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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屆五中全會強調，實現「十三五」時期發展目
標，破解發展難題，厚植發展優勢，必須牢固樹立並
切實貫徹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用的五大發展
理念，鮮明地把創新擺在發展理念的首位。

「十三五」是中國突破「中等收入陷阱」關鍵時刻
「十三五」期間將是中國經濟突破「中等收入陷
阱」的關鍵時刻。2014年中國人均GDP達到7,575美
元，到了世界銀行所劃定的中等標準。所謂「中等收
入陷阱」是指，當一個國家人均收入達到中等水平的
時候，這個國家可能會陷入到很難進一步增長和快速
成長的尷尬境地，包括日本、韓國，亞洲很多的發達
國家都經歷過。
中國經濟突破「中等收入陷阱」，必須把創新擺在
國家發展全域的核心位置，塑造更多依靠創新驅動、
更多發揮先發優勢的引領型發展，推動大衆創業、萬
眾創新，釋放新需求，創造新供給，推動新技術、新
產業、新業態蓬勃發展。

「十三五」也是香港跨越泛政治化陷阱關鍵時刻
「十三五」期間是中國經濟突破「中等收入陷阱」

的關鍵時刻，也是香港經濟跨越泛政治化陷阱的關鍵
時刻。香港經濟和競爭力不斷遭到泛政治化的侵蝕。
香港GDP曾佔中國GDP約20%，但今天已跌至不足
3%；10年後若香港的經濟裹足不前，屆時香港佔中國
GDP或許只剩0.3%。在多個國際機構評比中，香港競
爭力排名均有下降。在與內地城市的對比上，香港的
發展勢頭也令人堪憂。今年5月在北京發佈的《城市競
爭力藍皮書》顯示，香港的綜合經濟競爭力首次被深
圳超越而屈居第二位。香港競爭力每況愈下，經濟民
生日益衰敗，泛政治化絕對是主要原因之一。
民建聯近日連續舉辦發展經濟、改善民生圓桌會

議。在第一場圓桌會議上，前財政司司長梁錦松希望
本港各界減少爭鬥，增加團結和包容，重視解決年輕
人的「三上」（上樓、上流、上位）問題。在上周五
的圓桌會議上，民建聯主席李慧琼指出香港四大傳統
產業過去一直帶動香港經濟增長，但近年各自面對瓶
頸，必須尋找新突破點，才能推動香港經濟高速增
長，這個新突破點最重要一環，就是創新及科技。

「十三五」是香港青年的巨大歷史機遇
「創新」與「創業」雖只差一字，但兩者具有緊密

關係。「十三五」對香港寄予厚望，意味本港在國
家大棋盤中，戰略地位依舊關鍵，擔負重要歷史使
命。隨內地經濟深化發展，香港充當內地經濟走出
去「帶路者」和中外「超級聯繫人」的作用愈加重
要，這對香港青年來說，意味無窮機遇。
國家拓展發展新空間，形成沿海沿江沿線經濟帶為

主的縱向橫向經濟軸帶，實施「一帶一路」、「互聯
網+」、「中國製造2025」和國家大數據等戰略，均顯
示國家正全面提升對外開放的水平，帶動資本、技
術、裝備、服務、品牌走出去，必然要求香港「超級
聯繫人」的獨特角色進一步充實、升級和加強。
在「十三五」國家貫徹創新、協調、綠色、開放、

共享的五大發展理念中，香港的優勢是一個國際化大
都市，經濟已經充分融合進全球經濟，有非常國際化
的營商網絡和環境，特別是與海上絲綢之路沿線國家
的交往歷史悠久，了解所在國的法律法規、風土人
情、商業及投資規則，擁有大量的國際化的專業管理
人才。而這些方面，恰恰是香港青年一代的優勢，也
是香港青年的巨大歷史機遇。

堅定不移對泛政治化說「不」
香港上世紀五十至七十年代，不論是新老移民都胼手

胝足，一點一滴打造心中的夢想樂園。當時的年輕人奮力
讀書，成為社會精英，實現了「四仔夢」(屋仔、車仔、
老婆仔、人仔)。但隨時移世易，「四仔夢」逐漸式微
乃至破碎，如今香港青年沒有父輩和兄長那麼多向上流動
的機會。反對派之所以不希望香港社會向上流動的管道和
機會擴闊增多，目的就是要將香港青年壅塞在人生困境之

中，以激發他們的偏激情緒，使
他們成為反對派的最大票倉，為
反對派爭奪香港管治權奠定社會
基礎。梁錦松所指目前香港年輕
人面臨上樓、上流、上位的「三上」困難，其實是冰凍三
日非一日之寒。
回歸18年來，反對派製造矛盾，分化社會，香港陷

入內耗深淵，民粹主義氾濫，政治生態惡化，社會難
以和諧，政府動輒得咎，無法集中精力發展經濟和改
善民生，社會亦缺乏搞好經濟的和諧環境，這不僅影
響社會穩定和經濟發展，亦令香港社會產生了可能會
被邊緣化的憂慮。香港競爭優勢弱化，經濟便會出現
問題，隨之引發更多民生問題，繼而加劇社會深層次
矛盾，泛政治化又阻礙香港發展經濟，彼此之間形成
惡性循環。
香港競爭力弱化最大的癥結，是在於泛政治化嚴重阻

礙經濟發展。香港近年陷入政治內耗，未能集中精力搞好
經濟，競爭力下滑是不爭事實。香港只有排除泛政治化的
干擾，才能聚焦經濟民生，重拾競爭優勢。「十三五」有
助香港跨越政治化陷阱，但打鐵還需自身硬，香港要跨越
政治化陷阱，還得靠自己激濁揚清，弘揚正氣，堅定不移
對泛政治化說「不」。當少數反對派政客將香港經濟民生
的大事小事都泛政治化時，我們要問，是否建制派也有強
大的力量予以反制？歷盡政客的操弄，香港社會一定要向
泛政治化說「不」，一定要向政治劫持經濟的怪現象
說「不」。香港跨越泛政治化陷阱，將精力集中到發展經
濟改善民生上來，才能為香港青年創造更多向上流動的空
間和渠道。

龍子明 全國政協委員 香港青年交流促進聯會創會主席

「十三五」有助香港跨越泛政治化陷阱
十八屆五中全會首次正式提出「提升港澳在國家經濟發展和對外開放中的地位和功能」，

顯示國家對港澳的高度重視。香港在國家未來五年的發展藍圖中，能否利用「一國兩制」的

獨特優勢，透過與內地的優勢互補，持續創造互惠共贏，全看自身能否趨利避害。「十三

五」有助香港跨越政治化陷阱，將精力集中到發展經濟改善民生上來，為香港青年創造更多

向上流動空間和渠道。

梁立人 資深傳媒人

沒有國家，你們什麼都不是

國家主席習近平國事訪問英國之際，在外國
反華勢力的資助策動下，黃之鋒企圖攪局。可
惜，黃之鋒英國之行卻無人理睬，因為眾所周
知，黃之鋒只不過是美國主子豢養的一條「小
狗」。果然，英國人怕他隨地「便溺」，根本
沒有給他任何機會。黃之鋒自己也灰溜溜地承
認，他「在趕前往接受訪問的途中，才隔
五十米看見國家主席的車子經過」。不過黃之
鋒不甘受冷落，在英國《獨立報》的訪問中要
求英國首相卡梅倫就人權問題「公開挑戰」習
近平。黃聲稱卡梅倫「不能相信」習近平對中
國人權的說法，他期望英國處理對華關係時要
將人權考慮擺在貿易之上云云。
英國政客向來善於計算，在巨大的利益面

前，他們根本不會將黃之鋒當一回事，況且，
黃之鋒口中的所謂民主人權到底是怎麼一回
事，他們心中最明白。最近，英國前首相貝理
雅也公開認錯，強加於他國的民主人權，給無
數人造成無法挽回的災難和痛苦。

美式民主人權帶來災難
伊拉克的獨裁者薩達姆死了，隨之而來的是

教派衝突，無日無之的爆炸、襲擊，人民生活
在水深火熱之中，沒有人會為手上有一張選票
歡呼，只會為過去的繁榮一去不返感到沉痛；
利比亞的卡達菲死了，利比亞人民安居樂業的
生活也隨之消失，過去燈火輝煌，如今遍地廢

墟，過去衣食無憂，如今家破人亡，民主改變
不了民生，人權挽救不回生命，無數利比亞人
流離失所，成為國際難民；埃及的穆巴拉克下
台了，埃及卻失去了社會和諧，今日埃及血流
成河，示威遊行成了家常便飯，至今埃及人民
才明白，美式民主人權帶來的災難比獨裁者更
可怕。
就是被視為民主人權發源地的美國，美國人

的日子也好不到哪裡去。據美國聯邦調查局
2013 年報告，美國共發生暴力犯罪案件
1,214,464起，其中殺人案件14,827起，強姦案
件84,376起，搶劫案件354,522起，嚴重暴力傷
害案件760,739起；2013年底，美國人擁有槍支
達到3億，每年都有10萬多人遭遇槍擊，其中
有3萬多人喪命槍口；據美國無家可歸者聯盟
2013年11月發佈的數據，紐約市每天晚上多達
60,000人無家可歸，其中包括22,000多名兒
童。2012年，美國約有4,800萬人仍然沒有醫療
保險，佔總人口的15.4%。
這一切，便是黃之鋒要爭取的民主人權帶來
的好處，難道，為了方便黃之鋒參選，為了讓
香港的反對派掌權，我們願意犧牲安定繁榮，
去為這些數典忘宗，毫無良心的漢奸洋奴抬
轎？

國家強大 中國人才能抬頭做人
苦難中成長的中國人，應銘記歷史的教訓，

過去，列強對中國予取
予攜，不買他們的鴉
片，就派八國聯軍大舉
進攻，搶光燒光後還要
中國老百姓勒緊褲頭賠
償他們真金白銀；不將
山東割讓給日本，就發
起甲午戰爭滅我北洋水
師；企求國際主持公道
的結果，是引來日本侵華戰爭，光是南京大屠
殺便有30萬同胞死於日本屠刀之下；我們不能
寄望外國救世主改變中華民族的命運，過去如
是，今日也如是，惟有國家強大，中國人才有
抬頭做人的希望。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66年來，曾走過不少彎

路，歷盡艱辛，才盼來今日的輝煌。今日，中
國人已擺脫了黑暗的詛咒，傲然屹立於世界民
族之林。我們有足以消滅一切來犯敵人的強大
軍隊，我們有左右全球經濟的世界工廠；我們
有征服太空的現代科技；我們有世界最先進的
高速火車；我們有移山填海的基建能力；更重
要的是，中國已解決了14億人的吃飯問題，這
是五千年來第一次，作為一個中國人，難道能
不感到驕傲自豪嗎？
在這樣一個偉大的時代，黃之鋒之流卻大唱

反調，自甘下賤向外國搖尾乞憐，更有人舉起港
英殖民統治旗號，提出「香港獨立」的賣國主
張，這些人不是讀壞了書，燒壞了腦袋，便是天
生的漢奸國賊，我們不能因為他們年輕或打學
術的旗號便不和他們計較，因為老漢奸、小漢
奸、披知識分子外衣的漢奸都是漢奸，漢賊不
兩立，這是所有愛國者應有的立場！

安定繁榮，萬民之所望也。民主人權，世界之潮流也。然而，沒有一個強大的

祖國，這一切都不可能實現。像李柱銘、黃之鋒之流不承認自己是中國人的洋

奴，請記住：沒有國家，你們什麼都不是，不但沒有做人的尊嚴，就是甘心去當

一條洋狗，恐怕也沒有主子願意收養！

無論是人流或物流層
面，中國內地與香港之
間的一般性聯繫都是非
常緊密的，每天經幾個
陸路口岸進出深港兩地
的人次達數十萬人，而
根據運輸及房屋局的資
料顯示，現時經已申請
粵港過境許可證的過境
巴士達1,000多輛，過
境出租汽車達300多輛，過境私家車達2.7萬多
輛。無疑，隨內地與香港之間的交流合作愈
趨緊密，預計未來過境車輛的數字將愈來愈
多，本港的交通管理部門必須制定適切的政策
法規，配合粵港陸路運輸的發展和兩地人民的
交通運輸需要。
過去，內地政府要求兩地牌司機每年進行
體檢，目的是進行傳染病監測，以落實國境
衛生檢疫法及其實施細則的規定。然而，這
樣的規定有不合理之處，同時也帶來很大的
社會成本。香港與內地之間各類人員往來都
十分頻密，並無科學證據顯示兩地牌司機具
有特別的衛生安全風險。出入境檢驗檢疫部
門應根據不同時期的衛生風險評估，對所有
出入境人員採取適當的監控措施，不應特別
針對兩地牌司機，以每年體檢的形式作出恆
常監控。說實話，如我們要求所有持有跨境
牌照的駕駛者每年體檢，具體實施和執行上
也有一定困難。
故此，因應實際情況及市民意見，港區人代
在過去兩年的全國人大會議期間一直要求當局
取消兩地牌司機每年體檢要求，並提出了相關
報告及建議。令人欣喜的是，國家質監總局近
日對港區人大代表提出的建議作出回覆，表示
當局組織專家進行評估研究後，決定取消香港
和澳門兩地車司機強制每年進行傳染病監測體
檢的規定，改為按一般口岸通關所實施的體溫
檢測、健康申報等手段進行監測工作。
根據新要求，持有兩地牌照的駕駛者將可節
省時間和費用，省下不少社會成本。港區人大
代表於「兩會」期間所提出的建議獲國家接
納，再次證明了港區人大對政策研究的重視，
也證明了國家對建設性意見的開放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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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國家主席習近平提出「一帶一路」發展戰略
以來，國內國外均掀起了一片「一帶一路」熱
潮，相關的研究及論壇不斷湧現。如今普羅大眾
即使未必透徹了解「一帶一路」，至少也會有所
印象。10月中，筆者參加了由某雜誌社主辦的
「一帶一路」戰略與港澳發展機遇國際學術研討
會，聆聽了很多專家學者的寶貴意見，更是獲益
不少。
研討會上，一如既往，嘉賓們提到了很多香港
在「一帶一路」上的發展機遇與優勢，例如香港
有完善的法制，是國際的金融中心和航運中心，
有大量的專業人士及國際商業網絡等等，絕對可
以在「一帶一路」發展戰略中擔當重要角色，成
為「一帶一路」中的「超級聯繫人」。
除了剖析機遇，有學者也對「一帶一路」熱潮
作出了反思。從各方面的數據和報道上看，現時
舉起「一帶一路」旗號的研究機構和民間團體有
數十個，而且愈來愈多，但真正落到實處的具體
項目卻沒有很多。提到「一帶一路」，大家都非
常興奮，大談機遇，但更重要的是如何把機遇落
到實處。在研討之後，需要多一些人來提出各種
實際問題和實際項目，更需要多一些人參與「一
帶一路」項目的實際建設。只有這樣，才能讓
「一帶一路」不是流於空談，而能夠切切實實地
逐步鋪開，讓更多的香港人從這一國策中受惠，
同時令「一帶一路」周邊沿線國家共同發展進
步。
研討會讓大家有機會從各個角度思考「一帶一
路」大課題，指出一條更清晰的路向，鼓勵香港
如何抓住新的機遇奮發向前。筆者更加期望知識
可轉化成行動，讓更多人真真正正地投入到「一
帶一路」的建設浪潮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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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目標要求不是說出來的，
而要腳踏實地幹出來。剛剛結束的中共十八屆五
中全會，對2020年達到全面建成小康社會作出了
全面的佈置，更清晰的細分目標，更明確重點，
以制度保證目標的落實。雖然，會議公報中傳出
的消息，最讓媒體亮眼的是五中全會應對人口老
化調整人口政策，全面實施「二孩政策」，以應
對人口老化。但這只是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成就
幸福家庭的一個方面。五中全會提出了共用發展
的新理念，要讓全體人民在共建共用中有收穫更
多幸福感和存在感。

全面小康建設任務艱巨
中國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鄧小平最早在上世紀

70年代末提出中國建設小康的目標；2000年10
月，十五屆五中全會提出，從新世紀開始，我國進
入了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加快推進社會主義現代化
的新的發展階段；十六大提出的全面建設小康社會
的基本標準，國內生產總值到2020年力爭比2000
年翻兩番；在十六大確立的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目標
的基礎上，十七大對我國發展提出新的更高要求，
實現人均國內生產總值到2020年比2000年翻兩
番。中共十八大提出，到2020年，要實現國內生
產總值和城鄉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的具
體要求。

中國實現全面小康目標的要求不斷提升，但接近
全面小康社會建成，中國經濟建設和全面小康建設
的任務仍然艱巨。中國是世界上最大的發展中國
家，在政府主導下，過去改革開放30多年，已令6
億多人民脫貧，成為最早完成聯合國減貧目標的發
展中國家，但中國還有巨大的貧困尾巴。
世界第二十三個「消除貧困日」和中國第二個

「扶貧日」，國家主席習近平在北京的「2015減
貧與發展高層論壇」上發表演講時表示，未來5年
中國將令現有標準下7000多萬貧困人口全部脫
貧，「不能出現有人掉隊」。中國目前的貧困標準
是人均年純收入低於2,300元人民幣。
2015年10月29日閉幕的十八屆五中全會首次提
出「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用」五大發展理
念，以保障實現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目標。提出的
「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新的目標要求」更明確具體。
農業現代化取得明顯進展，人民生活水平和品質普
遍提高，中國現行標準下農村貧困人口實現脫貧，
貧困縣全部摘帽，解決區域性整體貧困。
全面小康社會毫無疑問必須全面脫貧，全面小康

不是一個平均數字。十八屆五中全會進一步要求，
實施脫貧攻堅工程，實施精準扶貧、精準脫貧，分
類扶持貧困家庭，探索對貧困人口實行資產收益扶
持制度，建立健全農村留守兒童和婦女、老人關愛
服務體系。提高教育品質，推動義務教育均衡發

展，普及高中階段教育，逐步分類推進中等職業教
育免除學雜費，率先從建檔立卡的家庭經濟困難學
生實施普通高中免除學雜費，實現家庭經濟困難學
生資助全覆蓋。

全民共享 走向共富
全面小康社會的重要體現是在全面上，不僅有關

人民生活的方方面面，最重要的是全體人民共享。
「堅持共用發展」是公報墨較多的部分。五中全
會的公報中強調，「作出更有效的制度安排，使全
體人民在共建共用發展中有更多獲得感」。按照人
人參與、人人盡力、人人享有的要求，堅守底線、
突出重點、完善制度、引導預期，注重機會公平，
保障基本民生，實現全體人民共同邁入全面小康社
會。增加公共服務供給，從解決人民最關心最直接
最現實的利益問題入手，提高公共服務共建能力和
共用水準。
改革開放從一開始的制度設計就是最終走向共同

富裕，讓改革開放的成果可以全民共享。十八屆五
中全會堅持共用發展，提出必須堅持發展為了人
民，發展依靠人民，發展成果由人民共用，作出更
有效的制度安排，使全體人民在共建共用發展中有
更多獲得感，增強發展動力，增進人民團結，讓中
國在未來數年達到全面小康社會的目標中，朝共
同富裕方向穩步前進。

全面小康關鍵在全民共享共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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