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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榮美 黃棟星

共創開放繁榮的美好未來 中共二十大 : 
「人類文明新形態」、「中國式現代化」

現在新冠肺炎的傳染，
在世界衛生組織中已不再大
事地渲染，雖然全球各地中
鏢的人數還是以萬計，然而
被視為與普通的感冒一樣地
看待，輕症者只要六七天至
十多天就會自己痊愈，但是

還要隔離，以免傳染給他人。據稱被感染
者，在痊愈後兩三個月內是安全期，不會再
中毒。但這並不保險，有的人曾經被感染兩
三次之多。但大體上，死亡率偏低，不傷大
雅。老年人通常有其他併發症比較危險，最
好我們還是不要大意。

我們中華人民共和國一方面與病毒奮
鬥取得輝煌的成績，另一方面，並不放棄經
貿的發展，這應歸功於我們偉大的國家主席
習近平同志領導有方，突破一切的障礙，不
受美帝及其他列強的欺淩及施壓。

十一月四日晚，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
同志以視頻方式出席第五屆中國國際進口博
覽會開幕式並發表致辭。這是在上海舉行第
五屆中國國際進口博覽會，他發表講話的主
題為“共創開放繁榮的美好未來。”

習主席強調，開放是人類文明進步的
重要動力。是世界繁榮發展的必由之路，是
世界百年來未有之大變局加速的演變。世界
經濟復甦動力不足。我們要以開放舒發展之
圖，以開放匯合作之力，以開放聚創新之
勢。以開放謀其享之福，推動經濟全球化，
不斷向前增強各國發展動能，讓發展成果更
加美好。據稱五年前習主席宣佈舉辦進博會
就是要擴大開放，讓中國大市場成為世界大
機遇。現在進博會已經成為中國構建新發展
格局的窗口，推動高水平開放平台，全球共
際的國際公共産品，在中國共産黨第二十大
時，習主席強調，中國堅持對外開放的基本
國策，堅定奉行互利共贏的開放戰略，堅持

經濟全球化正確方向，增強國內國際兩個市
場兩種資源聯動效應，不斷以中國新發展為
世界提供新機遇，推動建設開放型的世界經
濟。

我們欣慰地看到習近平同志的遠見，
以大無畏的思想一直開築新的經濟路途，以
消減美帝對我們無理的施壓。

中國如今是在推動各國各方共享中國
大市場機遇，加速建設強大的國內市場，習
近平的聰明點就是一方面力爭國家産品在世
界各國佔有龐大的市場，一切世界名牌産品
大部份皆在中國設廠製造。另一方面，我中
國國內更是一個消費龐大無比的市場，世界
各國的食物及産品皆在努力地爭取中國的進
口商及買戶，這兩個雙管齊下的政策，是種
雙贏的策略。

另一方面，中國現在努力地推動各國
各方共享中國大市場機遇，加速建設強大的
國內市場，推動貨物貿易優化升級。

創新服務貿易發展機制，擴大優質産
化進口，創建“絲路電商”合作先行區。建
設國家服務貿易創新發展示範區，推動貿易
創新發展推動高質共建“一帶一路”。

習主席推動“一帶一路”經濟貿易的
構想引發了世界各國經濟的共鳴，這點得來
不易的成績，是美帝望塵莫及的。

中國推動各國各方共享深化國際合作
機遇。全面深入參與世界貿易組織改革談
判，推動貿易和投資自由化，便利化，促進
國際宏觀宏觀經濟政策協調，共同培育全球
發展新動力，積極推進加入“全面與進步跨
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和“數字經濟夥伴關
係協定”。

習主席說：“路就是在腳下，光明就
在前方。我常常鼓勵我們新一代的青少年，
如果要發展你們的商機，一定要向中國看
齊。”

10月16日召開的「中共
二十大」不但關係著14億中
國人的命運,也牽引世界的關
注。作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
中國對世界經濟貢獻巨大.崛
起的中國現在在全球影響力
越來越大。  二十大所宣示

的政策,特別是習近平主席在會上的報告不
但預示今後五年中國的走向,對地區局勢和
世界格局將產生重大的作用, 未來五年也將
在海外產生深遠的影響。

習近平主席執政10年經歷過三件大
事：一是迎來中共成立100週年，二是中國
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三是完成脫貧
攻堅、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歷史任務，實
現第一個百年奮鬥目標。

過去10年, 中國經濟總量由54萬億元
（人民幣）增至114萬億元，佔世界經濟比
重超過18%，國內生產總值（GDP）年均增
長6.6%，對世界經濟增長的平均貢獻率達
38.6%，超過七大工業國（G7）貢獻率的總
和，是推動世界經濟增長的第一動力；中
國人均GDP連續3年超過1萬美元，穩居上中
等收入國家行列。脫貧攻堅令近1億人口擺
脫絕對貧困，中國已形成全球最大規模中
等收入群體。過去十年，一些關鍵核心技
術實現突破，戰略性新興產業發展壯大，
進入創新型國家行列。

習近平主席大力宏掦的「中國夢」核
心精神～民族主義從「百年國恥」出發，
打造「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概念。中國式
現代化是中共領導的社會主義現代化，既
有各國現代化的共同特徵，更有基於自己
國情的五個中國特色，即人口規模巨大、
全體人民共同富裕、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
相協調、人與自然和諧共生、走和平發展
道路的現代化。「中國式現代化」核心就
是立足國情、搞好自己的事。這意味着摒
棄了西方以資本為中心、兩極分化、物質
主義膨脹、對外擴張掠奪, 中共以此表明將
走出不同於西方的發展道路。

另外，習近平主席在報告中提出了
「人類文明新形態」這一重大論述，賦予
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以新的文明內涵，體

現了中國共產黨人的「新文明觀」，具有
深遠的世界意義，是塑造和引導人類走向
未來的新的時代精神。

人類文明新形態改變了「東方從屬於
西方」的世界歷史進程，是世界文明的嶄
新形態。所謂「走自己的路」，根植於中
國共產黨團結帶領中國人民實現中華民族
偉大復興的波瀾壯闊的偉大實踐，是中華
文明、現代文明與社會主義文明有機融合
的時代產物。百年來，中共領導人民實現
了從「站起來」 「富起來」再到「強起
來」的歷史性跨越，成功走出中國式現代
化道路。

習近平主席報告定義中共從現在起的
「中心任務」是全面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
強國，實現第二個百年奮鬥目標，以中國
式現代化全面推進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總
的戰略安排是分兩步走：從2020年到2035
年，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從2035年
到本世紀中葉，把中國建成「富強民主文
明和諧美麗」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

面對當前國際秩序和全球治理中的亂
象，中國旗幟鮮明地提出兩大主張：一是
真正的多邊主義，核心是堅定維護以聯合
國為核心的國際體系和以國際法為基礎的
國際秩序；二是開放的區域主義，本著和
平、發展、自主、包容的原則推進全球化
合作和區域一體化進程。中國堅持對外開
放的基本國策，堅定奉行互利共贏的開放
戰略，不斷以中國新發展為世界提供新機
遇，推動建設開放型世界經濟，更好惠及
各國人民。

習近平主席指出，中國永遠不稱霸，
永遠不搞擴張，並堅持在「和平共處五原
則」的發展基礎上，同各國發展友好合
作，推動構建新型國家關係，深化拓展平
等開放合作的全球夥伴關係，致力於擴大
同各國利益的匯合點。

儘管國際形勢變化莫測，中共的領導
核心仍然十分穩固。在習近平主席強有力
的領導下, 一個更強大更繁榮的新局面指日
可待。

（這是作者發表在〈亞太日報〉的文
章，原文是英文。）

李秀恒

中國內地晶片產業危與機並存
晶片被部分經濟學家比

喻為「新石油」，當全球的
電動車、手機及各式電子消
費品都爭相購買晶片，各種
製程的晶片都出現了供應短
缺的現象，晶片甚至已成為
重要的國際地緣政治戰略資

源及籌碼。

半導體產業內憂外患
今年以來，為了限制中國的科技與軍

事發展，美國加快了在晶片發展方面對華
的多重制裁，包括發起「晶片四方聯盟」
（CHIP4，成員包括美、日、韓及台灣地
區）、通過《2022年晶片和科技法案》等。
近日，美方更是宣布，持有美國護照、綠
卡及居留權的公民，未經許可不得協助中
國的晶片公司研發或生產半導體。消息一
出，中國晶片製造企業的股價應聲下跌，
而對中國晶片產業的擔憂亦由此發酵。

而中國內部的半導體產業亦出現了不
小的波動。俗稱「大基金」、專門投資半
導體的「國家集成電路產業投資基金」，
其總裁丁文武、旗下華芯投資前總裁路
軍、深圳鴻泰基金合夥人王文忠都接受了
貪腐調查，甚至連工信部部長肖亞慶亦受
牽連落馬。

危機參半尋找轉捩點
面對內憂外患的緊逼，筆者卻認為中

國的晶片產業雖然短期內或會面對不穩定
因素，但目前正處於「有危自有機」的關
鍵轉捩點，長遠而言整個行業依然整體向
好發展。首先，肅清貪腐現象無論對各行
各業來說，都能起到正面、積極的作用，
半導體產業亦不例外。

其次，中國內地自2005年起就已是全

球最大的晶片消費市場，目前佔全球晶片
需求量的45%。強力的需求讓國家及業界無
後顧之憂地投產，亦提高了技術突破的機
率。其實，在上世紀50年代，中國內地的
半導體研發曾經發展出完整的產業鏈，與
當時全世界的晶片技術水平僅有5年內的差
距。後因種種因素，讓國內產業得到的資
金支持有限而發展受阻，且由於晶片進口
並不受阻，使中下游廠商傾向於使用更為
廉價、穩定的進口半導體，致使中國晶片
產業缺少廣闊的發展空間。

然而，當美國與其盟友紛紛限制對華
出口晶片，卻讓內地政府及企業不得不正
視晶片自主的重要性。

僅5年前，中國內地在全球晶片市場的
銷售額佔比還只有3.8%，而到了2020年，
內地自主生產銷售的晶片在全球的佔比就
上升至9%左右。2021年，內地的晶片自給
率為16.7%。根據中國半導體行業協會的數
據，今年6月，彭博社公佈了過去一年中增
長最快的20間晶片產業公司，其中19家為
中國公司，比2021年6月的入榜名單大增11
家。

事實上，在上月舉行的二十大中，
習近平主席就明確提出，「要加快實現高
水平科技自立自強，以國家戰略需求為導
向，堅決打贏關鍵核心技術攻堅戰。」體
現了國家對科技發展及技術自主的清醒認
識及決心，相信未來亦會堅持「十四五」
規劃中「預期每年全社會研發經費投入增
長7%」的目標，為科技產業、企業及人才
提供更多的扶持及資助，將「卡脖子」的
風險轉變為戰略機遇，以應對歐美各國的
技術封鎖。

（香港經貿商會會長）

林鴻東

風獅爺的起源（二）
關於福建石敢當
泰 山 石 敢 當 習 俗 是 首

批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
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宗教研
究所的葉濤先生認為泰山石
敢當由石敢當發展而來。葉
濤先生指出：「文獻記載

最早的石敢當實物，是宋代出土的唐代石
敢當。宋人王象之的《輿地紀勝》、明代
黃仲昭的《八閩通志》、以及後來的《莆
田縣志》等，都記述了宋代慶歷年間福建
省蒲田縣出土唐代大歷五年石敢當石銘一
事」。具體文獻內容為，「慶歷四年，秘
書丞張緯出宰蒲田，再新縣中堂，其基太
高，不與他室等，治之使平，得一石銘長
五尺，闊亦如之。驗之無刊鏤痕，乃墨跡
焉。其文曰：石敢當，鎮百鬼，壓災殃。
官吏福，百姓康。風教盛，禮樂張。唐大
歷五年四月十日縣令鄭押字記。並有石符
二枚具存」。葉濤還提到，現存最早的石
敢當實物是位於福州於山頂碑廊的南宋紹
興時期石敢當碑，碑文中寫著「奉佛弟子
林進暉時維紹興載命工砌石路一條求資考
妣生天界」。前述兩枚石敢當，除鎮煞功
能外，一為祈福，二為修路紀功。從葉濤
先生的研究得悉，無論是文獻中最早的石
敢當實物，還是現存最早的石敢當實物，

竟然都出現在福建，這意味著什麼？福建
很可能是石敢當的故鄉！

作為福建石敢當的典型代表，閩南
石敢當一直都是我的重要關注對象。閩南
石敢當的類型是極為豐富的。在田野調查
中，我們可以發現，作為閩南厭勝文化的
一種，石敢當文化遠比我們想像中的要豐
富多彩，這和閩南厭勝物的整體存在情況
是一致的。之前，我曾在《論閩南文化區
的巫術系統：信仰與厭勝》一文中寫道：
「在閩南的民間社會中，民間信仰與厭勝
文化是兩個非常值得關注的觀察角度。然
而，兩者之間，不是孤立的，而是存在著
極為密切的關係。

這與我在采風時觀察到的大量古閩
文化遺存是形成呼應的。」閩南石敢當的
原始性、多元性、豐富性，體現在：一是
有不寫石敢當字眼甚至只是單純一塊石頭
的石敢當；二是石敢當的表面往往會組合
其它的厭勝物文化，如獸頭（含虎面、獅
面）、八卦、星宿、佛像、佛偈、道符及
其它與辟邪鎮煞有關的厭勝圖案或文字，
如李廣箭在此、麒麟在此等；三是石敢當
的造型有的直接體現為其它厭勝物的造
型，如風獅爺、塔形石敢當；四是出現有
紀年有紀事的石敢當，如晉江圍頭的清代
石敢當。                                  （未完待續）

香港仔

港鐵須重回鐵路營運初心
港鐵昨日再次發生行駛

中列車車門飛脫事故，荃灣
線一輛開往中環方向的列車
在駛入油麻地站時，車廂與
月台發生碰撞，至少四道車
門脫落。這已是短短一年內
的第二次車門飛脫事件，令

人震驚。港鐵一向是香港以高效、準時及
極低故障而蜚聲國際的「城市名片」，過
去亦是內地和新加坡等鐵路營運單位取經
學習的對象，但近十年來卻事故頻生、病
態十足，讓市民痛心疾首。

港鐵鐵路業務顯露的問題幾乎是全方
位的，不但工程項目連番爆出各種問題，
列車營運方面亦每況愈下，例如測試期間
出現列車相撞、路軌出現裂紋，甚至出現
繁忙時間列車出軌等嚴重事故。至於信號
系統、制動系統、電纜設備、監控系統、
幕門等各種設施發生故障導致服務延誤亦

愈來愈頻繁，更加蔓延至日常的車站站務
管理質素，例如前日尖沙咀站和柴灣站扶
手電梯相繼出現「炒梯」事故，市民不禁
要問，港鐵到底怎麼了？

港鐵是上市的鐵路公用事業，坐擁數
以萬計鐵路上蓋優質物業補貼。越來越多
分析批評，港鐵經營向地產傾斜，是名副
其實大地產商，因而重用金融和財務類人
才，管理層在工程和鐵路相關專業知識嚴
重不足，地產項目發展和物業管理雖做得
非常好，但在鐵路本業的發展卻愈來愈落
伍，工程和鐵路營運所需要的專業資源不
足，培訓和監察制度亦跟不上發展步伐。

而且，不論是工程超時超支、事故
頻生到日常營運出現問題，卻鮮有向管理
層問責。現時根據按服務延誤時間來計算
罰金的機制，亦是由公司繳付罰款，難免
「羊毛出在羊身上」，最終由消費者埋
單，市民集體繳付冤枉錢。港鐵是上市公

司，管理層向股東交代，疫情下去年載客
量大減，但在地產業務表現亮麗之下，
全年賺95.5億元，物業收入佔總利潤超過
97%。

不過，成立港鐵是為了配合公共運輸
需求，採取「鐵路加物業」營運方式並給
予政策傾斜，是為保證利潤以支撐一流的
鐵路運作。換句話說，港鐵的地產開發是

次要業務，鐵路運作才是主業；服務對象
的主體是全體市民，股東是次要對象。政
府持有港鐵近77%的股權，有絕對話事權，
當務之急是撥亂反正，煞停港鐵過度追逐
地產利潤，改善公司管治文化，必須先做
好鐵路發展和日常營運，制訂嚴謹的服務
質素和社會責任指標，讓鐵路運作重回正
軌，以符合公司當初成立的目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