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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广州9月22日电（胡林果 徐弘毅 刘
珊）“我和我的祖国，一刻也不能分割……”22日，
3000名粤港澳青年代表在广州白云国际会议中
心西广场唱响了对祖国的热爱。

据了解，这是由广东省青年联合会、粤港澳
大湾区青年总会主办的“我和我的祖国”庆祝中
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暨粤港澳大湾区青年
节交流活动的主场活动。该交流活动于21日至22
日在广州、佛山、江门三地举行。

22日上午10时50分，来自暨南大学国旗护
卫队的18名队员英姿飒爽，护卫着鲜艳的五星红
旗，从会场右侧齐步走向升旗台。伴随着国歌奏
响，五星红旗冉冉升起，全场嘉宾、青年高声唱国
歌。

庄严的升旗仪式拉开了活动序幕，一首《我
和我的祖国》将活动引向高潮。3000名粤港澳青
年在广场中央组成了“祖国好”三个大字矩阵，在
歌声中，一面巨型五星红旗缓缓覆盖在人群上，
稳稳地滑过方阵，青年们用一双双手支撑、托举
并传递着五星红旗。

在当天的活动现场，六名粤港澳优秀青年代

表宣读了倡议书。他们共同号召青年胸怀祖国，
投身大湾区建设，真诚交心交友，维护和平安定，
为共同建设美好家园而努力奋斗。三地青年在活
动上发出倡议：“让我们共同携手，与湾区同发
展，与祖国共奋进！”

在主场活动前，港澳青年经港珠澳大桥到珠
海，并在佛山、江门等地参观交流，与当地青年代
表共同领略岭南文化，感受大湾区经济发展新面
貌。在佛山西樵国艺影视城里，青年们在古城墙、
上海街和广州街留下足迹；在江门，青年们参观
了世界文化遗产开平碉楼与村落，一同欣赏了粤
剧、舞狮等传统文化表演。

粤港澳大湾区青年总会主席吴学明说，希望
港澳青年们通过深入粤港澳大湾区体验内地多
元文化，感受强大经济活力，以此开阔自身视野、
了解国家发展。

为帮助港澳青年解决在大湾区求学、交
友、创业过程中遇到的困难，广东省青年联合
会正探索港澳青年服务体系、大湾区青年卡等
便利港澳青年来粤发展的多项举措，帮助青年
解决刚需。

3000名粤港澳青年 在广州在广州唱响唱响““我和我的祖国我和我的祖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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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蜗居人生蜗居人生、、生计难谋生计难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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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我婆婆以前申请到的公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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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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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一个城市同一个城市，，不同的香港不同的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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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凝聚共识凝聚共识，，寻找出路寻找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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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师挣的也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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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面香港民生问题的症结

新华社北京9月22日电（记者于文静）9 月
23日将迎来中国农民丰收节，丰收的喜悦是沉甸
甸的——新中国成立70年来，中国粮食年产量增
长近5倍，从1949年的2263.6亿斤增加到2018年
的 13157.8 亿斤；年人均占有量翻了一番多，从
400多斤增加到900多斤，高于世界平均水平。

70年来，我国粮食生产不断进步，如果以千
亿斤作为一个台阶计算，已先后迈上 11 个新台
阶，由供给短缺转变为供求基本平衡。其中，
1996 年粮食产量历史性突破 10000 亿斤大关，
2012 年至2018 年产量连续保持在12000 亿斤以
上。2004年以来，粮食生产实现“十五连丰”。

稳定丰收的成就来之不易，既要克服频繁发
生的自然灾害和病虫害，还要面对日益趋紧的水
土资源，解决价格和成本等压力。党的十八大以
来，我国坚持“以我为主、立足国内、确保产能、适

度进口、科技支撑”的国家粮食安全战略，水稻、
小麦、玉米三大谷物自给率保持在98%以上。事
实证明，中国人的饭碗始终牢牢端在自己手上。

仓廪实的背后，是基础设施不断完善、科技能力
不断提升。农田有效灌溉面积超过10亿亩，小麦生
产基本实现全程机械化，玉米、水稻耕种收综合机械
化率超过80%，主要农作物良种基本实现全覆盖，科
学施肥、节水灌溉、绿色防控等技术大面积推广。

70年来，中国人碗里的粮食品种从粗到细再
到粗，数量从少到多再到少，人们越来越重视粗
细搭配、少而精。一碗饭的变化，折射的是人民
生活水平的提高和社会的变迁。

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李国祥
说，我国是人口大国，粮食安全是头等大事。保
障国家粮食安全是实现经济发展、社会稳定、国
家安全的重要基础，任何时候这根弦都不能松。

新华社北京9月22日电（记者 刘诗平）9月
22日15时30分，黄河上游干流龙羊峡水库入库
站——唐乃亥水文站流量涨至2500立方米每秒，
黄河发生今年第4号洪水。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9月11日以来，黄河
源区持续降雨，累积面平均降雨量达53毫米。有

“黄河源区的门户”之称的唐乃亥水文站流量涨
至2500立方米每秒，依据水利部《全国主要江河
洪水编号规定》，为黄河今年第4号洪水。

水利部高度重视此次黄河上游洪水防御，两
次召开会商会，分析研判洪水态势，安排部署防

御工作。水利部黄河水利委员会强化水库联合
调度、科学调度，督促落实各项措施，确保黄河防
洪安全。

据水利部介绍，目前，龙羊峡水库、刘家峡水
库水位分别低于正常蓄水位4.76 米、5.93 米，黄
河上游干流主要控制站均在警戒水位以下，预计
本次黄河上游涨水过程对兰州及以下干流影响
不大。

水利部表示，将进一步强化风险意识，坚持
24小时值班值守，加强会商研判，全力以赴做好
各项防御工作，坚决守住水旱灾害防御底线。

黄河发生今年第4号洪水

9月22日，家长在香港遮打花园参加“反暴力、护校园”游行集会。当天，部分家长在香港遮打
花园至特区政府总部一带举行“反暴力、护校园”游行集会。 新华社记者 罗欢欢 摄

香港家长举行香港家长举行““反暴力反暴力、、护校园护校园””游行集会游行集会

70年，中国粮食年产量增长近5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