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中共病毒  」

韓國

德國

法國

「一帶一路」的關鍵樞紐，大批中

國工人在當地修築鐵路，準備連接中

國、伊朗與歐洲。

中興和華為違反美方禁令，向伊

朗輸出軍用與民用技術。

德國有部分地區政府與部分政客親共，

北威州是最親共的州，其次是南部的拜仁州

和巴登 - 伏騰堡州。德國總理默克爾雖曾關

注中國人權問題，但總體政策亦對中共友

好，如換掉反對華為的安全部長、讓中國收

購不少高新技術企業。

疫情根源 :

50,871

32,964

西班牙

西班牙是「六四」後首個派出外

交大臣訪問中國的歐盟國家。

2005 年與中共建立全面戰略夥

伴關係，西國並未正式參與「一帶一

路」，但在部分項目上與北京合作。

65,719伊朗

32,332

1,486

9,332

2019 年 3 月，意大利不顧歐美國

家反對，與中共簽訂「一帶一路」諒

解備忘錄（MOU），成為全球七大工

業國（G7）首個加入「一帶一路」的

國家，被質疑是

中共滲透歐盟的

特洛伊木馬。

意 大 利 工

業 部 長 稱， 應

允許華為參與

5G 建設。

中共公安自

2016年 5月起，

出現在羅馬街頭

巡邏。

「特洛伊木馬」

過去 10 年間，意大

利接受中國資金累計

達 230 億歐元。中國

是意大利在亞洲最大

貿易夥伴。

316.65億歐元

129.93億歐元

普拉托（Prato）是溫州人移民重

鎮，全市人口 19.5 萬人，華人約 4.5 萬

人，紡織服裝企業過半為中資。意大利

時尚品牌多由溫州移民加工，部分移民

把疫情帶回意大利，但意國為避免外界

得知「意大利製造」其實出自中國移民

的工廠，因此迴避討論感染源。

54%46%
意大利
及其它

中資

中國是伊朗最大石油輸出
國，占伊朗產量：

134 億美元

50-70%

4,000 億美元

軍事援助

中共長年對伊朗提供導彈、戰

機、潛艇等武器，並祕密幫助建立化

學武器項目。幕後支持伊朗研發核

武，1991 年曾被發現偷運鈾給伊朗。

一帶一路

部分政客親共

中國連續四年成為德國最大貿易夥伴。

2019 年，北威州從中國進口約 281 億歐元，

占全德國 1/4；北威州出口中國 118 億歐

元，占德國對華出口 1/8。

德國有 3000 家中國企業

進駐，其中 1100 家落戶北威

州。華為、中興歐洲總部都落

戶北威州，Oppo、Vivo、小

米也在當地投資。

中國是西班牙

在歐盟外最大

貿易夥伴。

248.21億歐元

67.99億歐元

政治友好

2008 年金融海嘯與 2010 年歐債

危機後，西班牙財政嚴重吃緊，中共

曾購買近 12％西班牙國債，成為西國

第二大債權國。

財政吃緊

政治友好
法國是左翼勢力主要發源地，也是首個與中共建交

的西方大國，不乏親近中共的政客，現任總統馬克龍曾

說他是「毛澤東主義者」。前總理拉法蘭（Jean-Pierre 

Raffarin）幫中共建立武漢病毒研究所 P4 實驗室。

法國強調 5G 網絡供應商不會排除華為。

2019 年 3 月 25 日，中共與法國簽署 15 項經貿

合同，價值 400 億歐元。 100 多家法國企業在武漢投

資，包括標緻雪鐵龍集團。

經貿密切

政治親共

企業往來

（數據截至 2020 年 3 月 28 日， 00:48am GMT）

香港反送中運動：反送中遭受的鎮壓與殺戮，讓臺灣年輕人看見

中共的殘暴真相，對中共更反感。26.7％臺灣選民因此改變投票對象。

防範中國掠奪性投資：中共對俄進行掠奪性投資，如大量砍伐西

伯利亞及遠東木材、計劃修建貝加爾湖瓶裝水廠，令俄倍加防範。

2019 年，貝加爾湖瓶裝水生產線被停止。「一帶一路」在俄亦受阻，

「莫斯科—喀山」高鐵項目被普京否決。

反對中共資源掠奪：蘇聯解體後的 1990 年代起，中共隨著經濟發

展逐步成為蒙古最大貿易夥伴，蒙出口到中國貨品占出口額 88.9%，

進口占總進口額 37.6%。中共並逐漸對蒙古進行資源掠奪，大批華人

搶走當地工作機會，大量價廉質次的商品被中共傾銷到蒙古，引發蒙

古戒備與排斥。

人權問題上反感中共：中共多次利用蒙古的經濟依賴，在西藏、

新疆等人權問題上施壓蒙古閉嘴，加強蒙古對中共反感。

反送中運動期間，中共指使港府對大批香港

民眾展開暴力鎮壓或無差別攻擊，離奇的

「被自殺」案例頻傳，讓更多香港市民認清

中共暴政本質，甚至屢屢高喊「天滅中共」、

「全黨死清光」口號。據香港大學民調，香

港人對林鄭月娥支持度一度跌至 18.21 分

（2020 年 2 月），創歷史新低；表示不信任

中國政府的年輕港人多達 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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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民對港府及北京政府的信

任程度自去年反送中後急轉

直下

1997 年

主權移交

2019 年反送中

信任淨值 香港政府 北京政府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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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 11 月 21 日，華為董事長梁華

在東京都內召開記者會，表示預計 2019 年

從日本企業採購的零部件金額將比上年增

日企在中國經營的年銷售額比率（日圓）：

<1 億 1 億 -10 億 10 億 -100 億 100 億 -1000 億 >1000 億 

28% 44% 19%4% 5%

美國

103,729

中共全面滲透美政府、智庫、企

業、民間組織。布魯金斯等頂尖智庫為

華為站台；大批華裔及美國學者被「千

人計畫」收買，盜竊知識產權；微軟、

亞馬遜等大公司與中共安全、監管部門

合作，淪為中共幫凶。

科技合作

中共高度重視華州和西雅圖，四

代黨魁訪美均首選西雅圖；中共拉攏

紐約政要，雙方成立貿易投資合作聯

合工作組，舉辦投資合作論壇。

政治滲透

中美軍事合作覆蓋海陸空，大幅

提升了中共軍事裝備性能。代表案例

有：出口先進直升機項目；「和平典

範」戰機升級換代項目；出口高技術

衞星及先進軍艦燃氣輪機項目；輸出

GPS 項目等等。谷歌亦與清華軍方

背景團隊合作 AI 技術。

軍事合作

中國是伊朗
最大貿易夥伴

中共同意在未來 25 年，向伊

朗的石油天然氣等產業投資。

去年貿易總額多達： 

2020 年 1 月 14 日，韓國總統文在寅

在首爾表示，韓方將同中方繼續加強文化

等領域交流，擴大人員往來。同時，韓國

也將繼續加快自身「新南方新北方政策」同

「一帶一路」倡議的對接和推進步伐。疫情

爆發後，文在寅拒絕對中國旅客關閉邊境，

聲稱「沒有實際利益」，引發 146 萬人連署

彈劾。

2016 年，韓國屈從中共取消神韻藝術

團演出。

日本帝國數據庫調查指出，2019 年 5 月

共有 13,685 家日本公司在中國營運。其中年

銷售額達 10 億日圓以上的企業占 68.7%，相

比 2016 年調查增加了 8.4%。

疫情政治化引反感：此次疫情中，中共頻頻阻撓滯留武漢臺灣人

返台，並對臺灣大打政治戰，再引民眾反彈。民調顯示，67％臺灣人

不信任中共防疫能力，88％認為中國疫情非常嚴重。

中共干預臺灣大選：今年總統大選，中

共祭出大量金錢、人力及各種統戰伎倆，試

中共長年恫嚇臺灣：中共長年對臺灣

進行文攻武嚇，近期北京公開宣稱探索「一

國兩制」方案，試圖抹煞中華民國主權。最

新民調顯示，臺灣對共產黨有好感者僅剩

5.8％。

華爾街充當中共「貴人」，助中共

入世。三大機構（MSCI、GEIS、彭博

指數）為 A 股和中共國債背書，為中

共輸血至少 5000 億美元。許多美國券

商、投行和會計所串通中方作假，幫助

逾千家中國公司在美上市收割「美國韭

菜」。摩根大通「子女項目」成為華爾

街與中共權貴親密合作象徵。

經濟合作

飲鴆止渴：貪紅色資本解困， 反被中共傾銷搶占市場， 淪為附庸

自毀長城：不顧國家安全， 拱手讓中共實現「數字極權」全球布局

86,498
意大利

中共實施百億美元大外宣計畫，

「紅色媒體」影響滲透至時代廣場和華

盛頓 DC；控制在美大多數中文媒體，

同時以利益收買美國主流媒體，換取讚

美；利用大批孔子學院在美教育界輸出

紅色意識形態；滲透僑界進行統戰。

意識形態合作

與反共國家軍演：從 2005 年開始中俄

軍演多次，但規模小，作秀色彩濃厚。相

反，俄蒙軍演更具實戰意義，且目標針對中

共，每年舉行亦從未邀中共參加。俄亦與中

共對手印度在俄中邊境地區軍演。更扶持印

度，出售最先進武器、甚至提供貸款。

日本

引狼入室：放任中共大外宣給本國民眾洗腦， 打壓普世價值、 引入迫害

與虎謀皮：跨國公司為利益投資大陸， 輸出資金、 技術為中共延壽

一圖看懂中共滲透、 各國親共及疫情攀升之現狀

34%30%
不含日本

2019 年亞太區營收

281億歐元

118億歐元

北威州

反共抗疫案例親共染疫案例及確診人數

普拉托織品企業
過半中資

政治友好
伊朗自 1979 年「伊斯蘭革命」後

與歐美疏離，轉與中共交好，中共成

為伊朗後台，暗中扶植伊朗在中東地

區牽制美國、以色列等國家。伊朗被

美國制裁後，中國仍大量採購伊朗原

油，提供經濟資助。

奢侈品集團 LVMH、

Kering （GUCCI 母 集 團 ）

去年來自亞太區營收分別為

30％（不含日本）、34％。

圖干預選舉結果，激怒臺灣民眾，結果讓親共的國民黨候選人以超過

240 萬票差距落敗，締造歷史記錄。

西班牙有 8 個孔子學院。

2014 年，西班牙屈從中共，撤銷

對前中共黨魁江澤民的通緝令。

2019 年，西班牙配合中共阻撓神

韻藝術團在當地演出。

北威州積極參與「一帶一路」，州內杜

伊斯堡市成為中歐班列重要節點。北威州與

中國有 20 個姐妹城市、200 座姊妹大學。

全球入侵
1 3
2 4

貿易逆差

貿易逆差

貿易逆差

加 5成，達 1.1萬億日元。

企業高度投資中國
2019 年 1 至 9 月，中國是韓第一大出口2019 年 1 至 9 月，中國是韓第一大出口

國，貿易額 998 億美元，赴韓陸客達 440.1 萬國，貿易額 998 億美元，赴韓陸客達 440.1 萬

人，年增 27%。三星電子將向生產半導體的人，年增 27%。三星電子將向生產半導體的

中國西安工廠投資 80 億美元，提高 NAND中國西安工廠投資 80 億美元，提高 NAND

型記憶卡產能。三星也是華為主要供應商。型記憶卡產能。三星也是華為主要供應商。

239%27%
中國在韓投資同比增長赴韓陸客年增

特別
出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