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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地居民搶購奶粉和內地跨境兒童與香港北區兒童爭學額，成了近來兩地居民爆發矛盾衝突的熱點事件
。內地居民來港購物，帶來商機和就業機會，引發港人對由此而衍生問題的不滿，應設法改善。居住內地的
擁有香港永久居民身份的小孩來港唸書是法律賦予他們的權利，從消除人口老化的觀點而言，也該是好事。
多一些小孩在港唸書，將來他們就會留港工作，為港增添生力軍和年輕人口，是解決人口老化的方法之一。

公民黨損民心態畢露 □李明俊

奧巴馬 「歷史性訪問」緬甸後，西方媒體紛
紛推測美緬關係改善將引起 「中緬關係倒退」，
甚至擔憂 「中緬關係正面臨一個拐點」。目前緬
甸成了西方國家的 「香餑餑」，美國、日本，甚
至印度都在拉攏它，該國內部一些人也想往西方
靠，但中緬友好合作關係尚不至於發生逆轉。

美日印拉攏 緬成「香餑餑」
首先，中緬關係有深厚的基礎。中緬兩國

村寨相望，民族同源，居民跨境而居，文化相似
，習俗相近，兩國人民長期和睦相處，緬甸是新
中國成立後社會主義國家之外第一個承認新中國
的國家。多年來，中方秉持 「與鄰為善、以鄰為
伴」的周邊外交方針和 「睦鄰、安鄰、富鄰」的
周邊外交政策，支持緬甸推進民主法治建設、發
展國民經濟、改善人民生活、維護國家統一。兩
國高層領導人一直保持頻繁互訪勢頭，2011年5
月，緬甸總統吳登盛應邀訪華，同胡錦濤主席進
行了深入友好的交談，就保持高層交往、增進戰
略互信、提升經貿合作等達成一系列共識，兩國
領導人決定建立全面戰略合作夥伴關係。日前，
吳登盛會見了到訪仰光的中國特使、外交部副部
長傅瑩和解放軍副總參謀長戚建國，一致同意維
護兩國邊境地區的和平穩定。戚建國表示，中方
從不干涉緬甸內部事務，希望緬甸眼國內社會
和諧，北部和平及中緬邊境安全，採取有力措施
，實現邊境地區的穩定。這次會面是在緬甸當局
發出在克欽邦停火的聲明後不到24小時進行，顯
示中方對維護中緬關係的高度重視。與此同時，
雙邊經貿合作不斷發展。去年1至11月，雙邊進
出口額超過61億美元，同比增長5.5%。截至2011
年底，中國對緬投資超過202億美元，在緬外貿
和外國投資中均居首位。連接緬甸若開邦和中國
雲南的中緬油氣管道將於5月底全線貫通，正式
輸氣運營。目前，中緬雙邊貿易投資和經濟合作
已形成多層次、多領域、多形式的互利合作格局。

中國影響力 美暫難抵銷
其次，緬甸的對華政策不會發生根本性的變

化。緬甸已認識到，鞏固和發展中緬關係是其維
護民族獨立，實現民族和解，促進全面發展的需
要，符合緬甸的根本利益。近半個世紀以來，中

國的援助和支持對於緬甸維持政局穩定、維護國家安全和解決經
濟困難一直起十分重要的作用。長期以來，中國政府和人民給
予緬方政治上的支持和經濟上的援助，緬甸政府和人民對此不會
忘記。去年吳邦委員長訪問緬甸時，吳登盛曾表示緬方願同中方
繼續密切配合，保持高層交往勢頭，加強基礎設施、農業、能源
等領域務實合作，推動邊境貿易和投資合作，提升企業合作信心
。緬方歡迎中資企業來緬投資，發展勞動密集型產業和農產品深
加工業，並願為此提供便利。他重申，緬方將繼續堅定奉行一個
中國政策，堅定支持中方維護核心利益的立場和主張。不可否認
，近年來中緬關係中存在一些不和諧的聲音，特別是新政府突然
宣布停建中緬兩國合作的密松電站，投資十億美元的萊比塘銅礦
也因當地村民在搬遷和土地補償問題與中國企業發生的矛盾而停
工，這些對中緬關係無疑產生了負面影響。但可以肯定，即便緬
甸今後政權發生變動，無論其國內各派勢力多麼對立，上台後恐
難改變與中國的友好關係。昂山素姬曾多次強調， 「民主的緬甸
不針對中國」，她希望緬甸在尋求同美國更緊密合作的同時與中
國保持 「友好關係」。

第三，美國與緬甸關係改善難以抵銷中國的影響力。近年來
，美國力調整對緬甸的政策有三個目的：一是為奧巴馬再添一
筆在全球推廣美式民主的外交政績。二是借助改善對緬關係配合
美實現 「重返」東南亞的政策目標。緬甸有豐富的油氣礦產資源
，戰略位置極為重要。以奧巴馬參加東亞峰會為標誌，美國 「重
返」東南亞的戰略明顯走實。三是提升美國與東盟關係、強化美
對中南半島和東盟的影響力，平衡中、印、日等國的地區影響力
，使美國在東亞力量格局中獲得更多主動權。去年底奧巴馬訪緬
時承諾在未來兩年給予緬甸1.7億美元的援助，但同多年來中國
為緬甸帶來的巨大經濟利益是美國無法相比的。中國是緬甸主要
的外資來源，並且有與緬甸漫長的邊界線毗鄰的地緣優勢，美
國官員稱，北京向緬甸投入了數十億美元，而美國在這方面無法
與其抗衡。因此，緬甸官方僅僅是希望在中美之間保持一些平衡
，而不會冒失去中國巨大的經濟利益的風險充當西方的工具。美
國前高級官員、 「卡內基國際和平基金會」的包道格說： 「他們
知道自己需要與中國和美國都友好相處。」

不積極作為 恐被邊緣化
總的來說，緬甸政治、經濟、外交形勢的發展變化對緬甸國

家和人民、東南亞地區、中國等鄰國將會產生深遠的影響。就中
緬關係而言，儘管中國是緬甸的重要鄰國，最大投資國與第二大
貿易夥伴，中緬雙方有戰略利益共同點，但也要清醒看到，如
今緬甸已經成為大國博弈的主戰場之一。緬甸政局的變化，民族
衝突的升級，以及攻擊中國投資事件頻發，尤其是美國對緬關係
的調整，勢必加劇緬甸局勢的複雜性和不確定性，對中緬關係構
成挑戰。隨美日印等國的強勢回歸，中國在緬甸的傳統優勢正
日漸式微，若不積極作為，有可能被逐步邊緣化。只有未雨綢繆
，對各類複雜情況預有方案、預先準備，才能確保在有事之際從
容應對，並有效規避可能的風險與損失。

作者為原中國資深外交官

採取措施遏止搶購潮
□曾淵滄

劍指奢靡 大得民心 □秦曉鷹

內地居民來香港生小孩，
來香港唸書，來香港買名牌貨
，來香港搶購奶粉……已形成
近一兩年不斷發生的兩地矛盾
衝突。

內地居民來香港買名牌貨
本該是好事，為香港帶來生意
，製造就業機會。但是，部分
名牌店的從業員因此就看不起

本地客，則引來本地人的反感與自卑，引發了本
地人的反彈。不過，這個問題不算嚴重，相信名
店從業員會逐漸吸取經驗，改善對待不同顧客的
態度。

另一個比較嚴重的問題是名店推高了租金，
名店毛利高，交得起貴租，而且名店爭相搶租自
由行的熱門購物點，使到這些地點的租金高漲，
一些傳統的老字號的行業無法生存，經傳媒放大
、渲染，又使到香港人與內地居民的矛盾加深。
名店區租金狂升，也使到其他地區的店舖租金跟
提高。

當然，這也與全球資金氾濫，物業炒作有關
。住宅物業因買家印花稅（BSD）及特別印花稅
（SSD）的影響而趕走炒家，於是一些人就湧入
商業物業市場，商舖物業價格上升，租金也自然
上升。

租金升非自由行罪過
從自由經濟，自由市場的角度來看，租金的

上漲不可能是無上限的，當租金上漲至某個程度
，零售商挨不住就得倒閉關門，業主再放租而租
不出，租金自然會向下調整。有人退出、有人入

場，這本是很自然的商業行為。但是，在傳媒渲
染之下，這又成了部分港人指責自由行的罪名之
一。

政治人物見到不少香港人的不滿，就提出各
種各樣的管制建議，包括向商業物業徵收BSD及
SSD，包括租金管制……最近，香港的競爭對手
新加坡也開始向商業物業的買賣徵收類似SSD的
稅以控制炒作，這為香港特區政府添加了壓力。
該不該參考新加坡的手法？

雙非居民來香港生小孩的事暫時獲得改善。
不過，目前在深圳生活的眾多擁有香港永久居住
權的小孩跨境來香港唸書又為住在北區的香港兒
童帶來壓力，北區兒童與跨境兒童爭學額的事又
暴露出來。整體而言，香港學額不是不夠，但對
小學生而言，父母多希望孩子們不必跨區上學，
盡量在住家附近上學，跨區學童與北區學童爭位
的結果是不少北區學童被迫跨區上學，這又引發
了另一種不滿，對內地居民的不滿。我認為教育
局的確該正視這個問題，本地學童的確應該有優
先權在本區就讀，跨境學童選擇來香港上學就應
該接受分配到離深圳口岸更遠的學校。

本地學童應有優先權
最新又出現了搶購奶粉事件，對奶粉供應商

而言，有生意不可能不做，因此我估計搶購事件
應該純粹是物流供應預測出了問題。一般來說，
奶粉是通過海路入口香港，海路運輸時間長，從
訂貨到貨物抵達香港需時兩至三個月，因此入口
商對奶粉的需求預測決定了兩三個月後的供應。
我相信目前的搶購現象很可能是入口商低估了內
地居民來香港買奶粉的需求。是的，香港有多少
位嬰孩，奶粉的需求量多少是很容易預測的。但
是，十三億人口的內地有多少父母會買香港入口
的奶粉是無法估計的。水貨商以打游擊的方式在

全港各區排隊搶購奶粉，造成香港父母的恐慌，
也加入排隊搶購的隊伍，人人搶購，自然缺貨，
同時也扭曲了真正的需求數據，令入口商更難決
定該訂多少貨。

負責處理奶粉入口的衛生局局長高永文反應
是夠快的，傳媒開始報道部分地區出現搶購奶粉
的新聞後兩天，高局長已與消委會、奶粉供應商
開會討論如何處理。澳門政府也很快地推出針對
搶購奶粉的措施。當然澳門與香港不完全一樣，
不一定要模仿，解決的方法是否有效，也得進一
步觀察。但最重要的是不要讓搶購奶粉事件進一
步加重兩地居民之間的矛盾。

應設法改善奶粉供應
內地居民來香港購物，本該是一件好事，這

說明內地居民相信香港的品質管制，香港的品牌
有價。但是因此而衍生的問題，引發港人對內地
居民的不滿情緒是應該設法改善的。

內地居民相信香港的品質，這應該是一個商
機，是香港進軍內地、推動香港品質驗證業務的
商機，也是推動香港食品製造業起死回生的一個
商機。內地居民對香港品質最推崇的是食品，吃
下肚子的食品，品質要求自然高。在CEPA的協助
之下，香港製造的食品可以無稅入口內地，如果
也能在內地建立直銷點，相信是有市場的。

內地人來香港購物，帶來一定的矛盾，也帶
來商機，看你如何對待這個現象。居住內地的擁
有香港永久居民身份的小孩來香港唸書從法律的
觀點而言，這是他們的權利。從香港人口老化的
觀點而言，這也該是好事。多一些小孩在香港唸
書，將來這些小孩長大了就會留在香港工作，為
香港增添生力軍，增添年輕人的人口比例，是解
決人口老化的方法之一。

作者為香港城市大學副教授，博士

立法會財務委員會，25日討論通過向 「社區投
資共享基金」增撥二億元，令基金可以運作至2018
年。會上，公民黨郭家麒質疑建制派團體利用基金
在選舉期間大搞 「蛇齋餅」買票。公民黨郭家麒
質疑，與建制派政黨有聯繫的團體，可在區議會和
立法會選舉期間，向基金申請撥款舉辦活動與選民
「買關係」，將基金變成 「買票基金」。工黨張超

雄批評基金委員審批有偏頗，偏心建制派團體。
反對派極力反對給予地區工作撥款，表現了他

們漠視和踐踏地區社會利益的面目，醜態畢露。

「大狀黨」 不屑服務基層
公民黨也被稱為 「大狀黨」，標榜藍血精英貴

族，不屑服務勞苦大眾，不願做基層社會工作，不
願意在不同階層之間進行溝通聯絡，不願意為地區
的基礎建設做事，推動和諧社會的建設。反對派認

為，糅合不同的族群，縫合不同階層的裂縫，推動
社區的團結，營造不同族群的和諧關係，是一種罪
惡，必須堅決反對。

他們認為，製造社會分化、不同族群的對立、
不同族裔的疏離，挑動香港同胞和內地同胞的矛盾
，製造互相敵視，營選對抗的氣氛，有利於吸收激
進青年加入他們的陣營，才是 「爭取民主」之道。
這是一種美國輸出民主的模式。這也是公民黨要呼
應美國建立亞洲民主的任務的一種思維方式。

君不見美國在阿拉伯世界和中東地區輸出美式
民主，要這些多民族、多族裔、多宗教、多派系、
階層利益分化採用美式的一人一票， 「勝者獨裁，
權力全要」的方式，去取代原有的社會模式，大搞
茉莉花革命，煽動阿拉伯之春，鼓勵有野心的組織
和青年人上街鬥爭，已在突尼斯、利比亞、埃及、
敘利亞、馬里造成了政局動盪和內戰，人民生靈塗
炭，人權更得不到保障。

公民黨把 「社區投資共享基金」增撥二億元，
看作是眼中釘肉中刺。公民黨提出的理由是： 「過
去親中團體成功獲批百分之十四的撥款，佔一千三

百萬元。」所以得出結論，這是特區政府向民建聯
傾斜了，還無中生有地誣衊特區政府 「公然利用公
帑向建制派發放政治酬勞」，協助他們選舉前 「派
糖買票」，社區共享基金淪為 「蛇齋餅共享基金
」。這種說法，可說是無中生有，以政治化衝擊地
區工作，非常無理。親中團體只獲得14%的撥款，
恰恰說明了有86%的撥款落在了其他社團的手上，
政府並無對民建聯有所傾斜。

特區政府設立社區投資共享基金目的，是希望
透過鼓勵和促進不同性質的機構，包括非政府機構
和私營機構及不同界別機構，推動社會福利、教育
等互相合作，建立社會網絡和推行社區支援計劃，
促進社會融合。設這個基金的目的，是推動富裕群
體去關心弱勢群體，推動不同的族裔互相關懷，對
於文化教育有困難、成績差的少年兒童進行輔助，
對於病患和傷殘人士進行關懷，建立街坊鄰里之間
的守望相助精神，讓社會企業能夠服務有需要的長
者，給予一定的支援。總的目的就是在社區中提升
街坊鄰里的凝聚力，促進社會和族群的和諧關係。
這完全符合香港的總體利益，符合地區的福祉。有

什麼值得攻擊和挑戰的呢？
在這個工作中，民建聯和親中社團熱心投入，

積極做好基層工作，服務弱勢社群，難道是罪過嗎
？事實上，真正得到利益的是每一個社區，而獲得
撥款最多的是東華三院、保良局和某些社會福利志
願團體。公民黨將之政治化，污衊為 「蛇齋餅共
享基金」，完全違反事實，閉眼睛製造謠言。他
們妒忌的心態，顛倒是非的黑暗心理，說明了他們
既不想服務地區社群，又對於服務街坊群眾取得成
效的政黨大玩抹黑的手段。

總是與市民利益為敵
幫助弱勢社群的工作，應該鼓勵整個社會都去

做，越多人做，越早做就越好。公民黨居然要對地
區及慈善組織進行政治審查，凡是愛國愛港的社團
做服務弱勢社群工作，就不准撥款，進行限制，這
種邏輯思想，是非常無良的，是損害地區社會利益
的。

反對派對於服務地區有成績的愛國愛港團體採
取了全盤否定的態度，污衊基金的作用，說明了他
們的對抗性心態，不利於社會的和諧和團結，不利
於提升弱勢社群的工作能力和解決跨代貧窮的問題
，不利於推動街坊守望相助的中國人傳統風俗習慣
。反對派與市民的利益為敵，將來在選舉中一定會
付出高昂的代價。 作者為資深評論員

一個大型國有企業的領
導幹部赴歐洲，因為嫌下榻
的酒店 「檔次不高」，而怒
斥陪同人員。隨後，揚長而
去，直奔一家豪華飯店。一
位有點名氣的大學教授到鄰
國，也因為同樣的原因大發

雷霆並口出狂言： 「我，到哪兒都住總統套（房
）！」

某地請某歌星以個人演唱會形式舉辦義演，
她竟提出四個條件：一、做10套鑲金嵌銀的演出
服；二、組織一支多達百人的伴舞伴唱隊伍；三
、必須有5萬粉絲到現場捧場；四、衛星電視直播
並有中英雙語主持人報幕。

奢華之風助長虛假繁榮
這些都是我親眼所見或聽親歷者所言。 「故

事」裡的主人公雖有官員學者和這 「星」那 「星
」之別，但他們共有的心理則是，沒有豪華的排
場，沒有奢華的接待，就是丟面子、失身份，就
是紆尊降貴。其實，比上述事例更有過之的種種
言行，我們在平時看到聽到的還少嗎？一位掌控
金融的京城官員不無炫耀地告訴我，他每逢周末
便飛到南方去打高爾夫球，休假時赴外國看汽車
拉力賽、到夏威夷海灘 「發呆」。而另一個官員
則毫不掩飾地說： 「500美元以下的東西，我連看
都懶得看……」

在今天的中國，這種講排場、比享受、極度

揮霍和肆意浪費的現象，幾乎已到了無處不在的
地步！這些言語中，讓人分明感到一股肆無忌憚
的奢靡之風，像野火一樣焚燒執政黨多年秉持
的為人民服務的宗旨；腐蝕中華民族數千年形
成的優良的勤儉傳統。當某些人以奢侈為榮，以
比富鬥富為樂之時，是否會想到：這種以奢華為
美的劣跡，給改革開放的中國帶來了多麼糟糕的
國際影響。殊不知，國際輿論早就像看一個 「暴
發戶」那樣，對這些炫富比富鬥富的中國人給予
的只是譏笑和鄙夷。

其實很長時間以來，筆者與許多公眾一樣，
早就對社會生活中的種種亂象和怪誕感到憤懣與
不解。為什麼 「只買貴的不買好的」這種調侃竟
會是真真切切的現實？為什麼中國婦女人人都想
背個印LV的手袋手包？為什麼沒有豪車組成的
車隊就接不來新娘？為什麼戴名表穿名牌開名車
竟成了許多人眼中事業有成的標誌？為什麼假名
牌在一些人當中如此受追捧，甚至把國產轎車改
裝成寶馬奔馳的技術會成為最吃香的行當。就連
歷來都是老百姓喜歡喝的 「老白乾」 「二鍋頭」
等白酒也要堂而皇之地戴上了 「皇家御酒」 「國
宴至尊」的招牌！我記住王岐山先生在擔任北京
市長期間，就曾明確表示，他反對用 「貴族」 「
皇家」 「帝王」 「貴妃」 「名爵」這些詞彙給酒
樓飯店命名。他說這會給公眾、特別是給年輕人
一種錯誤的心理暗示，是在助長奢華之風，更是
一種脫離國情的虛假繁榮！

成由勤儉敗由奢，是中國的老話，更是沉甸
甸的歷史教訓。幾千年來中國數百次的底層革命
之所以失敗，除了統治者的鎮壓，絕大多數都是
因為小勝小奢華小腐敗、大勝大奢華大腐敗所致
。直到最終丟了江山掉了腦袋，後悔晚矣！中國
執政黨如果不能剎住今天這股奢華之風，就不可

能剷除腐敗的土壤，也就不可能抽身於這一歷史
教訓之外。

追求奢華從本質上講，是追求一種對人的物
質需求的無節制滿足。從這個角度說，奢華是無
限放大的人的物質慾望：鼓勵和助長奢華其實就
是在釋放物質慾望的魔鬼，就是在打開一個潘朵
拉的盒子！奢華之風所助推的僅僅是人的自然屬
性而不是引導人類走向文明進步的社會屬性。換
句並無貶意的話就是，追求奢華其實是人的一種
低層次趣味。離開人的精神追求，一個人還有完
整的人格嗎？一個民族還能贏得世界進步人類的
認同與尊重嗎？

轉變作風就須反對奢靡
正是因為這樣，筆者與絕大多數中國公眾一

樣，對習近平總書記提出的堅決反對奢靡之風的
思想，表示熱烈的贊同。奢靡是根，浪費是形。
中國執政黨和中央政府劍指奢靡和浪費，可謂大
得人心之舉。同樣，當前中共正在推進的轉變作
風一事也必須與反對奢靡相聯。因為與奢靡相對
立的儉樸之風，也是轉變作風的重要內容。儉樸
是物質的剛正，剛正是精神的儉樸。不難想像，
一個物質上追求奢華的人，會是一個在精神上與
普通群眾息息相通的人；一個揮霍無度的人，會
是一個剛正不阿為民眾疾苦奔走呼號的人。反之
，只有具備儉樸謙虛剛正美德的政治家，才會隨
時敲開百姓的家門，端起平民的粗茶淡飯，噓寒
問暖，才能真正得到人心。

奢華不除，江山不穩。劍指奢華，順乎民心
。謹希望此舉能持之以恆，畢竟 「由儉入奢易，
由奢入儉難」啊！

作者為資深評論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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