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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拉里深夜探病 臉色陰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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毋庸置疑，世界經濟正
面臨挑戰，以至於國際貨幣
基金組織（IMF）10月12日
發布最新一期《世界經濟展
望報告》，將2021年全球經

濟增長率預期從7月份的6.0%下調0.1個百
分點。目睹全球經濟長周期步入低增
長、高波動階段， 「反全球化」 呼聲持
續高漲，我們需要避免世界經濟重蹈覆
轍，需要中國承擔起自由貿易旗手的職
責。

中國這些年的行動，特別是服務貿
易領域的擴大開放，也讓世人看到了慨
然應承自由貿易旗手職責的魄力。中國
是遙遙領先的世界第一貨物貿易出口大
國，擁有巨額貨物貿易順差已經連續近
30年，在服務貿易領域卻存在巨額貿易
逆差，2020年國際收支口徑的貨物貿易
順差高達5150億美元，服務貿易逆差
1453億美元。在存在巨額逆差的服務貿

易領域宣布進一步擴大開放，支持北京
等地開展國際高水平自由貿易協定規則
對接先行先試，這顯示中國支持自由貿
易的誠意。

僅在今年年內，我們已經看到了
2021年中國國際服務貿易交易會上宣布
的一系列擴大開放、促進發展的措施，
本周開幕的第130屆廣交會、下個月將要
舉辦的第四屆中國國際進口博覽會還會
給世人帶來更多的驚喜。

今年上半年中國進出口、出口和進
口的國際市場份額分別約為13.2%、
14.5%、12%，同比分別提升0.8、0.9和
0.8個百分點，全球貨物貿易第一大國地
位越發鞏固。正是這一實力，奠定了中
國擔任自由貿易旗手的基礎。

與此同時，美國這個老牌自由貿易
旗手近10年來日益偏離方向，而且在可
預見的未來還看不到徹底改弦易轍回歸
正途的希望。拜登政府正式就任接近9個

月，不但沒有取消特朗普時代對中國貨
物額外加徵的關稅，反而進一步增加了
對中國的各色制裁、限制措施，令美國
內外商界大失所望。

全球經濟貿易期待美國發揮積極作
用，但不可能坐等美國；既然美國在此
階段沒有能力，甚至沒有意願擔任自由
貿易旗手，作為世界第一出口大國，作
為全世界數一數二的順差大國，作為世
界第二經濟大國和眾人眼裏不久將來的
第一經濟大國，中國責無旁貸。

擔任全球自由貿易旗手，也是維護
和發展中國自身利益的客觀需求。因為
中國是1990年代至今世界貿易保護主義
的最大受害者，貿易保護與貿易萎縮相
互作用的惡性循環對中國的潛在殺傷力
更大。

另外，從政治體制來看，在當前這
個世界經濟和全球貿易不確定性高漲的
時期，中國體制更有助於發揮自由貿易

倡導者的作用。美歐等發達國家主導了
國際經貿規則的發展演變，1980年代以
來尤甚，他們更有能力 「玩弄」 以世貿
組織規則為代表的國際經貿規則，在紙
面上不違反規則的前提下行保護主義之
實。2009年次貸危機高潮期間，美國在
經濟刺激法案中塞進 「購買美國貨」
（Buy American）條款，世貿組織總幹
事卻不得不捏着鼻子認可這項條款未違
反世貿組織規則。這種能力將激勵他們
訴諸保護主義手段的道德風險。印度等
視中國為經濟發展最大競爭對手的新興
市場經濟體同樣引進了西式代議制民主
政體，致使他們的貿易政策決策常常顯
得衝動多而冷靜通盤考慮少，將意願當
作現實，對中國的 「瑜亮情結」 更時刻
都在干擾印度等國的對華貿易政策。與
上述國家相反，中國政體更有利於強有
力的決策者排除干擾，克服一時短期利
益誘惑而去追求長期利益目標。

長期以來的自由貿易旗手美國已經
深陷過度干預外部事務和過度透支國力
的泥潭，需要適度收縮過度擴張的戰
線，固本培元，保養國力。在特朗普的
執政期間，我們可以看出他這種一以貫
之的理念；在拜登政府的行為中，我們
也能看到這種傾向。這種調整有利於美
國長期可持續穩定發展，但在實際實施
過程中不可避免要在一定時期內壓縮美
國左右國際市場的影響力，也無法與貿
易保護主義截然區分開來。

在現實經濟生活中，越來越多的貿
易業界人士已經將中國視為當今自由貿
易的旗手。中國堅守自己對自由貿易的
承諾，不斷擴大對外開放，為各國客商
不斷改善商業環境，以自由貿易自律，
也希望與貿易夥伴共勉。

扛起世界自由貿易大旗 中國有誠意

英議員落區遇刺 中多刀身亡

•克林頓擁有50%產權的阿肯色州白水開發公司，與
當地的麥迪遜儲貸擔保公司關係密切。擔保公司
1989年因涉嫌 「銀行詐騙」 破產，令納稅人遭受損
失。FBI調查發現，希拉里曾從擔保公司獲得一筆非
法紅利，用作克林頓1984年競選連任阿肯色州州長
的費用。克林頓夫婦被控向當局虛報資料以及作偽
證，檢察官2000年裁定兩人無罪。

克林頓健康狀況引關注
1993
-

2001年

擔任美國總統時酷愛漢堡等高熱量食物，
導致體重和膽固醇飆升

2001年
卸任總統前患皮膚基底細胞癌，很快治
愈；卸任不久出現呼吸急促情況

2004年
9月

接受心臟搭橋手術以疏通受阻的四條動
脈，醫生稱其多條動脈堵塞程度超過90%

2005年
3月

因氣胸接受手術，醫生從其胸腔取出積液
和疤痕組織

2010年
2月

再因心臟不適接受手術，於冠狀動脈植入
兩個支架

2021年
10月

因尿道感染引發敗血症入住ICU
來源：《衛報》、《每日郵報》

克林頓醜聞事件簿
白水門

•1998年克林頓被曝光與
白宮實習生萊溫斯基間
的性醜聞。他一開始否
認與女下屬發生性關
係，後被迫於證據承認
與萊溫斯基有不正當交
往。共和黨依照假證罪
對克林頓發起彈劾，但
被參議院攔下。

拉鏈門

•美國億萬富豪愛潑斯坦涉強迫未成年少女賣淫被起
訴及定罪，2019年在獄中自殺。克林頓曾公開讚揚

愛潑斯坦，並多次乘坐後者被諷為 「洛麗
塔快線」 的私人飛機。

與富豪淫媒糾葛

大公報整理

▲克林頓與白宮實習生萊
溫斯基有染。 資料圖片

【大公報訊】綜合美國CNN、《紐約時報》、《每日
郵報》報道：75歲的美國前總統克林頓（Bill Clinton）12
日因尿道感染引發敗血症，需入住加州一醫院的深切治療
病房（ICU），妻子希拉里被拍到深夜前往醫院探病，
臉色陰沉。醫生表示，克林頓接受抗生素靜脈注
射治療後，病情趨好轉。院
方強調克林頓毋需使用呼吸
機，住進ICU是出於私隱考
慮。美媒指，克林頓最快當地
時間15日能出院。

◀美國前總統克林頓有
心臟病史，近年健康狀
況備受關注。 美聯社

▲希拉里14日深夜前往加州醫院探望丈夫克林頓後乘車離開。 路透社

商務部國際貿易經濟合作研究院研究員

梅新育



克林頓12日在加州參加名下基金會的活動時，身體感到
不適。他隨後被送到加州大學歐文分校醫學中心進行檢查，
確認病因與新冠病毒以及他以往的心臟病史無關，而是由尿
道感染引發的敗血症。不過醫生表示，克林頓的病情好轉，
在ICU留醫是出於私隱考慮，並沒有使用呼吸機。

精神狀況良好 病情好轉
克林頓的發言人烏雷尼亞14日在推特發表聲明指，克林

頓的精神狀況良好，病情正在好轉。負責治療克林頓的兩位
醫生阿爾佩什．阿明和麗莎．巴達克在一份聯合聲明中稱，
克林頓因 「感染」 入院，隨後接受靜脈注射抗生素治療，目
前仍在醫院接受持續監測。 「經過兩天治療，克林頓的白細
胞數值回落，且對抗生素的反應良好。」 院方與克林頓在紐
約的醫療團隊和心臟病專家保持溝通，希望他能盡快回家。

據醫生和工作人員的說法，克林頓精神很好，一直與工
作人員和家人交談，並四處走動。醫生表示，克林頓最早可
能在當地時間15日出院，屆時需要改用口服抗生素。克林頓
的妻子、美國前國務卿希拉里周四深夜被拍到進入醫院，媒
體形容她臉色陰沉。希拉里停留了幾個小時候離開，身邊有
保安人員護送。

克林頓1993年至2001年擔任美國總統時，酷愛漢堡炸
薯條等高熱量食物，導致體重飆高，且需要服用處方藥降低
膽固醇。2001年卸任後，克林頓頻頻出現健康問題，2004
年，他因心臟多條主動脈嚴重堵塞接受心臟搭橋手術，並於
2010年再於冠狀動脈植入兩個支架。此後，克林頓轉向低脂
高纖的素食生活。

敗血症有「無聲殺手」之稱
此次克林頓感染的敗血症有 「無聲殺手」 之稱，可能由

肺部、泌尿道、皮膚或胃腸道的感染導致，長者、免疫系統
較弱和患有慢性疾病的人群風險高。這種疾病若不及時治
療，可能導致器官迅速衰竭甚至死亡。美國每年約170萬成
年人患敗血症，其中約27萬人喪命。

由於任內醜聞頻發，克林頓也被視為一位爭議總統。其
中最為人熟知的不過於1998年的 「拉鏈門」 ，當時克林頓被
曝光與白宮女實習生萊溫斯基（Monica Lewinsky）之間的
性醜聞，引發全球轟動。由於克林頓宣誓作證，否認自己與
萊溫斯基有不正當關係，更導致他以作假證、妨礙司法公正
罪名被國會彈劾，險些下台。

而2016年至2020年間，時任美國總統特朗普的性醜聞
亦頻繁被曝光。他被指與女艷星丹尼爾斯和《花花公子》前
封面模特麥克道格發生婚外情，並支付數十萬美元封口費。
更有近20名女性指控特朗普性侵，2016年，匿名為簡多伊的
女子指控，1994
年她13歲時曾被
特朗普強暴。不過
與克林頓不同，性
醜聞並未動搖特朗
普的政治生涯。有
評論就指，近20
年間，美國人對總
統的道德要求標準
天差地別，也證實
美國社會正加速墮
落。

▲英國議員埃姆斯15日落區遇刺身亡。
美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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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公報訊】綜合《衛報》、美聯
社報道：英國保守黨議員埃姆斯
（David Amess）15日下午在英格蘭東
南部埃塞克斯郡一處教堂與選民交流期
間，遭一名持刀男子襲擊，身中多刀不
治身亡，終年69歲。一名25歲男子當場
被捕，警方仍在調查其作案動機。

事發於當天中午，埃姆斯在埃塞克
斯郡濱海利（Leigh-on-Sea）西部一
間教堂與選民進行面對面交流時，一名
男子走進場地，用刀多次刺向埃姆斯。
埃姆斯需要原地接受搶救。警方12時05
分左右接報，不久後趕到現場拘捕一名
25歲的疑犯，並發現一把刀具。

現場影像顯示，多輛救護車和一輛
空中救護車停在教堂附近等候。埃姆斯
接受了一個多小時的搶救，但最終不治
身亡。《衛報》報道，案件調查將由埃
塞克斯郡警方主導，並由反恐警察協
助。據悉，英國高級反恐官員正密切監
察局勢，以確定襲擊是否出於恐怖主義
動機。

已獲爵士頭銜的埃姆斯1983年首次
進入英國議會，1997年起成為代表西紹
森德的下議院議員，關注動物福祉以及
反墮胎議題。各方議員陸續悼念埃姆
斯，英國司法部長兼副首相藍韜文表
示，消息令人心碎，他形容埃姆斯有寬
廣的胸懷、十分慷慨，包括對那些不同

意他的人。自由民主黨黨魁愛德．戴維
則形容，這是 「英國政治真正可怖的一
天。」 據悉，英國首相約翰遜已取消所
有行程，唐寧街降半旗示哀。

事件亦引發廣泛擔憂，英國政治兩
極分化近年日益嚴重，導致政客受到暴
力威脅風險大增。2016年6月，41歲的
工黨議員考克斯（Jo Cox）在英格蘭北
部西約克郡一間圖書館外，遭52歲的極
右翼男子麥爾槍殺。事件發生在英國脫
歐公投舉行前一周的敏感時期，考克斯
生前主張英國應留在歐盟。考克斯的丈
夫15日在推特上痛斥，攻擊議員等於攻
擊民主， 「沒有藉口，沒有理由，這是
最懦弱的行為。」 據悉，埃姆斯年初時
曾談及英國頻頻發生的反社會行為和持
刀犯罪事件，呼籲政府應採取更多預防
措施。

尿道感染引敗血症 克林頓入ICU

▲希拉里（左二）14日深夜前往醫院探
望克林頓。 美聯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