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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電視台一個名為《無窮
之路》的電視節目，攝製隊深
入內地最貧困的十條村落，採

訪其脫貧之路。節目以香港視角看內地的扶貧
情況，每集都製作認真，深入淺出，簡明扼
要，讓香港觀眾了解內地的扶貧計劃、決心、
勇氣與實踐，充分彰顯國家的政策如何惠及偏遠地區的居民。

十多年前，內地貧困人口超過一億，粗略計算，13個中國人
裏面，就有一個人處於貧困線下。到了2021年的今天，受惠
於國家精準扶貧政策，內地貧困人口大幅減少，赤貧消失。

四川大涼山「懸崖村」一集，介紹一條在懸崖頂上的村落。
過往由於這村子地勢險要，無法修路，村民上下山唯一的
「路」，就是一條十分簡陋的藤造梯子，這藤梯從山腳到山頂
距離約一千米，山的高度相當於香港大帽山。村民上下山、孩
子上學，每天就要花上兩三個小時爬藤梯，危險程度可想而
知。

2016年，當地政府把藤梯換成兩千多級的鋼梯，鋼梯較藤梯
穩固，但危險依然，孩子下山上學，父母依然要用繩子一線牽
緊，以策安全。至於懸崖村內早年的生活條件，是缺水缺電缺
網絡。2013年，國家推出精準扶貧，十多萬名政府調查員深入
往訪12萬個貧困村落，懸崖村是其中一條。2017年村裏解決
了用水、通電以及網絡的問題，但對懸崖村而言，交通的阻礙
使該村難以發展，特別對該村的年輕一代而言，他們難以擺脫
貧窮，山中的孩子與城市的孩子，在識見上、在貧富上距離愈
拉愈遠。政府之後再下了遷村的決定，用了3年時間在靠近大
涼山的縣城，建立超過1,400個安置區，完善醫療、學校、體
育等設施，又在安置區的周邊，建設了產業園區，還有專人進
行培訓，讓原村民靠自己養活自己。如今，扶貧到位，面貌一
新。

這一集後，又有雲南怒江大峽谷的扶貧計劃。筆者驀地想
到，香港本地也有困擾多年的籠屋問題遲遲未能解決，貧困問
題本質相同，似曾相識，究竟香港媒體對本地的貧困現象，是
否有精準的報道？政府及各界又能否同心協力，讓精準扶貧盡
快到位？國家的扶貧措施十年來已有大成效，香港告別籠屋，
是可以實現的。

港府要確立為民發展的意識
今天特首林鄭月娥發表最新一份施政報告，土地房

屋供應必然是其中一個焦點。香港不缺土地，覓地本

來就不困難，實情是僵化的政策，導致土地改變用途

難度很大。政府做事一向有嚴謹的程序，但當水深火

熱的市民蝸居在劏房中，一天都嫌長，政府就必須反

思既有的程序是否適用。正如中聯辦主任駱惠寧所

說，解決房屋問題要牢固確立「以人民為中心」的發

展理念。所以，政府發展土地的方法要有所改變，層

層審批、重複諮詢，可免則免。有中央的堅強領導是

香港市民的福氣，房屋問題必定可以解決。

陳克勤 立法會議員

近期中聯辦進行「落區聆聽，同心同行」系
列活動，中聯辦主任駱惠寧和幾位副主任先後
落區，探訪社會上不同人士。從他們探訪的對
象，就可以看出中央最關心的香港社會問題是
什麼。最令人注目的是，駱惠寧主任探訪了劏
房戶，親身了解劏房的擠迫居住環境，並且表
達出沉重的心情。

蝸居劏房一天都嫌長
此舉充分體現出中央非常關心香港市民，尤

其是基層群眾的福祉，時刻都把他們放在心
上，也為他們所面對的種種困難而焦心。長期
以來，房屋問題都是香港最突出的深層次矛
盾，過去十幾年，國家領導人和官員曾多次公

開叮囑特區政府要切實解決房屋問題，可惜

始終未有寸進，反而輪候公屋時間愈來愈長，
樓價和租金愈來愈高，劏房這種原本不合規格
的住房變成一個長期存在的悲涼現實。

政府常說覓地難，卻很少向公眾交代到底難
在哪裏。然而去年底就突然宣布覓得足夠土地
滿足未來十年的公營房屋需要。這些前後矛盾
的訊息令公眾相當困惑，市民難以理解政府在
房屋問題上弄什麼乾坤。

改變官僚手法提高效率
無論如何，市民關心的不是過程，而是結

果。市民不想再看到劏房繼續長時間存在、公
屋輪候時間繼續延長。政府早前提出的「明日
大嶼」人工島計劃只有遠景，短時間內難以見
效，政府必須提出切實可行的辦法來解決問

題，盡快行動，不能讓市民「望梅止渴」。
其實香港不缺土地，覓地本來就不困難。香港

真正缺的是靈活的土地政策，僵化的政策導致土
地改變用途難度很大。就以新界的祖堂地為例，
全港至少有2,400公頃，加起來較1,750公頃的
「明日大嶼」更大。如此大面積的土地，卻因為
祖堂地需要所有子孫同意才能出售，極高的出售
門檻令這些土地不能發展起來。如果這些土地都
可以用來建屋，香港的房屋問題一定可以迎刃而
解。其實祖堂地只是其中一個例子，還有其他障
礙都是由於政策僵化而令土地不能有效利用，最
終受損的就是香港市民。政府的當務之急是要調
整政策，拆牆鬆綁，釋放土地的發展潛力。

事實上，中央也認同加大力度發展新界土
地。中聯辦副主任何靖於國慶前夕到訪新界

北，提到新界北邊境地區土地充裕，緊鄰深
圳，有着非常重要的經濟價值和戰略價值，新
界北完全有可能成為香港新的經濟中心。由此
可見，新界北的地理位置和大量土地潛藏着巨
大的發展潛力，一旦發展起來必定可以造福香
港市民，就連中聯辦官員都替香港着緊。可是
特區政府的手腳略嫌太慢，一個縮水版的新界
東北新發展區仍要等到2023年才可以有第一批
人口遷入，全部完成更要等到2031年。以此推
算，要把新界北發展起來，不知要等到何年何
月。所以，除了拆牆鬆綁之外，另一個需要改
革的地方就是政府的辦事效率。能簡化的就簡
化，能縮短的就縮短。解決房屋問題要有一種
救急扶危的精神，絕對不能再走一般的官僚程
序，否則恐怕再過幾十年仍解決不了。

本港疫情近期基本上穩定，社會活動相
繼恢復，顯示在特區政府帶領和推動下，
香港在「內防擴散」的抗疫工作取得階段
成果。這全賴香港市民自律，維持社交距
離，並配合政府圍封懷疑受感染大廈的措
施，準確到位防止疫情在本地擴散。然
而，香港至今仍未能與內地通關，反映香
港的防疫抗疫措施較內地尚有相當差距。
事實上，在過去一年多的時間，國家上下
一心、雷厲風行，在疫情肆虐下成功「清
零」，倘若只考慮700多萬港人的通關要
求，要國家14億人民承擔疫情擴散的風
險並不公平。因此，香港需要進一步加強
「內防擴散」及「外防輸入」的防疫抗疫
措施，並以「先行先試，公務商務、人道
關懷」為原則，令國家放心與香港逐步重
新通關。

因疫情不能與內地通關下，香港社會已
經逐漸呈現衰弱。在2019年，往來香港
與內地的人次有1.6億，但2020年卻僅有
1,200萬，跌幅達92.5%。從事兩地的旅遊
業及運輸業的工人生計無望，轉行的已經
轉行、創業也得嘗試、失業唯有再等，社
會困難逐漸加深。兩地分隔亦同時衍生不
少社會家庭問題，內部矛盾日增，例如小
童缺乏家人照顧，出現繼續停學或已經轉
學的情況。畢竟，社會因疫情已經停擺接
近兩年，眼前本地消費「繁華」景象只屬
煙花「虛火」。

強化「外防輸入」安排刻不容緩
而且，兩地不能通關亦對香港在大灣區

的發展及融入國家發展大局構成阻礙。香
港當前的發展是要積極跟內地接軌，融入
國家發展大局。國家「十四五」規劃已經
為香港的發展奠定良好基礎，是國際金融
中心、創新科技中心和中外文化藝術交流
中心等。國家近期更先後為香港帶來利好
消息，例如9月公布的「前海改革開放方
案」和「跨境理財通」安排，這些都是對
香港發展深遠的重要措施。綜上所說，現
在香港當務之急，就是與內地防疫抗疫制
度接軌，為實現兩地通關積累條件、奠定
基礎。

首先，香港需要強化「外防輸入」安
排，建立有效的熔斷機制。對比疫情初
期，特區政府已經累積相當經驗，在「內
防擴散」的抗疫工作上已經實現基本「清
零」。但在「外防輸入」上，卻差不多每
日都有來自不同國家的輸入個案出現，反
映相關的抗疫工作依然存在漏洞，需要進
一步完善。舉例說，要建立有效的熔斷機
制，萬一再爆發疫情已經有「斷後方
案」，例如如何集中隔離及強制檢疫，或
者把隔離機制提升，由一幢大廈擴展到一
個社區等，保證短時間內堵截社區傳播鏈
擴散，而且要經得起兩地防疫專家的實地
檢驗，實現兩地「聯防聯控」。隨着冬季
來臨，不斷演化的變種病毒可能會更加肆
虐，加上不同國家的開放安排，強化「外
防輸入」安排更是刻不容緩。

必須盡快推出「港版健康碼」
其次，香港必須盡快推出「港版健康

碼」，鞏固「內防擴散」工
作。香港現時的「安心出
行」計劃基本上已經得到香
港人接受和使用，只要進一步優化，發揮
實時監測、及時顯示公民出行紀錄和健康
狀況的作用，並與內地健康碼互聯互通，
便是一個令國家安心的起點。

再者，在進一步提升接種率的工作上，
我相信在官商民三方努力下，香港達到
70%的水平已經不遠，若進一步增加到
80％至90%的接種率，當然會令「內防擴
散」的效果更好，亦更有效防止變種病毒
入侵。

最後，以「先行先試，公務商務、人道
關懷」為原則，逐步恢復與內地通關。國
家一直關顧香港，聽取市民聲音。所以，
我建議，原則是以「先行先試」方式，並
以公務和商務需求，以及人道關懷優先，
實現兩地有序的重新通關。舉例說，現時
不少家庭分隔兩地近兩年，國家可考慮批
准特定群組，例如已打兩針及持陰性檢測
結果的香港居民，擁有一次免檢疫的探親
機會，返回大灣區與家人團聚，讓香港居
民感受到國家的關愛。此外，國家正積極
推動粵港澳大灣區的發展與合作，通關安
排可以大灣區為先行先試區，再逐步擴至
其他城市。最後，在商務安排方面，於計
劃初期，可實施較嚴格的閉環管理，限制
以特定交通工具及在某些區域內活動。香
港從來都是國家資產，不是負債，只要兩
地的防疫抗疫制度接軌，定可實現盡早通
關，解决當前香港在疫情下的困難。

逐步恢復與內地通關
唐英年 全國政協常委 香港友好協進會會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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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在華盛頓的「香港民主委員會」(下稱「民主委員會」) 在
9 月21日換屆，由更激進的周永康、梁繼平和羅冠聰接掌，三
人可謂組成了「邪惡鐵三角」。

「民主委員會」在2019年9月由朱耀明的兒子朱牧民和美籍
華裔學者許田波共同創立，自稱是無黨派、非牟利的組織，致
力維護香港的自由、法治和自治云云。但實際上卻是以抹黑香
港、破壞中國內地為己任。

朱牧民執掌「民主委員會」時致力游說美國當局採取一系列
措施損害香港和打擊中國內地。李宇軒在徵得黎智英批准後，
把一份列有144名官員的制裁名單發送給朱牧民，名單其後轉
交至美國國會參議員克魯茲和斯科特手中供他們採取行動用，
「香港觀察」也收到一份名單副本。

李宇軒認罪後第5天，朱牧民和許田波即宣布退出「民主委
員會」，董事會主席楊錦霞亦在近日離職。但他們的接班人更
加凸顯該組織的反中本質。

周永康接掌董事會主席之職，梁繼平接任總監，而羅冠聰則
擔任「諮詢委員會」召集人。三名視法律如無物的狂熱分子聚
首「民主委員會」。

「民主委員會」的操盤者都是不折不扣的美國代理人，其新
成立的「諮詢委員會」還招攬了同樣潛逃海外的許智峯和張崑
陽。羅傑斯也把許智峯招攬入「香港觀察」的諮詢委員會，藉
此加強兩個組織之間的聯繫。

「民主委員會」聲稱「要把委員會變成更具協作能力的平
台，以放大港人的聲音，繼續為民主香港而奮鬥」。這是掩耳
盜鈴，還有誰不知道它是美國的工具！

「民主委員會」在逃犯、定罪重犯和騙子組成的「邪惡鐵三
角」操持下，其存在的唯一目的就是不顧一切破壞中國，包括
不惜犧牲香港以求達到目的。
（作者是前刑事檢控專員，本文原文發表在英文《中國日報

香港版》評論版面，有刪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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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樂士

日本國會參眾兩院在10月4日舉行全
體會議，進行新首相指名選舉，岸田文雄
執掌自民黨和贏得日本首相寶座。

在過去的60多年裏，自民黨在日本長
期執政，其間雖遭遇過下野和失去國會
多數的挫折，但總體上都是日本的主要
政治勢力。尤其2012年安倍晉三領導自
民黨贏得大選壓倒性勝利並連續多次連
任自民黨總裁後，自民黨的政治勢力進
一步坐大，但隨着日本新冠疫情肆虐，
社會輿論強烈不滿，安倍於去年8月底
突然稱病辭職後，自民黨內多個派系圍
繞安倍的接班人職位一直都在激烈爭
鬥。

在新一輪角逐中，黨內各派經反覆權
衡利弊，拋棄了民意支持率較高、但被
視為自由化和親美傾向嚴重的河野太
郎，選擇岸田出任自民黨新黨首並接任
首相，以穩住黨內各派，合力贏得下屆
議會選舉。

傳統上，日本執政黨和議會競選以國
內政治、經濟和社會問題為主，但此次自
民黨的新黨首競爭，卻在當下複雜的國際
局勢、東北亞地緣政治和中日關係惡化的
大背景下，變為了一場以日本外交和軍事
安全政策為主的大辯論。自民黨的四位總
裁競選人大多表現出立場強硬，並在對華
態度上比狠示強，以爭奪選票。

岸田素以「穩健派」著稱，當過日本
多年的外相並擔任過防相，應該說對於日
本的外交、安全大局和對華政策理性取向
心裏是明白的，岸田雖不如其他競選人那
麼激進，但為了迎合和取悅黨內一些人的
心態，也在對華關係上說了不少狠話，顯
示了相當的強硬。

岸田上任於日本疫情依然嚴重、政局
動盪、經濟滯脹、民意分化、社會問題成
堆的艱難時期，加上馬上要面臨日本新一
屆議會大選，其各種挑戰和壓力可想而
知。也許，岸田希望走出一條不同於安倍
的內政、經濟和外交路線，但他又難以擺
脫黨內各派尤其是安倍為首的主流派的牽
制約束。

安倍慣於玩弄兩面手法，實際其對華
成見是很深的。菅義偉當政基本延續了安
倍路線，華盛頓千方百計拉攏日本，日本
當局主動投靠美國，在中美之間明確選邊
站隊，成了美國推進對華同盟戰略、東北
亞圍堵戰略和印太戰略的急先鋒，並公開
與台灣當局勾勾搭搭，在反華的道路上越
走越遠，這是相當危險的。

現在岸田正式上任了，他會奉行何種
對華政策備受輿論關注。日本共同社分析
稱，日本在外交和安全保障領域如何在中
美之間推進平衡外交將成為岸田政府的重
要課題。岸田打算盡快與美國總統拜登會

談，確認牢固的日美同盟，但同時也希望
與中國保持某種外交平衡和加強對華經貿
關係，「料想會遭遇困難」，原因在於執
政的自民黨內部存在要求強硬對華的意
見，但也有希望與中國保持正常關係的呼
聲。

岸田接任日本新首相後任命了20位內
閣成員，其中13位是新人，為保持外交
與安全的連貫性和穩定性，岸田留任了日
本原外相茂木敏充和防衛相岸信夫，但新
增了據稱主要應對中國的經濟安保擔當
相。

岸田釋放的對華信息尚不明朗，但留
用茂木敏充和岸信夫不失為是一種重要信
號。在菅義偉當政時期，他倆都是積極推
進日美關係的幹將，岸信夫是安倍的胞
弟，多次發表對華強硬言論。岸田新增日
本經濟安全相也耐人尋味。

岸田作為日本資深政治家和外交家應
該釐清執政思路，保持日本對華戰略的
清醒。中日一衣帶水，只有發展中日睦
鄰友好合作關係才符合兩國和兩國人民
根本利益，也有利於亞洲和世界和平、
穩定、繁榮。如果岸田迎合日本國內和
自民黨內的反華勢力，只能誤入歧途，
這對日本的安全、利益和岸田的執政都
會嚴重不利。岸田應該當一個識時務的
日本新首相。

日本新政府應對中日關係保持戰略清醒
浦江 東南大學國際戰略智庫研究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