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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政府認為舊區重建、更改土地用途
等土地供應方法，並不能提供充裕的土地
讓政府大刀闊斧去發展，因此政府往往將
發展基建的目光轉移到填海造地、發展新
界市鎮附近的鄉郊地區。這樣的結果是，
無論漁民或農民的生計，甚至整個香港的
漁農業都受到威脅。漁農界並非要將所有
有利於香港發展且有急切需要的項目都推
倒，但是，政府絕對有必要重新檢視賠償
機制，以及推出長遠的漁農業發展政策，
否則香港的經濟、民生與漁農業難以持續
平衡發展。
政府應該明白，填海同發展鄉郊用地，

漁農民都是重要的持份者，更係發展的受
害者。因為他們歷代以來靠地、靠海維
生，以漁農業維持一家生計，所以在漁農
民心目中，政府的發展同外來入侵無分
別。即使政府有「大道理」向市民解釋發
展計劃的重要性，但不表示當地的市民，
包括漁民、農民願意接受，賠償亦不是政
府的恩賜。所以如果發展必須上馬，一個
既能維持漁農民尊嚴、根據實際損失所作
的合理賠償，必不可少。為何要強調這一

點？政府是否無做？有！例如甚麼漁民特
惠津貼、收回及清理土地的特惠津貼等
等，我們也耳熟能詳，但問題是做得不夠
好！
例如︰港珠澳大橋香港段工程已經上

馬近兩年的時間，漁民的生計飽受影
響。長達兩年仍未有一個仙的賠償落
袋，叫漁民如何是好？亦有搖櫓作業的
漁民反映，填海發展迪士尼樂園時，僅
獲幾百元的特惠津貼。但政府辦理特惠
津貼，又說要維持公正性，手續繁複，
派籌、登記最少阻漁民三日生計，幾百
蚊的特惠津貼不僅補償不了失去漁場所
造成的損失，就連三日生計都不夠；又
例如，政府為受新界東北發展影響的住
戶提供60萬元的特設現金津貼，原意是
為受清理土地影響的住戶，用於支付重
建平房的建築費用，但以現今的生活水
平計算，沒有100萬至120萬根本不夠重置
一間農用建築物，難道政府覺得農民要
搬屋都不夠慘情，還要補貼政府幾十萬
去幫補城市發展？希望政府能夠對漁農
民因城市發展而帶來的損失和復業的需

要，作出
更詳細深
入 的 研
究，制訂
合適的賠
償機制，
讓漁農民
能夠得到
合理的賠
償。
更重要

的是，政
府在發展
的同時應
採用「社區共管」的思維。其實農田水利
除了是重要的基建外，綠色生活也是保育
的目標。政府應在新發展區，甚至在整個
香港的發展藍圖中，作好完善的農業規
劃。例如︰撥地建立綜合農業村同漁農業
研究中心，重組凌亂分散的農業，減少發
展基建對漁農民的影響；應積極考慮漁農
界提出的賠償方案，達致城市發展與漁農
界雙贏的局面。　

制訂發展與漁農業雙贏的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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興之路」大型展覽10月5日假香港會議
展覽中心新翼隆重舉行開幕典禮，筆者
有幸獲邀出席並擔任嘉賓，可以先睹為
快。徜徉於歷史長河中，思潮起伏、感
慨萬千。駐足大型油畫《開國大典》
前，毛澤東主席莊嚴宣布「中華人民共
和國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的聲音
彷彿就在耳邊響起，心情萬分激動。新
中國創立，推翻了「三座大山」，人民
當家作主，邁向社會主義建設新里程，
標誌 一個新紀元的誕生。細細觀賞
600餘張珍貴歷史圖片和部分實物、手
稿等相關資料，可以「零距離」了解中
國現代發展史，實在是一次難得的學習
機會。身為中國人，看到民族振興、祖
國強大，深感鼓舞與自豪。
此次展覽展示了自1840年鴉片戰爭以

來中華兒女為民族復興而走過的艱辛路
程。回眸歷史，17世紀西方國家興起工
業革命，大型的機器逐漸代替傳統的手
工操作，生產力大大提高，推動了社會
進步。經濟迅速發展需要更多的資源，
一些西方國家開始對外擴張和殖民掠
奪。清王朝故步自封、積弱太久，歷史
發展規律從來是「落後就要挨打」。西
方列強用槍炮打開了國門，迫使軟弱無
能的清政府簽訂了一系列不平等條約，
先後割讓土地達300多萬平方公里、賠
款白銀逾9億 。「不進則退」是永恆
的規律，從1800年清朝末代開始中國衰
退了130年，而西方國家藉工業革命興
旺了百多年。世事輪流轉，中華民族經
已轉運，由弱變強、由貧成富的時候到
來了⋯⋯
山河破碎、民不聊生，危機關頭，孫

中山領導的「辛亥革命」推翻了中國幾

千年來的封建統治，成為救亡圖存民主
革命的里程碑。100多年來在幾代中國
領導人帶領下，經過艱苦奮鬥，今日中
國已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成果來之
不易。各民族人民應不分黨派，凡是炎
黃子孫齊為振興中華出言、出力、出
錢，同舟共濟，務求早日實現偉大復興
的「中國夢」及中華民族和平統一之
夢。在我有生之年希望見到「兩岸」和
平統一的時間表。
不了解歷史就不能創造歷史，不把握

時代脈搏便不能順應潮流。筆者改寫舊
對聯勉勵廣大青少年「是中華兒女，當
勇往直前，共圓中國夢；應世界潮流，
須迎頭趕上，齊奔現代化」。今後海峽
兩岸可不分彼此攜手協作，加強科技發
展，創建世界一流大學，培育更多人
才，希望將來以腦力代替手工賺錢。
在筆者近九旬的人生中，曾經歷過日

治時期屈辱、動亂的痛苦歲月，亦分享
到改革、開放帶來的巨大成果，更加珍
惜今天來之不易的和平、穩定、繁榮局
面，深明國家強盛、民族興旺之道理，
也切身體會到香港的前途和祖國的發展
息息相關，個人命運受時代洪流的影
響。
據報道，自展覽開幕以來，入場參觀

者絡繹不絕，累計已超過數萬人，許多
學校聯繫、組織師生參觀。各界人士觀
賞後紛紛表示上了一堂生動的愛國主義
教育課，增加了國情知識，獲益良多，
介紹的小冊子圖文並茂，值得收藏。各
大、中學圖書館不妨訂購國家博物館出
版的《復興之路》一書及紀念冊，讓學
生更好地了解近200多年的中國歷史。
同時也可多組團訪問內地，深入了解民
間疾苦，為貧困地區做一點義工服務，
體驗不一樣的人生，對青少年的成長不
無益處。

據香港文匯報報道，中聯辦的主任、副主任往年出

席國慶升旗禮都是乘專車到場，其他中聯辦官員則乘

坐中巴前往。但在今年10月1日升旗禮儀式的現場，中

聯辦主任張曉明和各同事一起乘坐中巴到場。記者好

奇，特地向一位中聯辦的官員探知內情。原來，中聯

辦正在建設節約型機關，不光是用車從簡，用電、用

水、用紙、用電話都要節約。中聯辦的官員向文匯報

記者透露，為落實習近平總書記等中央領導反覆強調

的「要堅持勤儉辦一切事情」、「浪費之風務必狠剎」

的指示要求，中聯辦要求機關所有工作人員厲行勤儉

節約、反對鋪張浪費，將建設節約型機關作為長效措

施堅持做下去。

張曉明以身作則

實際上，中聯辦領導坐中巴也不是第一次，在調研

走訪活動中跟同事「拼車」坐大車，已是家常便飯。

特別是張主任自去年12月履新以來，一舉一動備受關

注。他一直主動走在最前線，常常接受傳媒各類尖銳

提問，直截了當地回應敏感謠言，作風開明。他以身

作則，坐大車、簡隨從，深入香港社會、廣泛接觸香

港市民、廣交朋友、深交朋友，虛心聽取意見，這反

映了張主任身體力行的工作作風。中聯辦網站刊登的

報道顯示，張主任參加的公開活動，官式活動的比例

極小，絕大部分均為聯繫香港各界和促進兩地交流的

活動，包括：拜訪一些為香港回歸祖國、為國家的改

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事業作出了歷史性貢獻的前輩及

其家人，到深水 探望基層市民家庭，走訪「 房」

住戶，參加香港植樹日活動，搭乘港鐵出行，與香港

各政黨、社團和組織交流，聆聽各界聲音。

誠意與香港各界溝通

張主任更破天荒應邀到立法會與議員午宴，透過立法

會這個平台，與香港各界建立一個聯繫的橋樑。午宴期

間，張主任以平易近人、風趣幽默、虛心兼聽的新人

事、新作風，向議員展示中聯辦是抱 誠意和善意，希

望與香港各界溝通。立法會各黨派對張曉明親臨立法會

與議員溝通，都持正面態度，公民黨議員湯家驊形容會

面氣氛良好；民主黨主席劉慧卿在宴會上提出，若有機

會，全體立法會議員下次可到中聯辦「作客」吃飯。就

算一些言行激烈的議員也沒有過激舉動。這說明會面為

中聯辦與立法會各黨派搭建了溝通的橋樑。

改進作風受各界和輿論熱烈歡迎

張主任履新後不久，在中聯辦2013年新春酒會上的

致辭中向香港社會各界人士宣布貫徹中央改進作風

「八項規定」的具體實施細則，受到香港各界人士和輿

論熱烈歡迎。當時，有輿論認為：「自中共總書記習

近平上場至今，內地掀起一陣整肅倡廉、嚴打腐敗之

風。張曉明新要求重點，正是響應中央的廉政作風。

⋯⋯如今張曉明高調揚起肅貪倡廉旗幟，相信會另有

一番新景象。」有輿論亦指出，「很多時送果籃等都

只是禮尚往來、中國人的禮貌習俗，但新班子新作

風，建立這文化能避免外界有半句閒話，都是好事。」

有評論更表示從這些實施細則中，體現了在「一國兩

制」方針下，中聯辦為港人服務、勤政務實、清正清

廉的工作宗旨和要求。　

結合實際 與時俱進

張主任宣布的中聯辦貫徹中央改進作風「八項規定」

的實施細則，除了具有內地各地各部門促進作風轉變

的共同內涵外，其特別引人注目之處，是鮮明地體現

了在「一國兩制」方針下，中聯辦結合實際、與時俱

進的工作作風要求。香港商界、政界、不同機構和社

團交流活動頻繁，形式多樣，往往邀請中聯辦人員參

加，這是香港社會各界與中聯辦聯繫密切的表現。香

港節慶致送果籃禮

籃蔚然成風，已成

為社會習俗。中聯

辦的有關細則規定

中聯辦人員出席香

港社團組織和公司

的活動不參加抽

獎，婉拒節慶果籃

禮籃，這表面上看來似乎「不近情理」，但卻有利中聯

辦人員保持清廉。因此，張主任希望香港社會各界人

士對中聯辦執行有關規定予以理解和支持。　

致力建設節約型機關

從張主任2月在新春酒會上公布新作風細則以來，中

聯辦雷厲風行，機關所有工作人員厲行勤儉節約、反

對鋪張浪費，將建設節約型機關作為長效措施堅持做

下去。為此，中聯辦提出了節電、節水、節約電話

費、節約使用辦公用品、節約活動經費等措施，具體

內容包括夏季空調溫度不能低於26度，信封反覆使

用，白紙雙面使用，盡量使用公共交通工具參加公務

活動，使用公務車輛或搭乘出租車盡量「拼車」等。

中聯辦6月初又在網站顯著位置張貼通告，強調「中

聯辦重申嚴守八項規定婉謝各類節禮」，工作人員需按

內部實施細則，又特別提到在端午節時，應婉拒食

品、果品等禮物。中聯辦不但每逢節日，而且時時刻

刻都提醒工作人員嚴守貫徹中央改進作風「八項規定」

的實施細則，時時提醒，嚴格約束，這使中聯辦工作

人員的一言一行，都符合內部實施細則，堅持嚴於律

己、廉潔奉公，表現出改進工作作風的嚴格要求。

中聯辦改進作風雷厲風行 香港社會高度評價

美國政府關門凸顯周期性政治危機蒯轍元

何俊賢 立法會議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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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主席習近平在印尼峇里出席亞
太經合組織領導人非正式會議前一天
（10月6日），會見了行政長官梁振
英。梁振英向習主席匯報了香港近期
的經濟和民生，習主席肯定了梁振英
領導下特區政府的施政成績。他們也
談及香港未來的政改，推進民主及
2017年的行政長官普選的問題。這無
疑是香港的大事。
就當前的政改問題，習近平表示，

香港政制發展，必須按照《基本法》
規定和全國人大有關決定。用通俗一
些的說法形容，這不但是不可動搖的
原則，也是「底線」或「紅線」，也可
以說是「框架」，在其之內，所有的細
節均可以商討，讓2017年行政長官選舉
既順利又完美。至於超越「底線」或
在「框架」之外的種種「花招、奇
招」，例如「公民提名」、「真普選」
等，均不適宜，甚至有「亂港」、「禍
港」之嫌，堪稱是「別有用心」，其中
有少數提出「高見」者，很可能「居
心險惡」，說不定是「洋大人」的代言
人。既然夏千福和施維爾已代表美、
英政府赤膊上陣，干預香港政事，他
們在香港找幾個代言人或馬前卒，也
絕不是什麼出奇的事。
習近平談香港政改，必須按照《基本

法》規定和全國人大有關決定，實在是
非常簡潔和十分明白，不必是律師、學

者或專家，對習主席的話或《基本法》
的規定，例如第四十五條如何選舉產生
行政長官的辦法，普通人也是極易看懂
和理解的。
舉例說，《基本法》規定普選行政長

官是目標，其進程要根據「實際情
況」，要按照「循序漸進」的原則，要
經由提名委員會的提名。這本來是合情
合理的規定，香港選舉行政長官時，理
應依法照此辦理。況且，香港是法治地
區，選舉行政長官更加要講法治，豈容
一小撮目的是「亂港」的反對派人士為
所欲為？
再深入一些說，《基本法》規定，選

舉行政長官設有一個提名委員會，但有
人就不願意守法，硬是要提出什麼「公
民提名」，企圖取代或架空提名委員
會。這樣的「高見」，明顯不符《基本
法》，不要說中央不會同意，廣大香港
市民也不會同意。
近一時期，關於政改問題，香港有很

多「雜音」。有人為了「亂港」，什麼
「花招」都會使出來，說不定有人是按
照「洋大人」的指揮辦事。如今，國家
主席習近平已作了表態，為政改「一錘
定音」，香港的政改方向，尤其是2017
年的行政長官普選，應已是十分明確，
那就是：必須按照《基本法》和全國人
大決定。從今以後，希望某些人不要再
「扮天真」和「搞搞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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鴻爪泥雪

中聯辦主任張曉明履新後不久，就在中聯辦2013年新春酒會上的致

辭中向香港社會各界人士宣布貫徹中央改進作風「八項規定」的具體

實施細則，至今以來，中聯辦改進作風雷厲風行，不僅嚴格落實有關實施細則，而且致力建

設節約型機關，厲行勤儉節約、反對鋪張浪費。張主任和各同事一起乘坐中巴出席今年國慶

升旗禮，就從一個側面反映了張主任身體力行的工作作風。香港社會各界都可以看到一股新

風氣撲面而來，對中聯辦改進作風雷厲風行紛紛作出高度評價，咸指這有利中聯辦認真貫徹

落實中央對港方針政策，維護港人福祉和香港長期繁榮穩定。

■楊志強

時評強志

奧巴馬總統其政府關門，亞洲之行
泡湯，可謂內外交困，焦頭爛額，手
足無措。因其手足被共和黨把持的眾
議院捆綁 ，豈能有所措。這不僅是
奧巴馬總統國內政爭的失敗，也是以
「太平洋總統」自居的奧巴馬在國際
上，尤其在亞太丟人現眼，顏面掃
地。這些都是表面現象，而從深層次
上看，這折射出美國民主的悲哀。再
進一步透視，從美國政府的關門危
機，接下來還有更嚴酷的債務危機，
則可投射出美國資本主義社會不僅有
先天的周期性經濟危機，而且有後天
的周期性政治危機。

周期性危機家常便飯

有關資本主義社會發生周期性經濟
危機，是馬克思一百多年前做出的論
斷。這是當年馬克思在《資本論》中
分析資本主義生產方式，論述資本主
義社會經濟運行規律時，所做出的科
學論斷。
現在看來，資本主義社會，尤其頗

為發達的美國資本主義社會，發生周
期性政治危機，也已是家常便飯了。
美國政府關門就是周期性政治危機的

典型案例。再者，2011年發生「財政
懸崖」危機也因美國民主共和兩黨政
治鬥爭風波而起，今年10月17日，又
將面臨新一輪財政危機即債務危機的
政爭風波即屆，這或又將成為周期性
政治危機的典型案例，而且這場債務
危機逾期不能化解，美國將出現史無
前例的違約，並將導致不堪設想的嚴
重後果。白宮已緊張意識到，那將
「在多年內損害美國的民主、信譽及
全球地位」。美國政府債務違約勢將
嚴重傷害世界經濟，尤其是新興經濟
體國家的經濟。這將遺禍無窮，罪莫
大焉。

美國步上英國衰落的後塵

自從1976年以來，美國政府曾出現
過17次關門政治危機。距今最近的一
次是前總統克林頓民主黨政府關門危
機。克林頓政府關門也是起因於民主
共和兩黨關於政府預算的政爭。克林
頓政府關門時間之長創下了歷史記
錄，達21天之久，即從1995年12月15
日到1996年1月6日。無獨有偶，此次
奧巴馬總統的民主黨政府又重現了克
林頓政府的關門危機。這兩次都源於

民主黨前總統克林頓和現任總統奧巴
馬同共和黨把持的國會在政府預算撥
款上尖銳對立的政爭。美國民主共和
兩黨風水輪流轉，輪流執政，輪迴政
爭，不會停歇。從民主黨政府連續兩
次關門危機看，似乎共和黨擅於製造
民主黨政府關門危機。這是否將演化
成周期性政治危機呢？還有待觀察。
但可以預斷的是，美國政府關門危

機、債務危機或曰財政危機，所呈現
出的政治危機，將不以美國人的意志
為轉移，會周期性發生。這是美國資
本主義經濟、政治、社會運行規律所
致。而且可以預言的是，美國周期性
的財政危機、政府關門危機將越來越
頻繁。加之周期性的金融危機、經濟
危機，也同美國經濟社會政治運行如
影相隨，且越演越烈。這的確預示
在新世紀的時代條件下，作為世界霸
主的美利堅帝國，已開始步上了19世
紀「日不落」大英帝國的後塵。這是
人類社會發展的規律，是不以美國人
和世人的意志為轉移的歷史鐵律。

美國政府關門危機、債務危機或曰財政危機，所呈現出的政治危

機，將不以美國人的意志為轉移，會周期性發生。這是美國資本主

義經濟、政治、社會運行規律所致。而且可以預言的是，美國周期

性的財政危機、政府關門危機將越來越頻繁。加之周期性的金融危

機、經濟危機，也同美國經濟社會政治運行如影相隨，且越演越

烈。這的確預示 在新世紀的時代條件下，作為世界霸主的美利堅

帝國，已開始步上了19世紀「日不落」大英帝國的後塵。

■蒯轍元

■何俊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