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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BRI) is a grand vision. Its 

implementation is full of challenges. Looking at the slow progress 
made by the United Nations in the past 74 years, one might get 
discouraged by the project like BRI. There is plenty of nay-sayers in 
its start but progress has silenced many and encouraged new joiners. 
This paper makes a brief review on the criticisms and achievements 
of BRI then extrapolates to a positive future outlook.
-----------------------------------------------------------------------------------

The future of BRI seems to be bright despite of some opposition. 
The scope of BRI is huge encompassing over one hundred projects 
and countries. It is a tremendous effort to track all the projects, but 
the news media has published sufficient data for us to make an 
assessment of the BRI projects and predict its future outlook. The 
following list of check points and accomplishments for 2019 will 
give us some idea on the progress and momentum of the BRI:
1. Starting on January 5, China will use a new railroad map. China-
Europe rail will increase from 65 to 68 scheduled lines and China-
Asia rail will increase from 30 to 33 scheduled lines.
2. E-commerce Law is effective from January covering all aspects of 
e-commerce expecting a revolution in individual and micro 
businesses. The momentum of e-commerce in China is pushing over 
to several BRI countries. 

3. Africa Continent Free Trade Zone established on March 21st. 
This free trade zone will be a key player in the BRI.
4. Nigeria Dungote petrochemical project (650,000 barrels 
production) planned to complete in March is delayed. Hopefully, this 
drawback will be remedied.  

5. 125th China Import-Export Trade Conference (3/15) and 
horticulture Expo ( 4/29-10/7 Beijing)

6. 4th Silk Road International Expo and East and West China 
Cooperation, Investment and Trade Conference (May)

7. Biennial Anniversary (2019) of Kenya Munne Railroad, which 
is one of the earliest BRI achievements, with extension line to be 
completed in June as the main rail line in East Africa.

8. 15th International Cultural Products Expo (May, Shenzhen), 
Cultural interaction is one of the goals of BRI. 

9. 4th China-East Europe Minister level Economic and Trade 

Conference, 5th China-East Europe Investment and Trade Expo (June, 
Ningbo) and 6th China-Russia Expo (June, Harbin) 

10. Pakistan Tar Coalfield II Block Coal Mine and Power Station 
Projects to be completed in June, Pakistan's largest coal mine and first 
coal-electric combined project.

11. Padma Bridge, Bangladesh, to be completed in June connecting 
capital Dhaka and southwest 21 districts and linking China and 
Southeast Asia's Pan Asia railroad.

12. 4th AIIB Annual Meeting (7/12-13, Luxembourg), members 
increased from 57 to 87, approved $7 billion investments for 34 projects. 
This is a significant accomplishment.

13. Tongjiang Sino-Russian Railway Bridge to be operational in July, 
7193.71 meter long, annual load passage of 21 million tons, crossing 
China-Russia border accommodating different train track width. New 
railroad will have the same standard track width.

14. Hubu coal-fired power station, Pakistan,to be operational in July, 
with capacity of 9 billion kilowatthour. This will boost Pakistan's 
productivity.

15. China's 22 cities e-commerce trial zone will complete its one year 
test (8/7/2019). The zone is expected to expand.

16. 7th China-Asia-Europe Expo planned to be held in Urumqi, 
Xinjiang (August-September), a significant trade event.

17. 21st China's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and Trade Conference 
(September 8-11, Xiamen)

18. China-Arab Expo (September, Ningxia, yinchuan)
19. 18th China West International Expo, one of BRI platform ( 

September, Chengdu, Sichuan)
20. China-Japan-South Korea annual rotating meeting (October, 

Matsuyama, Japan), possible for Japan and Koreas to be more active in 
BRI.

21. 2019 Sea Silk Road Expo planned (October, Guangdong 
Dongguan)

22. 2nd China International Import Expo (November, Shanghai)
23. 2019 APEC, 30th Anniversary (November, Chile), BRI will reach 

South America.
24. 5th Anniversary of Silk Road Fund, established on 12-29-2014 for 

supporting BRI, infrastructure and resources development and 
manufacturing and financial cooperation.

25. Russia's Siberia Strength pipeline, 3000 km, supplying gas to China 
(12/20/2019), a major project benefitting both China and Russia and their 
neighbors.

26. Other related meetings: Brazil hosting BRICS meeting, 2nd China-
Arab Beidou Satellite Positioning Conference, a key technology sharing 
conference.

27. Shanghai Free Trade Zone will be expanded in 2019.                                                              
28. Gaku Railway will be operational, benefitting South Xinjiang.

Since the beginning of BRI, China Import-Export Bank has supported 
1200 BRI projects and contracted 700 billion RMB ($100 billion). China 
Bank has supported 460 major projects amounting to $68 billion. 
Obviously we cannot review these thousands of projects and their success 
stories. Among the 60 BRI nations, 50 of them can use UnionPay cards. 
Financial institutions are all trying to participate in the BRI financing. 
President Xi has announced that China will add 100 billion RMB to the 
Silk Road fund and he also urged Chinese banks to open overseas 
financing in RMB to support BRI and cooperate with AIIB, BRICS New 
Development Bank, World Bank and other institutions. China and 
participating financial institutions have approved a guideline for BRI 
financing, a step to fair and cooperative financing. The growth of 
investment money for BRI is the best testimony of BRI's success.

From the above list of activities and accomplishments in 2019 alone, we 
can appreciate the momentum of the BRI. Indeed, the future of BRI 
appears to be very bright, despite of some countries still sitting on the 
fence or making ominous remarks. President Trump has already considered 
China's BRI initiative important enough to send delegates to attend its 
meeting. Great Britain was the first European country to join the Asian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 Bank (AIIB). The rail connection from China via 
central Asia to Europe will soon show significant impact on trade, cultural 
exchange and tourism. The criticisms about the BRI will soon be silenced 
by cheers of celebration. Perhaps, the BRI may turn out to be an efficient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platform for joint projects of mega size and a 
closer and stronger partnership network to unite every country on Earth to 
trade and pursue joint projects beneficial to the world as a whole. The 
success of many projects will bring confidence to China and participating 
BRI members. With confidence, the BRI can push for a more just, 
reasonable and balanced international governance system. The initial 
success of the BRI projects will draw more countries to join the BRI and 
start more projects. Hopefully,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will become a 
true global development program for all people on Ear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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貿易戰，開打！

毫不誇張地說，2019年5月是中美

關係的重大轉點，是特朗普啓動極

限施壓帶來了中國極限對抗的起

點。當央視5月13日《新聞聯播》的

男主播康輝在"中國已經做好全面應

對的準備"的"國際銳評"中義正嚴辭

地說："談，大門敞開；打，奉陪到

底"的時候，一般美國媒體人士可能

還不知道它的潛在意義。可是，中

國人聽到的是，全面應戰的號角已

經吹起了。

“奉陪到底"在此時出現是具有特

殊歷史意義的。毛澤東在韓戰之初

曾寫了兩封信給杜魯門，而"奉陪到

底"就出現在其中一封信裏。這是說

中國已經下定決心，跟美國鬥到

底。這次，一輩子靠霸凌弱小的特

朗普真正遇到了對手了。可以說，

這次，他一脚踢到鐵板上了。 

或許不能説是鐵板，因爲中國這

一邊是先柔後剛的。中國希望的仍

然是大家好好談，可以讓步以求妥

協。對此，特朗普根本無法理會。

他衹懂得極限施壓，一輩子就靠這

個賺的盆滿鉢滿。但是，這次他遇

到了真正的對手。不要以爲這次鬥

爭還有善了的可能，因爲兩敗俱傷

的後果已無可避免。我們這些吃瓜

群衆將在這個世界最大的舞臺下親

歷其境地觀察這場大戰，真的可以

説是身逢其盛了。

萊㈵希澤遭遇滑鐵盧

萊特希澤的名字近來經常見報，

關心貿易戰的人大概都已知悉，這

位精通貿易規則的談判高手曾經在

年輕的時候就參與美日談判，把

《廣場協議》硬塞進日本的喉管，

導致它二十多年的消化不良，經濟

呆滯。現在七十來歲，可以説是在

談判技巧和貿易法規方面都已達到

爐火純青的境地。

五月初，在中美第十輪談判結束

後，美國代表團打道回府。此時的

萊特希澤應當是志得意滿，因爲，

厚厚150頁的準協議裏，中國幾乎在

所有方面都對美國作出巨大讓步。

國内的網站爆出所謂"十三條霸王條

款"的信息，而美國的《華爾街日

報》和《紐約時報》也先後列出相

似的八項條款。根據這些條款，中

國答應每年購買大量美國產品，以

達到兩年内將中國的貿易順差減少

2000億美元；中國必須答應政府不

得向高端科技企業提供資助（亦即

不准支持中國製造2025）；不得要

求外國企業用技術換取市場准入；

不得用網路偷竊美國企業的技術；

等等。并且，中方必須制定法律來

達到這些承諾。爲此，美國可以在

中國設立監督機構，審查執行的進

度。如果中國的執行不達標，美國

可以加稅，而中國不得報復！

如果你從來沒有讀過中國百年歷

史中所提到的 "不平等條約 "，那

麽，現在你就確切地瞭解到，什麽

是不平等條約了。 

在美國團隊離開北京的時候，它

的印象是，中國對這些條件已經照

單全收。回國後，它收到了中方的

修訂案文。據美國媒體報導，中國

撤回了十二項被美方認爲已經達成

的協議。可以相信，當萊特希澤看

到這些畫了許多紅杠杠的訂正案

文，心裏一定涼了：四十年磨練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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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的絕藝，一年多的努力，泡湯

了！他意識到，劉鶴跟他糾纏了一

年多，現在突然把桌子給掀了。據

報載，他立刻將這個消息通知了特

朗普，特朗普暴怒，隨即推特：加

稅！把本來對2000億美元的中國產

品加10%的關稅增加到25%。於是，

股市向下栽了。

大家都以爲，既然到了這個地

步，那麽劉鶴也就不必來了。可是

不然，推遲了一天之後，劉鶴仍然

帶領了一個團隊來到美國。劉鶴

說，他是充滿誠意來的。可是，雙

方心知肚明，談判已經決裂。

到這個時刻，萊特希澤應該知

道，他被劉鶴耍了。但是，特朗普

可能還不知道，他被習近平耍了。

這就是整個貿易戰的絕對精彩但不

可説的秘密。將來寫歷史的人將找

不到任何證據，衹能猜測，說中共

抓住了特朗普自大自戀，自吹自

擂，喜歡往自己臉上貼金的弱點，

向特朗普和他的談判團隊發動了一

場歷史性的忽悠。不得不說，劉鶴

的演技值得習大大發給他金鷄獎。

一年多以來，國内的媒體對貿易

戰新聞一直是呈半封鎖狀況（美國

也是如此）。可是，五月間，情況

根本轉變，"十三條霸王條款"在網

上出現。然後，於13號，央視吹響

了奉陪到底的號角。衹要看到這些

條款，中國人從骨子裏知道，中共

是絕對不可能答應的，答應的話，

它就在歷史上遺臭萬年。既然不可

能答應，那麽爲什麽劉鶴，或者站

在劉鶴背後的習近平，早沒有掀桌

子呢？爲什麽一談就談了一年零兩

個月呢？

我大膽猜想，那是因爲習近平一

開始就對劉面授機宜："你談判的任

務就是一個字：拖！拖的越久越

好。"也就是説，劉鶴必須跟萊特希

澤打太極。

太極拳講究的是推手，跟對方搭

上手之後就"掤捋擠按，上下相

随…任他巨力来打我，牵动四两拨

千斤。"當對方來勢洶洶的時候，就

跟著他游走，甚至加上八卦拳的步

法，按八卦方位跟他繞圈子。劉鶴

跟萊特希澤就整整繞了十圈，協議

案文已經寫好了，就等簽字了，也

就是到了必須見分曉的時刻了，就

在這個當口，他就猛然發力，推將

出去。這一推，萊特希澤跟特朗普

傻眼了：到底這是什麽回事？

道理很簡單，談判拖了一年多，

基本上達到了兩大目的。第一，把

談判的時間盡量拖延到接近美國大

選，由此增加對特朗普的壓力；第

二，在國内和國際上盡量準備對抗

措施，以對抗必然到來的貿易戰。

也就是康輝在央視的宣言中說的，

中國"已备足了政策工具箱，做好了

全面应对的准备"。到底一年零兩個

月的準備是否爭取到了不敗的地位

呢？衹能說，情況比一年前要好；

但是，如前述，兩敗俱傷已無可避

免。

國際㆖的變化

去年，在特朗普宣佈對中國商品

加稅之後的兩個月，他展開了跟金

胖子的棄核談判，并宣稱談判順

利。可是，到了今年三月，美朝談

崩了。

委内瑞拉是石油大國，可是近年

來一方面受到美國制裁，另一方面

内政不修，經濟基本破產，抗議游

行不斷，反對派崛起。今年1月，國

會議長瓜伊多宣佈自己爲臨時總

統。特朗普立刻給予承認，并宣

稱，馬杜羅必須下臺。多方報導，

美國於4月30日暗中幫助反對派發動

政變，以爲軍隊會倒戈，導致瓦解

馬杜羅政權瓦解，可是軍隊大部分

繼續向馬杜羅表忠，政變乃徹底失

敗。

接下來就是伊朗。也就是在特朗

普開打貿易戰之後不到兩個月，他

退出了《伊核協議》，并開始對伊

朗施加新一輪的制裁。今年5月，他

繼續加碼，制裁所有進口伊朗石油

的企業與個人，導致歐洲，日韓印

等國停止進口伊朗石油。在鷹派白

宮國防顧問博爾頓的慫恿下，美伊

戰爭大有一觸即發之勢。目前局面

仍然極度緊張。特朗普的故技是：

極限施壓，迫使伊朗談判。可是，

古老文明有自己的尊嚴，豈能屈服

於壓力？他既要極限施壓，又不敢

真打，所以，航母戰鬥群來勢洶

洶，結果一無所獲。

這一連串的失敗使他在國際上毫

無成就可言。這還不算，他不但是

加中國的稅，并且也加了歐亞主要

盟友的稅。他還非常荒謬地以"國家

安全"爲藉口增加加拿大和墨西哥的

稅。簡言之，過去一年多，他沒有

廣結善緣，團結一大批，共同壓制

中國；反而四面樹敵。因此，中方

把談判拖了一年多，其效果是，現

在面對一個遠較一年前孤立的美

國。

華為受到嚴重打擊

去年美國對中興下手，今年對華

爲下手，華爲很可能有所警覺，因

此有了一年的準備時間。華爲對美

國的威脅非常大，因爲它在5G領域

中的領先地位絕對不是特朗普所樂

見的。引渡孟晚舟的事件大家都已

熟知，不必在此討論，不過必須瞭

解，孟晚舟是被美國當作人質來要

挾華爲的。任正非顯然不爲所動。

過去一年，美國通過情報機構和

國務院向各個盟國施壓，想要制止

他們使用華爲的設備。可是，大部

分盟國至今抗拒美國的壓力，這就

導致特朗普發動了"傷敵一千，自損

八百"的極限壓力：禁止美國科技公

司賣芯片和零配件給華爲。這的確

是非常毒辣的手段。我們知道，當

前所有複雜的工業產品都有很長的

產業鏈，而這種產業鏈把許多國家

的很多製造商連在一條鏈上。在所

有類別的產業鏈中，高科技產業鏈

毫無疑問還是由美國帶頭。特朗普

現在要做的就是切斷華爲的產業

鏈。

華爲公佈的消息指出，它與33家

美國芯片公司合作，所以特朗普的

這一招有可能是致命打擊。華爲表

示，它對此有所準備，不但儲存了

來自各個廠家的零部件，足夠一年

之用，并且它自己的芯片公司海思

已經製造了各種芯片的"備胎"。谷

歌也切斷了華爲使用安卓操作系

統，我們才發現華爲已經在7年前開

始研製自己的操作系統，可以在年

底推出。華爲的處境絕對嚴峻，到

底它能否順利渡過危機，我們衹能

◎㈬秉和

Criticisms, Achievements and Future Outlook of BRI (II)

打，奉陪到底！

拭目以待。

最新消息，特朗普繼續追擊，又

對13家中國企業施行類似的打擊。

占據80%全球無人機市場的大疆也

可能即將被列入黑名單。

㆒帶㆒路

過去一年，美國輿論界大肆宣傳

所謂的"債務陷阱"，以此來攻擊中

國一帶一路的宏偉計劃。斯里蘭卡

因爲無力償還債務而將它的港口漢

班托特港 (Hambantota) 租給中國99

年，這件事被美國媒體拿出來瘋狂

炒作。事實上，斯里蘭卡多年内

戰，經濟疲弱，積欠了貨幣基金組

織，亞洲開發銀行等金融機構巨大

債務，而漢班托特港所涉及的中方

債務衹占其總債務的10%，占比不

高。可是，美國憑藉它在國際上强

大的輿論力量，把債務陷阱以及華

爲是安全威脅等假新聞炒的沸沸揚

揚。

儘管如此，一帶一路在過去一年

内又有突破性發展，那就是希臘加

入了中東歐16國與中國在一帶一路

的合作協議，將其擴大爲17+1 。意

大利和瑞士也跟於3，4月間跟中國

達成協議，參加了一帶一路的行

列。也就是説，這個把亞歐大陸構

造成鐵路，公路，電訊，能源管道

的龐大網狀系統的巨大長期工程在

繼續挺進。5月末，在北京舉行了第

二届一帶一路峰會，有37位國家首

腦和130國代表參加，與會者總共達

到5000人，其場面之浩大，真可以

說是萬邦來朝。這跟特朗普的孤立

主義形成了極端强烈的對比。

在高科技方面，特朗普的極限施

壓可能會嚴重推遲中國製造2025的

進程，可是，在構建一帶一路的人

類命運共同體方面，中國至今立於

不敗的地位。 

㆗國怎麼應對？

美國2016年大選期間，在共和黨

候選人同臺辯論時，特朗普一再

替其他候選人起侮辱性的綽號來

嘲笑他們，對他們甚至他們的家

人進行人身攻擊。可是，這麽做

他居然贏了。接下來跟希萊利競

選時，他又一再稱她爲"罪犯"，而

他又贏了。奧巴馬夫人在民主黨

競選大會上說，"他們向低處走，

我們就往高處行！"這句話贏得了

滿堂彩，可是向低處走的特朗普

贏了。特朗普說， "我永遠是贏

家!"（I always win!）

當前中國的挑戰是，怎麽才能

使這個自戀自大狂的流氓總統輸

掉。使他輸掉是贏得這場鬥爭的

唯一辦法。使他輸掉也會使全世

界絕大多數的人歡欣鼓舞，爲中

國贏來全世界的點贊。

問題是，中國應該往低處走

呢？還是往高處行？

我認爲，中國必須針鋒相對，

他往低處走(他不懂得怎麽往高處

行)，中國必須也往低處走。特朗

普斷中國高科技的糧，中國就斷

他低科技的糧。中國的最强項無

他，就是中國的龐大市場，所以

必須用市場准入（不准入）來還

擊。這不但包括大豆，豬肉，龍

蝦和稀有金屬，還應該包括蘋

果，通用汽車，福特汽車，卡特

彼勒（Caterpillar 麥當勞，肯），

塔基，星巴克等。這些都是可替

代的東西，可是對美國股市的打

擊將會非常嚴重。特朗普并不在

乎豆農的大豆賣不出去，這些農

夫很好哄，可是股市下滑和經濟

下滑則可以斷送他的連任夢。所

以，習大大要做的是，從現在開

始打擊美國經濟，旨在於今年年

底或2020年初製造美國經濟下滑。

我們必須認識到，這是一場"自損

一千，敵損八百"的鬥爭，比的是

誰挺得住。特朗普挺不挺得住，

將在2020 年的選舉見分曉。

㆗美貿易衝突面臨著決定性的時刻，美㆗關係也面臨40年來

最大的改變，應新民叢報的邀請，㆗美論壇㈳製作了㆘面㆔個

視頻：

5㈪22㈰首播㆗美論壇談美㆗貿易戰(㆒) 最終妥㈿前的風雨？ 

HTTPs://youtu.be/7z0b5CV9COg

5㈪23㈰首播㆗美論壇談美㆗貿易戰(㆓) 美方豈能既要錢又要

命 HTTPs://youtu.be/TU0aFwOsFc4

5㈪24㈰首播㆗美論壇談美㆗貿易戰(㆔)巴西柔術與西洋拳的

對決 HTTPs://youtu.be/hPMGRdBZH1M

歡迎關㊟指正!

㆗美論壇談美㆗貿易戰
Youtube 視頻系列：

中美論壇社

HTTPs://youtu.be/7z0b5CV9COg
HTTPs://youtu.be/TU0aFwOsFc4
HTTPs://youtu.be/hPMGRdBZH1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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