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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oncept of One Belt and One Road (OBOR) was first 
introduced by President Xi Jinping in 2013. It is a grand vision 
requiring vast investments to connect the continents of Asia, Europe 
and Africa via land (roads and railroads) as well as by sea lanes 
(ports in Pacific to Indian Ocean) to facilitate commerce traffic 
among nations along the Belt and Road. China quickly formulated a 
formal plan after receiving some welcome messages from 
neighboring countries, thus OBOR has also been known as the Belt 
Road Initiative (BRI). The BRI project has drawn more than 60 
countries to show[xingx] interests or participate in its plan. However, 
the BRI project has also drawn some criticisms from countries either 
reluctant to join this project or acting out of political considerations. 

Nadege Rolland, a Senior Fellow for Political and Security Affairs 
at the National Bureau of Asian Research, has published an essay, 
Reports of Belt and Road's Death Are Greatly Exaggerated - Don't 
Underestimate China's Resilience, in Snapshot, Foreign Affairs, 
January 29, 2019. In this paper, the author cited that the Chinese 
intellectuals had expressed concerns about BRI's wasteful spending 
and overstretches. The author also correctly pointed out that several 
governments that were initially enthusiastic about Chinese 
investment had later faced popular backlash to the terms of the loans 
and the potential for corruption. Some other observers have claimed 
that the Chinese leadership has failed to understand the dynamics 
that have led other countries to push back thus it may make China's 
project of the century to eventually become a fiasco.  

Nadege has cited some outdated information as follows: In 2015. 
Indonesia and Thailand both discontinued high-speed railway 
projects underwritten by China because of differences in financing 
and land acquisition. (both projects are still alive as of late 2018) In 
2017, Bangladesh decided to work with Japan reneging her 
agreement with China to build her first deep-water port.(China won a 
$3.1B contract to build a 120km/hr railway connecting the capital 
Dhaka to Jessore) Nepal also canceled a deal it had struck with China 
to build a hydropower plant. (Nepal granted China, Gezhouba Group 
Corp, a $2.5 B Hydropower Plant Project in Fall 2018) The 
government of Sri Lanka had borrowed heavily from China to build 
its Hambantota port. By the end of 2017, the port had failed to pull in 
sufficient traffic to pay its debts. The Sri Lankan government decided 
to cede the port to China for 99 years which was used by critics to 

questionChina's intentions and to warn small countries about such a 
"debt trap". In fact, the planning and negotiation of these mega projects 
do require years to mature, sometimes going through government 
leadership changes.   

In May 2018, Malaysia's newly re-elected prime minister, Mahathir 
bin Mohamad, wanted to renegotiate his country's high speed rail 
contracts with China, describing them as "unequal treaties".(Malaysia 
Foreign Minister Saifuddin Abdullah said in February, 2019 that the 
project is in the last mile talks to be revived.) The Maldives, Myanmar, 
Pakistan, and Sierra Leone soon began to reconsider the scale and scope 
of their cooperation with China. Obviously inspired by the concept of 
BRI, other potential investors formed the Asia-Africa Growth Corridor, 
signed by African countries, India, and Japan, in May 2017 and the 
European Union also unveiled a plan for investing in Asia's 
infrastructure. These alternatives including the U.S. participation will 
compete with China in supplying local governments with alternative 
financing.

I agree to Rolland's conclusion in his paper that one cannot write off 
China's BRI, although he offered no concrete evidence. Thus it is useful 
to review the achievements in BRI and make a projection for its future. 
First, the BRI Plan is a broad comprehensive world development plan; it 
not only will benefit China but also will benefit all its participating 
countries. The BRI initiative consists of five strategies (policies,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 and finance, communication and cultural 
exchange) to make the project successful. Coordination of political 
policies with participating countries takes first priority. Up to now, China 
has signed 103 documents of collaborative directives with 88 countries. 
China also has presented the BRI Initiative at various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s including UN conferences and its own first summit meeting 
in 2017 where policy matter and strategies were discussed, making BRI 
and its policy transparent. Hence, 88 countries have climbed on board of 
the BRI. In Xi's trip in March 2019 to Europe, Italy, Monaco and France, 
China has pleasantly signed up Italy to BRI. Italy Prime Minister, 
Giuseppe Conte, will personally attend the Second BRI Summit in 
Beijing in April.

Infrastructure construction and investment programs are the key aspects 
of the BRI. In these strategic areas, the achievements speak easily for their 
successes, hence wide acceptance by the world. China-Lao railroad, Yaji 
rail, Kenya's Munne rail (its extension to be open in May, 2019), YaWan 
high speed railroad and Hungarian railroad and Gwadar Port and Port of 
Piraeus have all progressed well. Up to mid 2018, there were 9000 rail 
transport routes connecting Russia, Germany, Poland, Spain,11 nations and 
29 cities with eight provinces and major cities in China internally linked. 
(Xinjiang, Shanxi, Gansu, Sichuan, Chongqing, Shanghai and Zejiang ) 
Over all, China has contacts with more than 600 ports and 200 countries 
and territories maintaining her world number one position in volume of 
shipping. China also has automated the YangsanPort in Shanghai with 
higher efficiency. In air transportation, China has signed agreement with 62 
BRI nations, established direct flights with 45 countries and elevated 
Guangzhou, Shanghai and Beijing as world's major airports. China also has 
invested $91.2 billion in electric utilities inBRI countries.

The commerce, communication and cultural activities followed the 
progress of infrastructure and investment programs closely. China has been 
effectively driving their achievements and presenting them proudly in 
various conferences and at her biennial BRI Summit. The 2017 Belt and 
Road Forum for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or BRFIC was held on May 
14–15, 2017 in Beijing, which drew 29 foreign heads of state and 
government and representatives from more than 130 countries and 70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Xinhua reported the purpose of the summit as 
building "a more open and efficient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platform; a 
closer, stronger partnership network; and to push for a more just, 
reasonable and balanced international governance system." In the West, 
CNN reported the meeting with a headline "China's new world order" and 
the Los Angeles Times ran an article "Globalization 2.0: How China's two-
day summit aims to shape a new world order".

The outlook of BRI can be predicted from its Summit meetings. The 
2019 second BRI Summit will be held in Beijing in the second half of 
April, expecting to be bigger and richer in substance. So far, Russia, 
Philippine, Malaysia and Italy, their head of states have already committed 
to attend. An introductory exhibit will be shown in Xian in this month. The 
stock market responded positively to the BRI Summit in 2017. Likewise 
the stock market anticipating a successful 2019 BRI Summit has displayed 
excitement with ten stocks entered trading halt on March 20th and nine on 
March 21st. Foreign Minister Wang Yi's visit to Africa (February) and 
President Xi's visit to Italy, Monaco and France in March will drum up 
more attention to the BRI Summit in April as well as the Silk Road Expo 
scheduled to be held in Xian in May. We shall certainly get a complete 
progress report on the BRI Summit but there are enough score cards 
already for us to predict the outlook of the BRI. (To be continued in Part 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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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稿言論不㈹表本報立場，文責㉂負。

最近國民黨和民進黨都陷入黨內
總統候選人提名制度難產的囧境，
而柯文哲也靜觀兩黨的決定不急著
表態，這顯示出島內對2020大選的
焦慮， 因為這次大選將決定未來臺
灣是走向和平繁榮還是戰爭毀滅。 

去年九合一選舉的結果充分顯示
臺灣一般人民渴望和平安定、發展
經濟改善生活、降低社會貧富差
距、給年青人一個光明的未來。 韓
國瑜洞悉時勢、以他特殊的觀察力
和親和力喚起民眾心中的不滿，打
破了台獨人士長期裹脅臺灣本土意
識為反中的迷思，成為了英雄。而
韓流所代表的民意必將開創新的兩
岸形勢， 也必將迫使各種政治勢力
必須清晰的告訴選民他們將把臺灣
帶向何處？ 不可回避的就是「九二
共識」的「一中」認同!

臺灣人自認是中國人嗎？ 因為兩
岸分治的現實，大多數臺灣人民不
認為自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人，
但是絕大多數人認同自己是華人。 
根據2018年10月18日臺灣競爭力論
壇的民意調查，當民眾被問到「覺
得自己是不是中華民族的一份子？ 
」有87.3％回答「是」，6.8％回答
「不是」，另有5.9％拒答。 有些台
獨學者更認為，目前「一中」只存
在民族文化的共同淵源，或者是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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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認同的價值。 
所以，現在和平統一的最大挑戰

是如何擴大血統和文化認同上的
「一中」到政治上的「一中」認
同！ 什麼是「九二共識」 的一中，
按照習近平主席一月二日的講話，
就是 「海峽兩岸同屬一個中國，共
同努力謀求國家統一」 ，並沒有否
定兩岸分治的事實也不存在消滅中
華民國的問題。 如果不承認這個
「一中」 不僅違背了臺灣的歷史承
諾而且兩岸就不可能和平時， 相信
絕大多數的臺灣人都會願意接受這
個未來一中。 

如果兩岸人民都認同「一中」並
願意共同努力締造未來的一中，那
麼就必須磋商如何具體實現這個目
標。 由於長期的分治，兩岸有許多
不同，需要時間來逐漸的走向最終
的一制，「一國兩制」是在過度期
間面對現實的對臺灣最有利的選
擇。 至於兩制的具體內容是由兩岸
人民和政府共同參與制定的，兩岸
人民可以爭取各自認為最好的方
式。

去年年底臺灣陸委會稱接受「九

二共識」，就是要消滅所謂的「中
華民國」，這代表蔡英文的立場也
是綠營長期誤導臺灣百姓的言論。 
在兩岸完成一中架構之前，中華民
國不但會存在，而且在友好的氣氛
下，中華民國的國際空間也會改
善。 未來的一中將是中華民國和中
華人民共和國的共同新生。 

臺灣處於中美兩個相互碰撞的大
鐵球之間，臺灣最好的立場就是不
要作為一個擋路石，因為會被壓得
粉身碎骨；要作為一個潤滑劑。 蔡
英文政策的危險是把臺灣綁在美國
對華鷹派的戰車上，但是歷史證明
當美中將發生不符合美國利益的衝
突時，臺灣必定會被拋棄而粉身碎
骨！

中美關係和世界大局面臨全面轉
型的時候，臺灣也有獨特的機會，
這一點郭台銘有深刻的論述。　他
強調，這次美中貿易的劇變，將帶
給我們人類文明的另一次突破和挑
戰，影響不但是空前而且是巨大
的，這會是臺灣的挑戰，但也會是
一個最重要的機會。 

臺灣的機遇只有在和平環境下才
能實現，而承認「一中」是維繫穩
定和平的前提！ 所有參選人，包括
韓與郭都必須切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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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美貿易戰中，中國面臨著兩
種選擇。

1、選擇之一：
第一種選擇是繼續維持中美之間

現有的「攻守關係」，即美國繼續
主動進攻，中國繼續被動防守退
讓。 在經濟金融領域，從拱手讓出
貿易主導權到拱手讓出產業主導權
和技術主導權，最終拱手讓出貨幣
主導權、匯率主導權和金融組織體
系控制權。

基礎貨幣發行權、匯率定價權和
金融機構控制權(以及由此衍生出來
的股市、期市、債市、大宗商品等
定價權)是國家經濟統治權的核心組
成部分，屬於國家經濟領域的頂層
權力。

美國政府拒絕任何境外資本和機
構染指美國經濟的頂層權力。 3月
21日中國央行發佈公告歡迎和鼓勵
外資投資協力廠商支付機構，允許
外資通過支付機構掌握中國企業和
個人的金融資料和行為資訊。 與此
相反，美國政府則以國家安全為由
斷然拒絕螞蟻金服收購美國小型支
付公司——速匯金公司，不允許境
外資本染指美國的金融服務中心，
哪怕是小小的支付機構。 美國始終
牢牢控制著美國經濟金融的制高
點，拒敵于千里之外，而中國則把
各類潛在金融殺手吸引到「金融紫
禁城」之內。 市場經濟有週期性波
動，有繁榮也會有危機。 中國經濟
也不例外。 但是，不能只想到白天
的風和日麗，不考慮夜晚的月黑風
高、強盜打劫和殺手奪命。 美國的
金融安全意識和風險防範意識值得
中國認真學習。

根據環球銀行金融電信協會的支
付資訊資料：2017年10月人民幣在
國際交易中的份額是1.46%，而美元
是61%。 即使人民幣可以自由兌換
也無法改變美元的霸主地位。  但
是，只要人民幣可自由兌換，只要

正當地球上的人們正在為美中博
弈、美俄鬥爭、美國和伊朗的緊張
對峙，等等而擔心時，很少人對4月
13日美國海軍主管資訊戰的副司令
辦公室發言人Joseph Gradisher 發表
的一件有關海軍對不明飛行物體
（UFO）或者軍方所說的  "不明原
因的空中現象"的態度轉變的新聞有
太多的關注。 然而，這是美國官方
60幾年來首次不再完全否定UFO的
可能存在。 為什麼發生這種態度的
轉變？ 人類是否有可能將面對來自
未知的、比地球所有的文明更強大
文明的威脅？ 這會否改變地球內不
同國家間的紛擾和衝突？ 

長期以來在世界各國中美國軍方
對於UFO的態度是最保守的，很多
第一手的資料在上報軍方以後就石
沉大海，而且將事件列為機密，嚴
令當事人不得對外洩露，造成一個
氣氛使得  承認經歷UFO事件的人
員，特別是飛行員，被看成是精神
不正常而受到歧視，進而影響到個
人的事業前途。 然而，近年來很多
當事者在生命接近尾端的時候選擇
了不再沉默，因為他們已經無所畏
懼，所以最近幾年有越來越多的可
以互相佐證的資訊得到披露， 引起
各界，包括科學界的反思。 

促使美國海軍官方態度發生轉變
的一個顯著例子就是2004年尼米茲
航母打擊集團戰鬥機飛行員們與軍
艦上的航管人員 們和一個不明飛行
物體的雷達-視覺相遇事件。 十幾
年來這次事件在海軍退伍人員及
UFO社團間流傳，但是直到2015年
在 figtersweep. com 上對這一事件的
公開描述、對其中一名飛行員的採
訪以及隨後的新聞報導開始吸引社
會較大規模的關注。  2017年12月 , 
海軍當局向公眾公佈了這次遭遇的
紅外鏡頭錄影，這是破天荒的政策
改變。 

2004年11月初美國海軍的第十一
航母打擊群(CSG 11), 包括 "尼米茲
號" 號核子航空母艦和普林斯頓號
導彈巡洋艦（指揮艦）, 正在南加州
海岸進行遠航任務前的訓練演習, 兩
週期間艦隊的先進被動雷達系統
AN/SPY-1B 間歇的探測到多達20架
次異常飛行器 (AAV)。 14日當同樣
的事件再次發生時,普林斯頓號的艦
長認為這架AAV將會是即將進行的
空中演習的安全隱患,因此下令 已經
在空中的兩架 F/A-18F 大黃蜂型戰
機進行攔截。 飛機是雙座型, 每個
飛行員都有一名武器系統軍官陪
同，長機的駕駛員是第 41打擊戰鬥
機中隊隊長Fravor中校，僚機駕駛員
是Slaight 少校。 

普林斯頓艦的無線電報務員直接
指示飛行員改變航向, 飛向雷達觀測
到的不明飛行物的位置。 當天是晴
空萬里的無雲天氣和平靜的大海。 
當噴氣戰鬥機到達艦上雷達指定的
地點時, 4 個機組人員用目視和雷達
都沒有看到任何東西。 

然而, 他們向下看大海, 注意到一
個動盪的橢圓形區域,面積有一架波

音737飛機的大小，邊緣區域覆蓋
著泡沫和泡沫波，而中心處顏色
較淺海面也較為平靜，仿佛在水
面之下有一個大的物體，海浪因
而被打破而平靜。 

幾秒鐘後, 他們注意到一個不尋
常的物體在沸水上方50英尺處不
穩定地盤旋。 Fravor和slaight後來
都描述了這個物體是一個大的明
亮的白色橢圓柱體，就像一個30 
至46英尺 (10 至14米) 長的tic tac糖 
, 沒有擋風玻璃, 也沒有窗子, 沒有
機翼也沒有尾翼, 也沒有可見的發
動機或排氣氣流。

Fravor開始了一個圓形下降接近
AAV,該物體開始沿圓形的路徑上
升, 保持與F -18固定距離, 反映了
它的在圓圈的相反方向的運動軌
跡。Fravor隨後進行了更積極的動
作, 將他的戰鬥機俯衝到物體下方, 
但此時不明飛行物加速, 不到兩秒
就消失在視線之外。 

隨後, 這兩架戰鬥機開始了前往
作戰空中巡邏交會點（CAP）的新
航線。 "幾秒鐘內" 普林斯頓用無
線電對戰機說, AAV在60英里外的
CAP點重新出現。 據大眾力學組
織稱, 在所報告的時間內, 一個物
理物體必須以每小時 2400 英里以
上的速度移動 , 以才能覆蓋此距
離。 

戰機飛去調查新的雷達位置, 但
是當超級黃蜂到達時該AAV已經
消失。 隨後, 兩架 F-18 都返回了
尼米茲。 

在第一組飛機返回尼米茲後, 第
二組起飛, 這兩架飛機配備了先進
的 前 瞻 性 紅 外 熱 像 儀  ( ATFLIR 
艙)。 當天總共有6架F-18戰機與不
明飛行物接觸。 

科學家基於雷達筆記、飛行員
證詞和 ATFLIR 視頻分析計算用來
推導 AAV 機動所顯示的速度、加
速度和估計功率。 計算出的 AAV 
加速度從40g到數百g力, 根據1噸的
重 量 估 計 功 率 從 1到 9千 兆 瓦 不
等。 沒有一個海軍目擊者以前見
過具有這些機動能力的軍用或民
用飛機。 F-22 和 F-35 等載人飛機
加速僅限於9g, F-35 飛機的結構完
整性上限是 13.5 g 力。 初步的研
究結果表明 AAV 的能力超出了任
何已知技術。 

類似的入侵自2014年以來一直
定期發生，海軍說, 最近, 不明身
份的飛機每月多次進入美國東西
兩 岸 指 定 的 軍 方 專 用 領 空 ， 因
此，海軍制定新的規則和程序讓
飛行員報告與不明飛行物遭遇的
過程。 

海發言人Gradisher以安全和安保
問題為由, 發誓要 "調查每一份報
告"。 他說: "我們想弄清事情的真
相。  我們需要確定誰在做這件
事？ 它從哪裡來？ 他們的意圖是
什麼？ 我們需要設法想辦法防止
它再次發生。" 

來㉂外太空的挑戰來㉂外太空的挑戰來㉂外太空的挑戰
◎齊武

美國擁有了人民幣匯率走勢的話語
權、擁有了金融機構的控股權，那
麼，美國借助現行美元的優勢，就
可以主導人民幣基礎貨幣的發行量
以及人民幣的流動方向，就可以主
導國內資本市場的漲跌， 就可以製
造經濟虛假繁榮然後製造金融危
機，就可以主導中國的產業興衰和
財富分配，就可以圍剿國有企業和
國內民營資本，就可以把中國改造
為無法獨立于美元體系的經濟金融
殖民地。 因此，美國真正最想佔領
的地方不是南海島礁和臺灣，而是
代表中國經濟金融統治權的金融高
地！

在中美貿易戰的談判桌上坐著兩
批人，他們不在相同的戰略層次
上：中國要的是美國的錢，而美國
要的是中國的命。 如果拿中國金融
控制權與美國交換眼前的商品貿易
利益的時候，這等於出賣了中國政
黨和國家的未來。

金融從來就不是社會財富的創造
者，但金融從來就是社會財富最直
接的分配者。 根據上海銀監局的統
計，2017年12月末上海外資銀行資
產餘額1.56萬億人民幣，預計至少
從實體經濟領域分配拿走300億以上
的國民收入。

更主要的是，金融機構不僅是財
富的分配者，而且是實體經濟的主
宰者。 金融機構掌握著實體經濟的
運行資訊，控制著實體經濟的資金
流向和業務興衰。 外資金融機構完
全可以把所控制的人民幣資金資源
主要服務于外資企業而拒絕服務于
本土企業。 這一點在中國近代史上
十分常見。

如果繼續維持中美之間的攻守關
係，繼續維持美國得寸進尺、中國
不斷退讓的態勢，那麼，在美國持
續的立體化攻勢之下，中國必然會
喪失經濟金融的制高點，最終導致
中國政治經濟和社會的深刻危機。

2、選擇之二：
中國的出路在哪裡?中國應該把目

前的「中美攻守關係」轉變為之前
的「中美合作關係」，甚至做好不
惜重回「中美對抗關係」的準備。 
中國高層決策者必須鼓起不懼中美
對抗的勇氣，做好中美長期對抗的
佈局，拿出「丟下幻想，準備戰

鬥」的態度，才有可能重新達成中
美合作的關係。 新型大國關係就是
以平等的大國合作關係替代現有不
對等、不平等的大國攻守關係。 這
是現階段中國必須做出的重大戰略
選擇。

這是因為：在美國持續的立體攻
勢之下，中美之間的「攻守關係」
會導致中國退無可退，最終亡党亡
國，但是，如果中美關係能夠恢復
到當年的「合作關係」哪怕是重回
「對抗關係」，中國的政黨組織、
國家形態和經濟體系還是可以存在
和發展的， 不會亡党亡國。 中國不
追求中美對抗，但也不要懼怕中美
對抗。 這一點，中國至少應該比朝
鮮更加自信、更具底氣。

在當前和今後相當長的歷史階段
裡，應該把處理中美關係的任務、
目標和底線定位為：扭轉攻守關係
（ 任 務 ） 、 重 回 合 作 關 係 （ 目
標）、不懼對抗關係（底線）。 這
也是處理中美貿易戰的基本出發
點。

講政治不僅要講國內政治，還要
講國際政治。  在中美貿易戰過程
中，中國經濟決策者必須懂得國際
政治，必須認識到美國對華戰略的
核心內容是控制並肢解中國；必須
認識到現階段美國對華的政治攻
勢、軍事攻勢和貿易攻勢不過是
「球場上的打配合」，其真實目的
是奪取對華的金融控制權， 即通過
控制中國共產黨和中國軍隊的「錢
袋子」，實現不戰而屈人之兵之大
戰略。 美國利用其自身的硬實力、
軟實力和巧實力的組合已經成功肢
解了前蘇聯，美國同樣具備充分的
綜合實力肢解其它大國。 中國對此
必須高度警惕。

如果在中美貿易戰談判中，美國
提出全面進入中國的銀行、保險、
證券、期貨、基金、支付等金融機
構，提出人民幣自由兌換和資本專
案自由化，提出人民幣匯率市場化
和自由化，那麼就可以斷定，美國
發 動 貿 易 戰 的 目 的 不 是 來 「 要
錢」，而是來「 索命」。 如果看清
了對手的底牌，本次貿易戰應該換
一個思路應對。  中國應該借力使
力，利用特朗普發動的中美貿易
戰，把中美之間的利益衝突引導到
商品貿易領域，避免未來在貨幣金
融領域的更大規模的對抗與衝突。

◎余雲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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