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SARS 与 2019-nCoV 如出一辙？ 
 
     武汉瘟疫的切入点我们从最受注目的“中国科学院武汉病毒研究所”石正丽团队

和”南京军区指挥部军事医学研究所”开始，因为所有的证据链都指向了这两个组

织机构.。由中国科学院武汉病毒研究所介绍可知，石正丽现任武汉病毒所新发

传染病研究中心主任，长期从事新发病毒的病原学研究，野生动物传播的病毒的

病原学，分子流行病学以及病毒的感染机理方面的工作。并且主持国家传染病重

大专项，973 计划，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大项目等。在 Nature，Science 发表过

84 篇论文。 
     自 2003 年“SARS”爆发后石正丽及其团队一直在追寻 SARS 的源头，她们认

为“SARS”的源头在蝙蝠身上（但很多科学家都对此表示质疑，这个后边我们再

赘述），13 年的时间里他们踏遍了中国的山川大地，有蝙蝠的地方就有她们的

身影，取得了一些不俗的“研究成果”。一起来看看她们 2013 年在 Nature 杂志上

发表的一篇成果论文《Isolation and characterization of a bat SARS-like 
coronavirus that uses the ACE2 receptor》： 

论文指出，迄今为止在中国，欧洲和非洲蝙蝠身上得到的 SARS 样冠状病毒

（长的像“SARS”，统称 SARS-LIKE COVS,简称 SL-CoVS）没有一例是跟

“SARS”对人的作用机理相同的，即通过 S 蛋白跟人类 ACE2 结合侵入细胞。 
 

 
 
      图中蓝色的突起部分“刺突糖蛋白”，简称 S 蛋白，“SARS”病毒就是通过这个 S 蛋白跟人类的 ACE2
（血管紧张素转化酶 2）结合从而侵入细胞的。S 蛋白由 S1 和 S2 两个功能单元组成，其中 S1 是负责结

合宿主细胞上的特定受体（上述的 ACE2 就是个受体），促进病毒感染，S1 包含两个域，一个是 N 端结



构，另一个是与宿主细胞受体直接相互作用的 C 端的 RBD 结构域。S 蛋白能否以 ACE2 作为受体完全取

决于 RBD 结构域。 

 
      
        
      然而，石正丽团队从云南的马蹄蝠（也叫中华菊头蝠）中得到了两种新型蝙

蝠冠状病毒的全基因序列：RsSHC014 和 Rs3367。并且这两个病毒序列与

“SARS”的关系比以前鉴定的蝙蝠冠状病毒更紧密，尤其是刺突蛋白（S 蛋白）

的结构域（RBD）。 RsSHC014 和 Rs3367 的 RBD 结构域虽然跟“SARS”的 RBD
结构域很接近，但还是无法将 ACE2 作为受体侵入细胞。接着他们又从蝙蝠粪

便样品中分离出新病毒 SL-CoV-WIV1，而这个新病毒的 RBD 结构域完全可以

用 ACE2 作为受体侵入细胞导致感染。并且这个病毒跟 Rs3367 序列的同一性为

99.9%，即跟“SARS”的同源性更高。从而得出结论：SARS 样病毒不通过中间

宿主可以直接传染给人。 
      

而在科学界蝙蝠病毒通过自然的方式传染给人类，是需要一个或多个中间宿

主（这个中间宿主拥有的 ACE2 需要跟人类 ACE2 同源）的，并且中间宿主需

具备跟人类和蝙蝠长时间的密集接触，病毒通过中间宿主不断的获得人类的基因

信息，不断的变异从而达到感染人的功能形态。由于蝙蝠昼伏夜出的生活习性，

以及栖息地远离人群，跟人类直接长时间密集接触变得不可能，所以中间宿主就

成为了必不可少的一环。假如按石正丽团队的说法，不需要中间宿主的话，那蝙

蝠聚集地云南地区岂不是要经常发生大规模的人群感染情况？ 
       
    这引出了对 SARS 非自然起源的推测。来自中共第四军医大学军事预防医

学系军队流行病学教研室教授、博士生导师徐德忠的《非典非自然起源和人制人

新种病毒基因武器》一书中的论据，充分的论证了 SARS 为非自然起源的事实。

  
书中指出了“SARS”和其他新发传染病甚至其他所有传染病具有三个非常反

常的现象： 
      一，广东和大陆流行各阶段之病例分布、传播方式和临床表现差异显著且反

常：自 2003 年 4 月中旬至五月初，大陆每天 SARS 发病数达 100-200 例以上，

但至 2003 年 6 月 3 日后即再无发病报告。时隔 5 个月后除广东的 4 个轻型病例

和实验室感染外，全球 10 多年未见发病。这在传染病史上尚无先例。与 20 世

纪 80 年代后新发传染病：如艾滋病，多型病毒性肝炎，亨尼帕病毒属的亨德拉

病毒和尼巴病毒；2009 年出现的甲型 H1N1 流感以及 2012 年出现的 MERS (跟
SARS 同属于 β-组冠状病毒)，完全反常。 
          
       二，广州爆发 SARS 病例的流行病学与临床特点和随后实验室感染与

2002-2003 年流行的均截然不同：实验室储存的 SARS 早期毒株传播力强，流

行强度大，感染者病情严重，致死率高，与 SARS 全面结束 5 个月后突发的 4
例病患的超低传染力及极轻的病情形成鲜明的对比。说明 SARS 病毒没有获得

充分的人类基因信息，导致对人体环境的不适应而逆向进化，逐渐变弱。 
          



      三，特定传染源果子狸的分布非常奇特：从被认为 SARS 主要发源地的广州

新源动物市场抽取的 91 只果子狸，15 只貉以及 24 份外环境样本中，除两份外

环境样本呈阴性外，其他全部呈阳性。而抽取的大陆和广东牲畜贸易大于 80%
的其他省份的动物市场的 1107 份样本却全部呈阴性，甚至供应新源动物市场的

农场的样本也成阴性。这完全不合乎逻辑。此三点都是我们非常容易确定的常识，

足以论证 SARS 非自然形成的结论。 
         
      SARS 的中间宿主至今没有找到，石正丽的这篇论文的目的何在？。 

 
     
      这是 SARS 的在中国的感染数据（截止 2003 年 5 月 18 日）。我们看到一

个奇怪的现象，北京感染人数竟然排在首位，并且是疫情发源地广东省的 1.6 倍，

是其它省份的几倍几十倍，并且北京的完全康复人数不到广东的 1/4，死亡人数

147 人接近广东 3 倍。为什么同样人口稠密、人员往来密集的中国经济中心城市

--上海，却没有几例感染呢？偏偏是政治中心的北京呢？中共官方的解释是身为

当时北京市市长的孟学农，卫生部长张文康瞒报数据导致的，并免去了两人的官

职。 
 
   人物关系：孟学农与王岐山互为连襟；张文康为江泽民私人保健医生。 

 

姚依林

二女儿姚明珊

二女婿王岐山

三女儿姚明端

三女婿孟学农

 
         
  
王岐山履历： 
------------------------------------------------------------------------------------------------------- 

1989－1993 年　中国人民建设银行副行长、党组成员（其间：1992.09－1992.11 中

央党校省部级干部进修班学习） 

1993－1994 年　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党组成员 

1994－1996 年　中国人民建设银行行长、党组书记 

1996－1997 年　中国建设银行行长、党组书记 

1997－1998 年　广东省委常委 

1998－2000 年　广东省委常委、副省长 

2000－2002 年　国务院经济体制改革办公室主任、党组书记 

2002－2003 年　海南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 



2003－2004 年　北京市委副书记、代市长，北京奥运会组委会执行主席、党组副书记

---------------------------------------------------------------------------------------------------------------------- 

 
朱镕基在副总理和总理任内大力提拔具有金融才能的王岐山，先后任命他出

任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中国建设银行行长、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董事长、国

务院经济体制改革办公室主任等财经要职。 
1995 年任建设银行行长的王岐山，推动建行与摩根士丹利（国际金融服务

公司）成立中国第一家合资投资银行-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并兼任董事长职

务。后朱镕基之子朱云来任该公司 CEO，这个时期中国石化、中国移动、中国

石油、中国联通、中国人寿、中国工商银行、中信银行纷纷经朱云来之手上市。

融资合计 475.84 亿美元，合人民币 3000+亿。 
    98 年王岐山被派往广东省任副省长，协助李长春处理广信，粤海等国有企

业破产案。可以说是中共有时以来最大的金融破产案，截止 2000 年 10 月份大

陆重灾区的广东省共关停 147 家城信社 1063 个分支机构，16 家国投及 14 家办

事处，国投下属 48 家证券营业部，以及 843 家农金会，此事处理结束后 2000
年年底王岐山被召回任国务院经济体制改革办公室主任。 

任经改办主任两年后（2002 年年底）突然被“贬到”海南省任省委书记，

时值“江朱政府”与“胡温政府”权力交接之际。海南经过 93 年房地产泡沫后，

经济处于回稳阶段，无重大经济问题发生，且 GDP 全国垫底。任海南省委书记

不到 5 个月，于 03 年 4 月 21 日调回北京处理 SARS 疫情。 
 
SARS 事件的时间线：（SARS 的发源地广东） 
-------------------------------------------------------------------------------------------------------
2002 年 11 月 21 日   王岐山卸任国家经改办主任到达海南任海南省委书记（至  

于什么时候离开的北京，无从考证）。 
2002 年 12 月 05 日    第一例 SARS 感染者--河源市黄杏初。 

 2003 年 01 月   孟学农（王岐山连襟）由副市长被提到了市长的位置。  
          2 月 10 日 中国政府只列出广东省的发病数通知世卫组织，共 305

例，死亡 5 例。 
          3 月 06 日   北京接报第一例输入性非典病例。 
          3 月 10 日 香港无线和亚视报道：位于沙田的威尔士亲王医院透露在

过去的几天内，有 10 多名医护人员感染。 
          3 月 12 日 世卫组织发出全球警告。3 月 20 日，世卫组织宣布越南

香港的多家医院只有半数员工正常工作。 
          3 月 31 日   港府淘大花园一栋公寓（E 座）100 人感染，全部隔离。 
          4 月 07 日 蒋彦永致电国内媒体无果后，透过关系向《华尔街日报》

与《时代》周刊发布书面声明：“到 4 月 3 号为止，单是

被总后勤部指定为收治非典型肺炎的 309 医院，已经接

受 60 例感染者，至少 6 人死亡，但是卫生部长张文康

（江泽民私人医生）4 月 3 日公布的数字只有 12 个有关

的例”。 
          4 月 20 日   宣布北京的疫情瞒报，由原来的 37 例暴增至 339 例。由于

隐瞒疫情，北京市长孟学农卫生部部长张文康被免职。 
          4 月 21 日   王岐山被紧急调回北京处理 SARS 疫情，任北京代市长。 



------------------------------------------------------------------------------------------------------- 
 这里有两个相互矛盾的决策行为： 

一， 如果中央不想再重用王岐山为何又急匆匆将其调回北京处理 SARS
疫情，要知道除了孟学农，北京还有市委书记、副市长，没任何理

由用一个被“贬”的金融方面的官员来处理公共卫生紧急事件，并

事后一路进入中央政治局。 
二， 如果中央想重用王岐山为何却将其“贬”到毫无政绩可捞的海南省。 
 
以 4 月 23 日（王岐山到北京的第二天）为计时点（北京瞒报的病例全部计

算在内），以广东和北京的病例数为对比， 可以看出王岐山调回北京后并没有

遏制疫情，恰恰相反，是感染人数的暴增。 
 

省市 截止 4 月 23 日感染人数 截止 5 月 18 日感染人数 
北京 774 2434 
广东 1359 1514 

 
 

SARS 的潜伏期为 2-12 天，按此潜伏期推算第一例感染者被感染的时间同

王岐山到达海南的时间相吻合，从北京到海南是可以经过广东的，至于王岐山离

开北京的具体时间无从查证。 
  
SARS 的目标---香港：     
SARS 时期内地经济环境背景： 

97 年亚洲金融风暴后，大陆的国有投资银行资不抵债，纷纷倒闭，广东尤

甚，造成境外投资者对大陆国有融资机构彻底丧失信任，大陆无融资渠道，急需

外资的大量引入；朱镕基的一系列“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措施，导致大量的

下岗职工再就业问题；教育产业化导致的生源过多就业困难；产业结构低效，难

于走出国门，急需产业升级。如果这些问题不解决难免会有二次“六四事件”发

生。  
香港作为全球三大金融中心之一，及拥有全球第一大货柜港，一流的海陆空

立体交通网，是解决内地这些问题的不二之选。 
 

SARS 事件中，内地跟香港的争议点，及 CEPA 的签署：  
----------------------------------------------------------------------------------------------------------- 

内地对疫情的隐瞒，在 2 月 10 日通知世卫组织之前从未通知香港，及之后

对疫情的淡化，导致香港最后的大爆发，全球第二大重灾区。 

 
5 月 8 日：大陆在物资紧缺而香港足以应对疫情情况下，硬生生拨出 40 万

件保护袍（实际运抵 95000 件）、20 万个眼罩、100 万个口罩陆续运抵深圳皇

岗口岸，由董建华签收。（对此，5 月 10 日香港行政议员田北俊对香港经济日



报讲述亲身感受，“上海的亲戚，上周末打电话来时，指当地全街都买不到口罩和

维他命 C，我老婆立刻寄了两箱，速递上去。”他在北京的办事处职员，也致电表示

无法在当地购买口罩，他也连忙速递一些口罩到北京。他慨叹，内地如此缺乏防炎

物资，试问当内地人民见到中央将物资运来香港，会有何反应？“我们在兄弟姊妹中

最有钱，无理由叫他们（内地）给我们物资。”他说︰“大家也应考虑一个问题，全

国点睇香港？上海、北京都缺货，现在他们是疫情高峰期，但香港的个案数字已下

降，疫情受控，全街都买到口罩，因此不如送回北京、北西。董建华应向中央讲句

多谢、心领，不收（物资）也不代表中央不关注香港市民。”） 

 
  6 月 18 日：香港立法会展开辩论，通过“感谢中央政府在对抗非典行动中

给予香港的支持”的动议。 
6 月 29 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抵达香港慰问，并签署 CEPA 协议。 

------------------------------------------------------------------------------------------------------ 
 
2003 年 6 月份签署协议后，中国大陆的外汇储备呈几何式增长，大量的外

汇从香港涌入大陆。 

 
 

而香港却是经济的整体下滑，香港占世界 GDP 的份额由 0.5%持续下降，相

对于全球市场来说，香港经济不进反退。 
 



 
     

协议中要求任何一方都不允许对另一方实施反倾销措施，明显有违自由贸易

的规则，内地利用香港全球最大的货柜港，加之货物的高补贴，不受任何限制的

将货物销往全球，成为香港转口贸易最大的来源国，10 年内涨幅近 4.5 倍。 



 
 

同时，由于双方取消关税壁垒，加快了香港轻工业转移到珠三角地区，成立

约 5 万家制造企业，雇佣劳工数 900 万以上。 
 
内地的金融、贸易、产业结构调整、就业，因为 CEPA 的签订彻底得到解

决。 
反观香港，实体业彻底的沦陷，香港沦为内地的业务部，金融、地产等泡沫

不断扩大，成为“空心”经济体。 
而中共政府鼓吹的为使香港摆脱“非典”冲击推行的“自由行”政策，其实

根本没有起到有力的作用，旅游业占香港 GDP 很小的一部分： 

 
  
香港当时的政治背景： 
 2002 年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钱其琛表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希望

香港尽快落实基本法第 23 条立法，2002 年 9 月 24 日，香港政府颁布了《实施



基本法第 23 条咨询文件》，就叛国，颠覆及分裂国土罪进行咨询。公众对咨询

文件反应强烈，对法例中将可能引进中国法律中“国家安全”的概念而感到不安，

通过这个概念，政府可以随时以危害国家安全的名义而取缔任何民间组织，而无

须提出证据。 
 2002 年 12 月 15 日，6 万人游行反对立法。 
 

一场人为的 SARS，加之中共的“雪中送炭”、“亲切关怀”，香港人在

“感动”中无反对浪潮的签下了吸血的 CEPA，只是没有“感动”到妥协立法。 
 
中共执政以来中国人经历了什么？ 
“大跃进饥荒”搞死的 3500 万中国人--1961 年初刘少奇透露给苏联大使切尔

沃年科（Stepan Chervonenko），“已经有三千万人非正常死亡”； 
“文化大革命”--从 1966 年到 1976 年，起码有 2000 万人死于非命，大屠杀

人吃人。1978 年 12 月 13 日，中共领导叶剑英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说，文革“死了

2000 万人，整了 1 亿人，浪费了 8000 亿人民币”； 
反人权的“计划生育”，1982 年，钱信忠任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主任，他提

出“一胎上环，二胎绝育”。 
SARS 感染人数，对中共来说只是个小数字而已。 

 
    
      

历史总是如此的相似，时隔 17 年 SARS 的改良版再一次肆虐中华大地--武
汉起“疫”。 
     2020年 1月 19日由路德社率先指出 2019-nCoV是舟山蝙蝠病毒经人为改造

适于人类传播的新病毒。而舟山蝙蝠病毒是“ 南京军区指挥部军事医学研究

所 ”2018 年提交到 GENBANK 基因库，bat-SL-CoVZC45 与

bat-SL-CoVZXC21。 



 
2019-nCoV 与 bat-SL-CoVZC45 相似度 89.12%，与 bat-SL-CoVZXC21

相似度 88.65%。 
并且 WHO 专家组前往中国考察疫情后得出的结论，也证实 2019-nCoV 与

中共军方的舟山蝙蝠病毒相似度最高。 

 
 

为了撇清中共军方嫌疑，石正丽团队一次次将战火拉向武汉病毒研究所。

2003 年 2 月 3 日在《Nature》杂志发表论文《A pneumonia outbreak 
associated with a new coronavirus of probable bat origin》，称找到了与

2019-nCoV 相似度高达 99.6%的蝙蝠病毒--RaTG13，论文将 2019-nCoV 与舟

山蝙蝠病毒、RaTG13 做了对比： 



 
       这里有两个最重要的蛋白：E 蛋白，M 蛋白，病毒的外观及特征由这两个蛋

白控制，统称装配蛋白。 
       
      我们已经论证过蝙蝠病毒到人的自然传播需要具备两个条件：一，一个或几

个中间宿主（对于 SARS，中间宿主拥有的 ACE2 需要跟人类 ACE2 同源）；

二，中间宿主需要跟人类和蝙蝠有频繁的接触。蝙蝠病毒经过漫长的一代一代的

变异，不断获得人类的基因密码，最终传染给人。 
      变异的过程中，病毒的外观、功能、特征都在朝着适宜感染人类的方向发展。

由于 E 蛋白、M 蛋白是病毒的装配程序，就像一座大楼的设计图纸一样，病毒

最后呈现形态与特征完全取决于E蛋白和M蛋白，所以病毒变异前和变异后的E
蛋白几乎不可能 100%相似。而不论是石正丽新发现的病毒 RaTG13 还是 中共

军方分离出的两个舟山蝙蝠病毒 bat-SL-CoVZC45、bat-SL-CoVZXC21，与

2019-nCoV 却是 100%的相似度。靠自然变异 E 蛋白达到 100%相似的可能性无

限接近于零，除非经过人工干预。 
 而早在 2015 年，石正丽团队已经构建出一种病毒嵌合物-2b，并将此嵌合物

嵌入到蝙蝠病毒 SHC014 的 S 蛋白上，使 SHC014 完美的以 ACE2 为受体达到

人畜共患的功能。SARS 的免疫治疗和预防方法对 SHC014 显示疗效很差，单

克隆抗体和疫苗方法亦无法中和。据此，石正丽团队合成了全长 SHC014 重组

病毒，并在体内和体外证明了强大的复制能力。此论文 2015 年发表在

《Nature》杂志---《A SARS-like cluster of circulating bat coronaviruses 
shows potential for human emergence》 



 
而作为病毒重大嫌疑来源地的华南海鲜市场被石正丽于 2020 年 3 月 3 日清

空完毕。 



 
 
    
武汉疫情的事件过程： 
2019 年 12 月 26 日： 湖北中西医结合医院 CT 科张继先收治一家三口无华南

海鲜市场接触史感染者。 
2019 年 12 月 30 日：  武汉市中心医院急诊科主任艾芬将一份 SARS 的确诊书

（也就是李文亮引用的那份）发到本院科室医生群； 



 
 武汉市中心医院眼科医生李文亮在自己医学同班级微信

群中发出警告，7 例类 SARS 病例在武汉市中心医院后

湖院区急诊科隔离。 
2019 年 12 月 31 日： 中共官方声称有网民举报有人在网上发布虚假信息；武

汉卫健委声称无明显人传人； 
国家卫健委专家组抵达武汉。 

1 月 02 日： 中央台，地方台同时报道 8 民“造谣者”被训诫 
 

根据 1 月 24 日金银潭医院发表在《柳叶刀》的论文称：

1 月 2 日已有 41 名感染者 
 

“ 发哨人”艾芬受到院领导前所未有的、非常严厉的

斥责。 
1 月 03 日： 外交部通知美国有关疫情信息与防控措施，接连 30 次通

知； 
李文亮在训诫书上签字画押。 

1 月 10 日： 中央赴武汉专家组王广发声称疫情可防可控。 
1 月 11 日： 李文亮医生发烧，体温 38.6 度，CT 检测显示双肺多发

感染，磨玻璃样病变。 
1 月 12 日： 李文亮医生住院隔离。 
1 月 19 日： 武汉百步亭万家宴举办，参宴人数突破 14 万人，4.4 万

户家庭。 
1 月 19 日： 路德社指出武汉病毒来自于中共军方于 2018 年提交到

genbank 的舟山蝙蝠病毒的人为修改版，适于人传人。 
1 月 20 日： 卫健委高级专家组组长钟南山确定人传人。 
1 月 21 日： 声称可防可控的王广发确认被感染。 
1 月 22 日： 春运大迁徙完成，离汉人员达到 500 万； 

1 月 23 日凌晨 2 点： 武汉市发布将在 8 个小时后，即 23 日上午 10 点采取交

通管制--封城。 
1 月 30 日： 王广发治愈出院。 
1 月 29 日： 最高法承认“造谣者”无罪。 
2 月 01 日： 李文亮终于得到检测结果，显示为阳性。 
2 月 02 日： 时隔 1 个月后李文亮医生微博发声，叙说得病史。 

2 月 06 日 22:14 分： 医院医生微博发布李文亮医生死亡噩耗。 
2 月 07 日： 中共官方宣布李文亮医生于凌晨 2：58 分去世。 

------------------------------------------------------------------------------------------------------- 
   2019-nCoV 与 SARS 肺部 CT 影像对比： 



 
2019-nCoV 肺部 CT（来源：武汉金银潭医院黄朝林等发表在《柳叶刀》的论文《Clinical features of 

patients infected with 2019 novel coronavirus in Wuhan,China》） 
 

 
SARS肺部CT（来源：中国医学影像技术2003年第9卷第7期《SARS X线表现》） 

 
2019-nCoV 与 SARS 对肺部的感染机制相同（两者同属β-冠状病毒），

以 ACE2 为受体，肺部的感染 CT 影像基本相同，主要呈磨玻璃影，有 SARS
常识的医务工作者对此会很容易辨别，比较早收治病例的张继先做为 SARS 时

期江汉区专家组的组员，在 2019-nCoV 传染初期，敏锐的看到了 SARS 的影子。 



 
19 年 12 月 26 日当看到收治的两位老人的肺部 CT 影像后，马上联系两人

的儿子到医院检查，结果一家三口肺部呈同样的状态。而她所说的：“那种表

现”，无疑就是 SARS 的肺部感染表现-磨玻璃影。且三人都未去过华南海鲜市

场，此时确定人传人完全有理有据。 
2020 年 1 月 11 日，李文亮医生做 CT 检查后肺部亦呈磨玻璃影，此时亦可

判断人传人。 



 
 
而早在 2015 年中国已建成全球最大疫情网络直报系统： 

 
2019-nCoV 与 SARS 同属β-冠状病毒，临床症状极其相似，尤其 CT 影像，

完全可按传染性非典型肺炎直报，或者以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直报。 
 
但是一直拖到 1 月 20 日，国家卫健委专家组组长钟南山才终于确定人传人。 
 



整个事件的过程可以看出，疫情被不断的扩散，而不是遏制。完美的拖过了

最初 20 天的阻击疫情扩散的最佳时期。1 月 3 日通知美国后，一直掩盖人传人

的事实，直到春运大迁徙完成。 
 
一带一路： 



 



中共利用一带一路达到经济“一带”化，将人民币推向国际化，把“沿路”

的国家拉入债务危机，依附于中共。文化上中共将对沿路国家人民洗脑，把符合

中央集权专制的儒家思想推行开来，根据计划会在沿线国家设立 17 个“中国文

化中心”，153 个孔子学院，149 个孔子课堂。军事上北斗导航系统，卫星通讯

系统会推广到沿线国家，从而控制现代网络信息化的军事力量。 
在仍旧以美元结算体系的事实下，中国对美国的贸易顺差让中共有足够的信

心来构建一带一路。 

 
然而，2018 年开始的中美贸易纠纷掐住了中共的咽喉，如果不能继续以如

此大的贸易顺差赚取外汇，“一带一路”会被搁浅，中共也将面临巨大的债务危

机。 

 

 



 
 

自 2014 年 10 月份-2015 年 5 月份开启“一带一路”后，中共的外汇储备暴

降，加之 2018-2019 年每年 2 万多亿的外债，此时的贸易战无疑是宣判中共的

死刑，中共需要美国，更需要美元。 
在美国无意妥协的情况下，香港作为中共外汇的主要来源地，又一次成为解

决问题的关键。 

 
2019 年由中共中央纪委倡议，香港行政长官林郑月娥推动的《2019 年逃犯

及刑事事宜相互法律协助法例（修订）条例草案》（也称送中条例），在香港引

起轩然大波。如果此条例通过，由于内地的行政权大于立法权、司法权的事实，

可以跳过法律的范畴随意罗列罪名引渡在港人士，通过这种间接的手段不仅可以

破坏香港的司法独立，把控制权转移到中共，最重要的在于可以间接性的控制香

港股市，把香港股市变成第二个上海股市或深圳股市暗箱操作。 



香港人自 2019 年 3 月 15 日开始，6 月 9 日爆发 300 万人“反送中”游行及之

后一系列的运动付出了惨痛的代价。 

 
2019 年 9 月 4 日，林郑月娥在征得中共总书记习近平批准后，10 月 23 日

香港立法会大会宣布撤回修例。 
 香港人并没有停下脚步，“反送中”演变为五大诉求：全面撤回《逃犯条例》

修订草案、撤回 612 抗争“暴动”定性、撤销所有反送中抗争者控罪、成立独

立调查委员会彻底追究警队滥权情况、立即实行“真双普选”。运动依旧在进行

中。      
      

2020 年 1 月 15 日，中美签下了中共根本执行不了也不想执行的《中美贸易 
协议》第一阶段协议。 



 
云服务的跨境服务供给相当于半开放的互联网，这对独裁专制的中共是不可

接受的，2000 亿美元的额外进口对急缺外汇的中共无异于雪上加霜。 
中共为自己留了后路：不可抗力。 

 
一场人为的武汉病毒解决了中共的两个问题： 

一， 香港的游行、集会活动逐步减少 
二， 中美贸易协定延缓 

  
     这次的病毒没有像 SARS 那样定点爆破香港、北京，而是爆破了全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