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Solidarity with the struggles
of the peoples of China

The world is facing an unprecedented
crisis with accelerating climate disaster,
creeping fascism, and global inflation.
Inequality is increasing dramatically.
There are more billionaires than ever
before while, the world’s poorest get even
poorer as governments bail out private
corporations and cut back on education
and health. This is no accident, or just the
result of greed but built into the logic of
capitalism, a system built on exploitation
of people and planet.

Change is urgent. We need mass
movements to win victories for
democracy and social, climate and
economic justice.

Anti*Capitalist Resistance is a
revolutionary Marxist organisation.

Poverty, exploitation, oppression and war
are products of the capitalist system in
which a tiny ruling class benefits from the
labour of the majority. The alternative is
socialism, where the wealth created is
owned in common, and democratic
planning meets society’s needs.
Socialism is not possible without the
fullest possible workers’ democracy.

We reject the undemocratic so-called
socialist states of the Soviet Union or
Mao’s China. Now the CCP in China has
introduced a form of authoritarian
capitalism which we oppose. We support

the struggle of workers and the
oppressed in China to overthrow the
capitalists and the CCP government
and build genuine socialism.

We supported the 4 June 1989 revolt
at Tiananmen Square and the struggle
for democracy in Hong Kong. We
oppose the barbaric treatment of the
Uyghurs by the Chinese regime.

A*CR is ecosocialist because the
ecological crisis is so profound that it
redefines our project. We engaged not
just in a struggle to end capitalism but
for a viable planet.

We are internationalist. Capitalism is
an international system, so the
struggle for socialism must unite
workers of all countries. Socialists
oppose imperialism – the subjugation
of weaker nations by stronger ones —
and support the self-determination of
oppressed nations and struggles for
national liberation.

We support liberation for the
oppressed. Capitalism divides working
class people along sexual, gender,
racial, national and other distinctions.
Those who directly experience
discrimination have the right to
organise. There can be no liberation
without socialism, and no socialism
without liberation of the oppressed.

contact@anticapitalistresistance.org
www.anticapitalistresistance.org

Join
ACR



反*资本主义抵抗运动
反资本主义抵抗运动 (Anti*Capitalist Resistance)

世界正面临着一场前所未有的危机，气候灾
难在加速、法西斯主义在蔓延、全球通货膨
胀、极度的不平等已经失控。亿万富翁的数
量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多，而世界上最贫穷的
人却变得更加贫穷，因为政府在救助私营企
业、削减教育和健康方面的开支。这不是偶
然的，也不仅仅是贪婪的结果，而是建立在
资本主义的逻辑中，一个建立在剥削人类和
地球上的系统。

改变是紧迫的。我们需要群众运动以达至民
主与社会、气候和经济正义。

反资本主义抵抗运动是一个革命的马克思主
义组织。

贫穷、剥削、压迫和战争是资本主义制度的
产物，在这种制度下，极少数统治阶级从大
多数人的劳动中获益。另一种选择是社会主
义，在这种制度下，所创造的财富是共同拥
有的，民主规划满足社会的需求。没有最充
分的工人民主，社会主义是不可能的。

我们反对苏联或毛泽东的中国那些不民主的
所谓社会主义国家。现在中国共产党推行的
是我们反对的专制资本主义模式。我们支持
中国的劳动者和被压迫者为推翻资本家和中
共政府、建立真正的社会主义而进行的斗
争。

我们支持1989年中囯民主运动和香港的民主
斗争。我们反对中国政权对维吾尔人的野蛮
对待。

A*CR是生态社会主义的，因为生态危机是如
此深刻，它重新定义了我们的项目。我们从
事的不仅仅是结束资本主义的斗争，而是为
了一个有生命力的地球。

我们是国际主义者。资本主义是一个国际体
系，所以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必须联合所有
国家的劳动者。社会主义者反对帝国主义--强
国对弱国的征服--并支持被压迫国家的自决和
民族解放的斗争。

我们支持被压迫者的解放。资本主义按照生
理和社会性别、种族、民族和其他方面的区
别来划分工人阶级。那些直接经历歧视的人
有权利组织起来。没有社会主义就不会有解
放，没有被压迫者的解放就不会有社会主
义。

聲援中國人民及境內
受壓迫者的抗爭
反資本主義抵抗運動 (Anti*Capitalist Resistance)

當今世界正面臨一場前所未有的危機，氣候
災難不斷加速、法西斯主義持續蔓延、全球
通貨膨脹……不平等正在急劇增加。現有的
億萬富翁已經比以往任何時候都多，然而貧
窮者卻更加貧窮。政府救助私營企業，卻削
減教育和醫療方面的開支。這一切都不是偶
然，也不僅是貪欲作祟這麼簡單，這一切都
是由這個被資本主義邏輯的嚴密控制的，用
以剝削人類和地球的系統製造的。

改變迫在眉睫。我們需要廣泛的群眾運動來
實現民主，來贏得社會、氣候和經濟等多方
面的正義。

貧窮、剝削、壓迫和戰爭是資本主義制度的
產物，在這種制度下，極少數統治階級從大
多數人的勞動中獲益。但這並不是唯一的選
項，在社會主義制度下，人們所創造的財富
是共有的，同時通過民主規劃可以滿足社會
需求。沒有最充分的工人民主，是不可能實
踐社會主義。

反資本主義抵抗運動 (A*CR)是一個革命的馬
克思主義組織。

我們反對蘇聯時期或毛澤東時期的中國等不
民主的、所謂社會主義的模式。我們也反對
當前中國共產黨推行的專制資本主義模式。
我們支持中國的勞動者和被壓迫者為推翻資
本主義和中共政權、建立真正的社會主義而
進行的鬥爭。

我們支持1989年中國民主運動和香港的民主
鬥爭。我們反對中國政權對維吾爾人的野蠻
對待。

A*CR是生態社會主義的，因為生態危機是如
此嚴峻，以至於重新定義了我們的任務。我
們不僅致力於終結資本主義，更是致力於守
護一個有生命力的地球。

我們是國際主義者。資本主義是一個國際體
系，所以爭取社會主義的鬥爭必須聯合所有
國家的勞動者。社會主義者反對帝國主義--強
國對弱國的征服--並支持被壓迫國家的自決和
民族解放鬥爭。

我們支持被壓迫者的解放。資本主義按照生
理和社會性別、種族、民族等的區別來劃分
工人階級。那些受歧視的人有權組織起來。
沒有社會主義就沒有徹底的解放，沒有被壓
迫者的解放就不會有社會主義。

contact@anticapitalistresistance.org — www.anticapitalistresistance.or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