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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闻

新华社香港 9 月 21 日电(记者方栋、苏
万明、朱宇轩)持续数月的修例风波使香港经
济受创、社会撕裂，也令昔日被繁华所掩盖的
经济社会矛盾陆续暴露出来。其中最为明显
的，就是一道贯穿于这个国际商业大都会方
方面面的贫富鸿沟。破解这一民生问题症结，
不仅需要香港尽快恢复平静，社会各界团结
一心，更需要极大的智慧和勇气，共同探索出
路，切实抓住发展机遇。

蜗居人生、生计难谋

推开香港市民王女士家的房门，左手边
是柜子，右手边也是柜子。从课本到零钱筒，
生活用品和杂物沿着墙从地板填到屋顶。两
张上下床头尾相连，贴墙放置。几步远的窗
边，分割出了狭窄的卫生间和厨房，转身都
困难。

这个房龄近 60 年、建筑面积 30 多平方
米的房间住下了王女士和丈夫，以及他们的
一双儿女。香港工会联合会社区干事苏嘉乐
说，王女士的家庭是有着 7000 多户居民的黄
大仙彩虹邨社区的缩影，大约三成住户和她
家的经济状况类似，不少甚至条件更差。

“这是我婆婆申请到的公屋，婆婆去世后
留给了我们。在香港，能住这样的房子，已经
很满足了。”王女士说。苏嘉乐则表示，有些居
民的公屋仅有 20 多平方米，生活更为艰辛。

公屋的全称是公共租住房屋，类似于内
地的廉租房。根据香港 2016 年中期人口统计
报告，三成香港市民住在公屋中。香港房屋委

员会公布的最新公屋轮候数字显示，截至今
年 6 月底，公屋申请数量共 25 . 61 万宗，一
般申请者平均轮候时间 5 . 4 年。

基层市民的生活压力并不止于住房。对
于很多教育程度不高的市民来说，找一份收
入稳定、有前途的工作并不容易。

40 多岁的林先生多年来一直在为生计
而苦恼。虽然他在内地和香港都工作过，工作
经验比较丰富，但平日里还是只能到处寻找
零工做，运气好的时候一天能挣 1000 多港
元，但是也会好几天没有活干。靠着平均 2 万
港元的月收入，林先生要养活一大家子人，生
活压力可想而知。

65 岁的贞姐曾是一家服装厂品控主任，
几年前为筹集养老金，以 190 万港元卖掉了
油麻地街市的房子，孤身一人租住在不足 15
平方米的斗室里。租金节节攀高、日用品也越
来越贵，贞姐已经花掉了养老金的一半，整日
里忧心忡忡。

对于经济上无法自足的贫穷市民，特区
政府推出综合保障援助计划（简称综援）等保
障制度，此外还有针对老人的长者生活津贴
等多种补助。但像贞姐这样有一定积蓄，不符
合申请福利条件的市民，尽管年事已高，仍只
能靠自己的努力。

香港有 49 . 5 万老年人被界定为贫穷人
口，6 5 岁以上长者的贫困率更是高达
44 . 4%。受生计所迫，很多人退休后不得不重
返劳动市场。数据显示，65至 69 岁的劳动人
口参与率达到 22 . 6%。

同一个城市，不同的香港

与数百万基层市民的艰辛生活形成强烈
反差，金字塔顶端的少数富人却过着普通人
难以想象的生活。

在浅水湾、太平山等别墅区，有每平方米
上百万港元、总面积上千平方米的豪宅，住户
在自家阳台上能欣赏日出日落，海滨沙滩近
在咫尺。而在那些为生计辛苦奔波的市民身

边，就是数不清的奢侈品店，动辄数十万港元
一餐的顶级餐厅，以及高耸入云的摩天大楼。

用“被平均”来形容广大香港市民的处境
最为合适。2018 年，香港人均 GDP 超过 38
万港元，稳居世界前 20 名，高于英国、加拿
大、新西兰等经济体。然而，香港特区政府去
年 11 月公布的报告显示，香港贫穷人口攀升
至 137 . 66 万，贫穷率达到 20 . 1%。2016 年，
香港基尼系数为 0 . 539，较 2011 年的 0 . 537
上升 0 . 002，创 45 年来新高，也远高于 0 . 4
的警戒线。

“香港的贫富差距问题极其严重，普通市
民看不到前途，这已成为当地社会所面临的
一个非常严峻的问题。”香港经济学会顾问刘
佩琼说。

香港不断扩大的贫富差距并非近几年才
出现的新现象，而是数十乃至上百年间，香港
的经济治理模式、土地政策、产业结构变迁等
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有着深刻的历史根源。

作为国际金融、贸易、航运中心，香港
是璀璨的“东方之珠”，但是自身的经济结
构却存在巨大隐忧。高薪的金融及保险业只
提供 7% 的就业岗位，雇佣劳动力最多的零
售、旅游等行业往往收入微薄，无法为年轻
人创造更多机会。如今，世界主要经济体都
在鼓励发展的制造业，在香港仅占 GDP 的
1% 左右。

贞姐就是由于制造业的消失，而在退休
后失去了谋生途径。林先生也代表了众多香
港普通市民，由于无法进入高端行业，就只能
从事薪水微薄的基层岗位，几乎没有其他
选择。

“由于资源高度集中在金融、房地产等行
业，少部分利益相关者迅速积累财富，但绝大
多数香港市民无法享受发展带来的红利。”丝
路智谷研究院院长梁海明说。

如此不公的局面却难以改变，究其原因，
香港中文大学商学院教授范博宏认为，从港
英时代一直沿袭至今的“小政府、大市场”的
公共治理模式是原因之一。

香港在过去数十年间奉行的“积极不干
预”的经济政策虽有助于吸引企业投资兴业，
但也缺乏对经济的主导力，在面临外部发展
环境变迁、市场调控失效时，很难推动经济结
构改革，扭转困境。“特区政府并不掌握核心
资源，也不拥有影响香港经济命脉的大企业，
主导产业发展的能力，尤其是直接投资促进
科技产业发展及经济增长的能力并不足。”梁
海明说。

凝聚共识，寻找出路

贫富差距问题根源复杂、解决不易，包含
很多经济和社会结构性矛盾，不仅需要特区
政府提高政府管治水平，还需要全社会都认
识到只有解决贫富差距问题，香港才能保持
繁荣稳定的局面，从而凝聚各界智慧和力量，
共同努力思考和探寻解决之道。

“在‘一国两制’的框架下，特区政府应该
更加坚定履行职责，在经济民生发展领域积
极施政，要有勇气和担当，把政策和资源向中
下层市民倾斜。”范博宏说。

多位经济学家同时指出，香港本地市场
体量小，想要摆脱目前的经济困局，更重要的
是寻求外部的发展契机，为内部经济转型寻
找突破口。

“作为中国重要的对外窗口，香港能有今
日的繁荣景象，最主要的原因是发挥了中国
和世界之间的桥梁作用，而非仅仅是放任自
由的经济政策的功劳。”范博宏强调，香港未
来更应该密切和内地的联系，寻求更大的支
持来推动经济持续增长。

不少敏锐的香港青年人已经发现，其实
机遇就藏在身边。30 岁的阿豪毕业后一直从
事设计工作，他对记者说，希望把业务拓展到
内地市场，解决面临的经营难题。“香港本地
设计师的市场仍以香港为主，但这里成本高
昂、产量小、卖得少，设计师挣得也少，根本难
以为继。”他计划和内地设计师加强合作，在
大湾区寻找发展机会。

香港参与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拥有包括
科研实力和国际人才在内的很多优势，完全
有机会重新培育新兴产业、发展关键技术，找
回制造业的荣光，并且作为沟通中外的桥梁，
香港背靠祖国强大后盾，发展前景依然广阔。

（参与采写：赵瑞希、白旭、姚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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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记者

自 6 月香港出现暴力违法事件以
来，美国国会众议院议长佩洛西恐怕是
西方政客里上蹿下跳忙得最欢的人之
一。日前，佩洛西又在华盛顿接见窜访的
“反中乱港”分子黄之锋之流，并对他们
的祸港行为“大加赞赏”，极尽怂恿之
能事。

这不是佩洛西第一次在香港问题上
鼓噪。当香港发生游行示威，佩洛西称之
为“一道美丽的风景线”；对于“乱港”分
子恶意破坏香港社会秩序、践踏法律，她
选择失明与“同情”；对于香港警方最大
克制的正常执法，她大肆诋毁甚至恫吓。
她还兴风作浪，鼓动在美国国会搞所谓
“2019 年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

一段时间以来，佩洛西等政客打着
所谓“人权”“民主”“自由”之类的幌子蒙
蔽世人，公然为“反中乱港”分子的违法
暴力行为站台撑腰，肆无忌惮地发表种
种乱港言论，唯恐天下不乱。究其本质，
他们的所作所为严重违背国际法与国际
关系基本准则，是赤裸裸地干涉香港事
务和中国内政，严重伤害中国人民感情。

佩洛西把自己打扮成“卫道士”的模
样，过足了“仲裁者”的瘾，入戏还很深。
但明眼人都看得出，佩洛西等西方政客
强势介入香港问题，其目的并不是真正
关心香港人民福祉，而是有着不可告人
的政治野心——破坏“一国两制”、破坏
香港的繁荣稳定、牵制中国发展。

就其个人而言，佩洛西如此这般上
蹿下跳，恰恰是其反华底色的大暴露。佩
洛西进入美国国会以来，在重大涉华立
法上，一贯投票反对中国。她曾就所谓中
国人权、武器销售、西藏等问题屡屡鼓噪
反对中国，乐此不疲。让中国人民印象深
刻的是，2008 年佩洛西曾带头煽动抵制
北京奥运会，只不过并没多少人买她
的账。

佩洛西的所作所为充分暴露了其大搞人权双重标准的丑
恶嘴脸。她来自加利福尼亚州，1987 年当选为国会众议员。就
在其当选众议员 4 年多后，加州洛杉矶和其他一些城市因种
族冲突事件发生大规模暴力骚乱事件。当时，加州和联邦政府
动用了万名国民警卫队、陆军和海军陆战队兵力恢复秩序，抓
捕数千人。这样的事情就发生在佩洛西的眼皮底下，但并没有
见她接见和鼓动骚乱组织者，也没见她推动国会通过什么“涉
洛杉矶”决议案。

还有，2011 年美国爆发“占领华尔街”抗议活动，警察向
示威者喷辣椒水、发射橡皮子弹，也没有见佩洛西出面谴责警
方执法……请问佩洛西，这些时候，你的“道德权威”与“正义
感”到哪里去了？

鼓噪也好，怂恿也罢，佩洛西等西方政客伸向香港的黑手
注定落空。“乱港分子”挟洋自重、认贼作父的丑恶行径遭到全
体中国人的唾弃。历史一再证明，与西方反华势力沆瀣一气、
狼狈为奸不会有好下场。

香港是中国的香港，香港事务属于中国内政，包括香港同
胞在内的全体中国人民比任何国家都希望香港能早日回归稳
定和平静，也完全有能力让香港有更加光明、繁荣的发展前
途。香港事务不需要外人瞎操心。任何妄想在香港制造混乱、
破坏香港繁荣稳定的图谋都不会得逞。

常言道：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奉劝佩洛西女士，立即停止
以任何形式来干预香港事务，立即停止推动审议有关涉港议
案，立即停止为香港暴力激进势力和“港独”分裂分子站台。若
继续一意孤行，助纣为虐，必将被亿万中国人民所不齿。

新华社华盛顿 9 月 21 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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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合肥电(记者王正忠、程士华、汪
奥娜、董雪)新兴产业多点开花“盆景变风
景”，传统产业技术改造“老树发新枝”。安徽
省近年来实施一系列制造强省的政策措施，
狠抓科技创新、技术改造、智能制造等工作，
工业经济呈现规模、速度、质量不断优化，可
持续发展的良好态势。

新兴产业多点开花“盆景变风景”

国产 DRAM(动态存储芯片)领军企业，
世界最大的新型液晶平板生产基地，六轴工
业机器人产量全国首位，新能源汽车产销量
占全国 13% ，智能手环市场占有率全球第
一……这些数据表明，快速发展壮大的新兴
产业正成为安徽制造的新名片。

安徽省经济信息中心高级经济师阮华彪
认为，以往谈起安徽，最先想到的是马鞍山的
钢铁、铜陵的铜矿等，安徽经济的“铜”墙“铁”

壁，在全国范围内知名度很高。如今，这一标签
正被“芯”“屏”“器”“合”替代，即芯片、显示屏、
装备制造及机器人、人工智能和制造业融合。

在合肥高新区，丰创光罩全自动洁净室
里的生产线正有序运行。今年 4 月，这个由全
球商用光罩巨头美国福尼克斯集团投建的项
目投产，这是中国首条 10 . 5 代平板显示光
罩生产线。

在合肥新型显示产业基地的磁吸作用
下，许多先进制造企业纷至沓来，丰创光罩只
是其中之一。还有出货量全球第一的京东方
显示屏，国内 OLED 市占率第一的维信诺，
彩虹、康宁双玻璃基板，先导、江丰、拓吉泰三
大靶材制造基地等。

继平板显示产业后，安徽集成电路产业
也迎来跳跃式发展。以长鑫存储为龙头，合肥
拥有集成电路企业 200 余家，形成涵盖设计、
制造、封装、测试等环节的全产业链，成为全
国少数几个拥有集成电路全产业链的城市。
比如，位居全球前五的晶圆制造企业力晶科
技，国内封装企业龙头通富微电，联发科技全

球第二大研发中心，纷纷落户合肥。
“长鑫存储填补了国内 DRAM 芯片的

空白，并有望挑战美国、韩国企业在国际市场
的垄断地位。”合肥市半导体行业协会常务副
理事长陶鸿说，DRAM 芯片是全球半导体市
场需求最大的单品，去年全球销售额达到
800 亿美元。合肥长鑫的突破，对中国半导体
产业发展的带动效果，会在中国半导体历史
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在芜湖埃夫特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生
产线上，一只只机械手臂伸直、抓取、翻转，一
系列动作一气呵成。埃夫特总工程师游玮介
绍，埃夫特起步于奇瑞汽车设备部，十多年时
间里，从“蹒跚学步”到“健步如飞”，其技术难
度最高、应用最广的六轴关节型工业机器人，

在自主品牌中销量全国第一。

传统产业技术改造“老树发新芽”

在技术工艺革新、信息技术融合和商业
模式创新的引导下，安徽省传统产业向高端
化、智能化迈进。

记者近日在荣事达智能工厂中看到，屋
主人通过指纹锁打开家门后，灯光、音乐、窗
帘自动打开。语音管家接收指令后，客厅大灯
应声而亮。智能茶几就像是个大型 iPad，可
下象棋、放音乐，主人还可通过触控屏幕控制
其他智能单品。

“产品的智能化，生产制造的自动化，是
家电业升级的两个特点。”安徽省经信厅消费

品处副处长张俊说，以家电智能化为主攻方
向，家电企业加大技术改造，原本需要五六十
人的车间生产线，改造后只需要一两名工人。

目前，安徽拥有合肥、滁州 2 个家电国家
级新型工业化示范基地，拥有国家家电产品
质量监督检验（合肥）中心、中国家电研究院
滁州分院等国家级平台，拥有惠而浦、美菱等
4 家国家级企业技术中心，合肥、滁州、芜湖
的产业基地已成为全球重要的家电制造中
心。安徽省家电四大件产量连续两年突破亿
台，居全国第二：全国每 3 台冰箱、每 4 台洗
衣机、每 5 台空调，就有一台是“安徽造”。

除了家电，纺织、钢铁等行业也在新技术
带动下活力迸发。例如，纺织业是劳动密集型
产业，劳动强度大，招工难问题突出。安庆华
茂新型纺纱智能工厂的建设，万锭用工由改
造前 30 人降低到 15 人以下，生产效率提高
了 50%，在纺织行业得到推广。

“科创+产业”为高端制造业

发展持续赋能

记者从安徽省统计局获悉，2018 年安徽
省创新发展指数为 112 . 3 ，其中 20 个监测指
标有 18 个指标高于 100 。创新发展指数提升
主要受益于创新环境的持续优化，创新投入
的不断增加和创新产出的加速涌现。其中，创
新产出贡献最大，对全省创新指数提升的贡
献率近 40%。

“科创+产业”引领制造业做大做强。阮
华彪说，安徽近年来制造业快速发展，主要是
靠高新技术在全产业链的渗透来带动。特别
是从 2007 年以来，安徽企业研发投入年均增
长大部分在 20% 以上，位居全国第三位。

安徽省经信厅副厅长王灯明说，安徽实
施产业链提升行动，坚持“龙头+配套”“基金
+基地”“平台+合作”等模式，打造了一批先
进制造业产业链，形成了 20 多个战略性新兴
产业集聚发展基地。安徽已形成行业比较齐
全、具有一定技术水平的现代工业体系。

新华社美国博尔德 9 月 20 日电(记者高山)在美国科罗
拉多州博尔德市设计、在中国制造，是美国户外运动服装品牌
克里姆森-克洛弗公司成长壮大的关键因素之一。该公司在
中国有四家合作工厂，95% 的产品产自中国。但自美国政府
对中国输美商品加征多轮关税以来，公司发展前景阴云密布。

克里姆森-克洛弗公司首席运营官盖尔·罗斯和公司创
始人兼首席执行官伦达·斯温森都对贸易摩擦忧心忡忡。罗斯
今年 6 月代表美国小企业和户外运动用品产业在美国国际贸
易委员会作证，强烈反对对中国输美商品加征关税。

一些人提议把生产链转移出中国以避开高额关税。然而，
如果离开中国，搬到哪里去？罗斯日前在博尔德总部接受新华
社记者专访时，算了一笔经济账。

罗斯说，公司首先在罗马尼亚和葡萄牙等欧洲国家调研，
与当地生产商接洽，结果发现没有一个地方像中国这样具有
良好的生产条件和高性价比。

接着，搬去南美生产的方案也被否定了。斯温森说：“中国
人非常守约。在南美有的地方，比如他们答应你周二发货，周
四能发货就不错了。但中国人说哪天就是哪天。”

今年 5 月之前，公司曾考虑将生产转移至墨西哥。然而这
一方案在美国宣布自 6 月 10 日起对所有墨西哥输美商品加
征 5% 关税后被否定了。罗斯说：“企业生产需要稳定的政策
环境。虽然后来美国政府又宣布取消对墨西哥加征关税，但我
们这些企业经受不住这种‘惊吓’。”

曾经，罗斯也认真考虑了美国政府让制造业回归美国的
号召。她说：“今年 5 月 10 日，美国宣布对中国价值 2000 亿美
元商品加征关税，我们所有的产品都在这一轮清单上。因此我
们下定决心，试一试把产品转回科罗拉多州首府丹佛来生
产。”

然而，在询问了许多丹佛制造商之后，得到的答复是：有
生产能力，但中国 4 个月就能完成的事情，他们要 12 个月。
“从此，我们就断了（将生产搬离中国的）念头。”罗斯说。

罗斯指出，作为品牌方，大家都知道，把生产转移回美国
需要时间和资源以及政府支持。比如政府提供相应小额贷款
来建设基础设施、加快生产转移进度。“我们不可能花一年时
间来等着新工厂建好。政府光是动动嘴皮子就要制造业回流
美国，是不现实的。”她说。
至于能否把生产转移到越南、印度尼西亚等东南亚国家，

罗斯指出，大规模转移生产链是一个艰难的过程，起码要两年
时间，而且一些国家产品的质量目前也难以达到中国制造的
产品的水平。

“我们的核心业务仍将留在中国，我们在中国的合作工厂
是值得信赖的长期伙伴。”罗斯说。

昔日忙炼“铜墙铁壁”，今朝修得“芯屏器合”
安徽制造业快速发展透视

为什么不搬离中国？
一家美企高管有本账

▲ 9 月 20 日，马钢集团生产的中国复兴号高速动车轮在 2019 世界制造业大会上展出。
新华社发（黄博涵摄）

新华社华盛顿 9 月 2 0 日电 9 月 1 9
日至 2 0 日，中美双方经贸团队在华盛

顿举行副部级磋商，就共同关心的经贸
问题开展了建设性的讨论。双方还认真

讨论了牵头人 1 0 月份在华盛顿举行第
十三轮中美经贸高级别磋商的具体安

排。双方同意将继续就相关问题保持
沟通。

中美经贸副部级磋商在华盛顿举行

▲一名老人在香港鲗鱼涌收集废品（ 9
月 18 日摄）。

在香港鲗鱼涌，一名老人买菜后回家
（9 月 18 日摄）。 新华社记者卢烨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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