衝昏頭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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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朗普在記者會上宣傳
未來經濟願景。 彭博社

■埃斯珀加入軍方前，曾在軍工企業任職。 網上圖片

■■特朗普聲稱要讓美國特朗普聲稱要讓美國
成為成為「「製造業超級大製造業超級大
國國」。」。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特朗普揚言向在海外提供職位的企業徵收關稅特朗普揚言向在海外提供職位的企業徵收關稅。。圖為洛杉磯港圖為洛杉磯港
口口。。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曼森在記者會上提問曼森在記者會上提問。。 路透社路透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