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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 6月，中央人民政府委
员会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
革法》。这部法律总结了中国共产党
过去领导土地改革的历史经验，适应
新中国成立后的新形势，成为指导新
解放区土地改革的基本法律依据。

土地改革的基本目的，是废除地
主阶级封建剥削的土地所有制，实行
农民的土地所有制，以解放生产力，
发展农业生产，为新中国工业化奠定
基础。土地改革的总路线，是依靠贫
农、雇农，团结中农，中立富农，有步
骤地有分别地消灭封建剥削制度，发
展农业生产。

新中国成立之前，各解放区就分
期分批组织了土地改革。为保证土
地改革法的正确实施，从中央到地方
都抽调大批干部组织土改工作队，其

中吸收了相当一批新解放城市的青
年和学生，经过集中培训，认真学习
土改法令，掌握各项政策和工作方法，
分期分批下到农村开展土地改革。
从1950年冬季开始，一场历史上空
前规模的土地改革运动，在新解放区
有领导、有步骤、分阶段地展开了。

土改后，农村的面貌焕然一新。
到1952年底，全国除一部分少数民
族地区及台湾省外，广大新解放区的
土地改革基本完成。全国有3亿多
无地少地的农民（包括老解放区农民
在内）无偿地获得了约7亿亩土地和
大量生产资料，免除了过去每年要向
地主缴纳约3000万吨粮食的苛重地
租。

土地改革的完成，消灭了地主阶
级封建剥削的土地所有制，从根本上
铲除了中国封建制度的根基，带来了
农村生产力的解放、农民生产积极性
的提高、农业的迅速恢复和发展。这
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民反封建斗争的
一个历史性胜利。

（新华社北京9月4日电）

废除封建土地制度

这是1950年浙江省嘉兴镇东乡农民土改胜利完成后，农民高彩官和家人
一起看领到的土地证。 新华社发（资料照片）

“ 中 国 之 度 ” 系 列 述 评

全文

扫一扫
就看到

新华社香港9月4日电 香港特别
行政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4日发表电
视讲话，提出打破目前困局的四项行
动，包括：保安局局长在立法会复会后，
按《议事规则》动议撤回条例草案；全力
支持监警会的工作；从本月起，行政长
官和所有司局长会走入社区与市民对
话，一起探讨解决方法；邀请社会领袖、

专家和学者，就社会深层次问题进行独
立研究及检讨，向政府提出建议。

林郑月娥强调，持续出现的暴力
正动摇香港法治的根基，极少数人挑

战“一国两制”，冲击中央政府驻港机
构，污损国旗、国徽，将香港推向危险
的境地。无论市民对政府或对社会现
况有多大的不满，暴力绝对不是解决

问题的方法。目前，最迫切的就是要
遏止暴力、捍卫法治，重建社会秩序。
政府会对所有违法及暴力行为，严正
执法。

林郑月娥：就打破困局提出四项行动

据新华社北京 9 月 4 日电 （记
者 熊丰）公安部、教育部4日在京联
合召开电视电话会议，提出校园安全
工作要做到“六个必须到位”：做好校
园安全工作，思想认识和组织领导必
须到位、校园安全检查和隐患整改必
须到位、矛盾纠纷排查化解和重点管
控措施必须到位、校园周边巡逻防控
力量必须到位、警校联动和应急处置
措施必须到位、责任落实和倒查追究
必须到位。

对于危害校园安全的涉校案件，公
安部、教育部要求坚持“零容忍”态度。
确保对滋扰校园、侵害师生安全的案件
第一时间出警；对正在发生的侵害学生
和儿童人身安全的犯罪活动，依法采取
一切有效措施坚决制止，该使用武器的
要果断使用武器；对因涉校纠纷干扰学

校正常教育秩序的，依法依规严肃查
处。

会议指出，要清醒地看到，校园安
全工作仍存在不少薄弱环节和漏洞，特
别是一些地方工作责任心不强，工作措
施落实不力，安保措施没有真正落实到
位。

公安部副部长孙力军要求，各地公
安机关要会同教育部门立即组成联合
检查组，按照校园内部保卫力量到位、
安全设施到位、校园周边防控机制到
位、应急处置预案到位、处置警力到位
的要求，对各类涉校安全隐患进行全面
深入排查，逐一落实整改措施，特别是
对防范薄弱、隐患突出的乡村、街道、城
乡结合部、偏远地区的学校、教学点要
进行拉网式、滚动式大排查，对问题隐
患制定限期整改方案。

公安部教育部部署
加强中小学幼儿园安全工作

新华社北京 9 月 4 日电 （记者
申铖）记者4日从财政部了解到，为贯
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稳定生猪生
产保障市场供应的部署要求，中央财政
决定进一步采取措施，促进生猪生产、
保障市场供应。

根据财政部办公厅、农业农村部办
公厅日前联合发布的通知，一是切实落
实好非洲猪瘟强制扑杀补助政策。因
非洲猪瘟疫情强制扑杀生猪（含人工饲
养野猪）的补助工作，继续按照有关要
求执行。同时，进一步完善补助经费发
放方式，由现行按年度结算调整为每半
年结算发放一次，中央和省级财政资金
下达后，县市要在三个月内将补助资金
给付到位。

二是完善种猪场、规模猪场临时

贷款贴息政策。将农业农村部办公
厅、财政部办公厅关于做好种猪场和
规模猪场流动资金贷款贴息工作的通
知，实施期限延长至明年12月31日，
在延长期限内，适当扩大贴息范围，将
符合通知规定的种猪场、规模猪场用
于新建、改扩建猪场的建设资金纳入
支持范围。

三是加大生猪调出大县奖励力
度。今年中央财政适当增加生猪调
出大县奖励资金规模，奖励资金用途
按《生猪（牛羊）调出大县奖励资金管
理办法》实施，重点支持生猪生产发

展、动物疫病防控和流通基础设施建
设。

四是提高生猪保险保额。暂时提
高能繁母猪、育肥猪保险保额，将能繁
母猪保额从 1000- 1200 元增加至
1500元、育肥猪保额从500-600元增
加至800元。政策实施期限自今年5
月1日至明年12月31日。之后，结合
《中央财政农业保险保费补贴管理办
法》修订情况统筹研究后续实施期限问
题。

五是支持实施生猪良种补贴等政
策。今年支持生猪养殖大县，通过农业

生产发展资金调结构对购买使用良种
猪精液进行补贴，推广人工授精技术。
同时，各地要立足现有资金渠道，支持
畜牧大县生猪运输车辆洗消中心建设
等。

六是强化省级财政统筹力度。各
省级财政要切实加大生猪稳产保供
支持力度，强化省级财政的统筹作
用，对政策措施确有困难的县市，可
降低或取消县市财政承担比例。农
业农村部门要加强组织实施，切实将
政策落到实处，促进资金规范、安全
和有效使用。

中央财政进一步采取举措促进生猪生产、保障市场供应

3658米，国产钻井平台的最大作
业水深，“可燃冰”喷薄而出；

7018米，中国探钻新纪录，地球母
亲的“心跳”在此律动；

10767米，洋底下潜的新标杆，万
米深海从此打开大门。

从“解锁”深层页岩气田，到科学开
发城市地下空间，从不断鼓励原始创
新、掌握核心技术，到强调以科技夯实
国家强盛之基……70年岁月荏苒，几
代人前赴后继，镌刻下一个又一个中国
深度。

它们见证了科技创新的跨越式发
展，也维护着中国这艘“复兴号”巨轮行
稳致远。

●标注中国探索的新刻度
●开启中国奋进的新征程
●蓄积中国腾飞的新动能

（据新华社）

中 国 深 度
——新中国成立70周年成就述评之四

新华社北京 9 月 4 日电 （记者
申铖）记者4日从财政部了解到，为进
一步推进制造业高质量发展，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日前联合发布公告称，符
合条件的部分先进制造业纳税人，可申
请退还增量留抵税额。

公告称，自2019年6月1日起，同
时符合以下条件的部分先进制造业纳
税人，可以自2019年7月及以后纳税
申报期向主管税务机关申请退还增量
留抵税额：增量留抵税额大于零；纳税
信用等级为A级或者B级；申请退税前
36个月未发生骗取留抵退税、出口退
税或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情形；申请退
税前36个月未因偷税被税务机关处罚

两次及以上；自2019年4月1日起未
享受即征即退、先征后返(退)政策。

根据公告，所称增量留抵税额，是
指与2019年3月31日相比新增加的
期末留抵税额。所称部分先进制造业
纳税人，是指按照《国民经济行业分
类》，生产并销售非金属矿物制品、通用
设备、专用设备及计算机、通信和其他
电子设备销售额占全部销售额的比重
超过50%的纳税人。

公告明确，部分先进制造业纳税人
申请退还增量留抵税额的其他规定，按
照财政部、税务总局、海关总署此前联
合发布的关于深化增值税改革有关政
策的公告来执行。

两部门明确部分先进制造业
增值税期末留抵退税政策

“真爱香港，就要用实际行动向一
切损害香港繁荣稳定、挑战‘一国两制’
的行为坚决说不！”在日前举行的新闻发
布会上，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新闻发
言人的表态，道出了“止暴制乱、恢复秩
序”这个当下香港社会最大的公约数。

两个多月来，在一小撮反中乱港分
子策划和组织下，香港游行示威已演化
为极端暴力行动，严重挑战了香港的法
治和社会秩序，严重威胁到香港市民的
生命财产安全，也严重触碰了“一国两
制”的原则底线。当前，香港局势依然
复杂严峻。暴力、违法活动仍没有得到
完全遏制，少数暴徒变本加厉，犯下了
一桩桩令人发指的罪行。

香港回归以来，香港居民的基本权
利和自由都受到法律保护。游行集会，

作为基本法赋予香港居民的自由，得到
了充分保障。事实上，香港市民享有的
言论自由、新闻自由、游行集会的自由
等较之回归前有增无减，香港是公认的
全世界最自由的地方之一。

但是，自由绝不是违法的借口，暴
力更是同“爱香港”背道而驰。一些极
端激进分子肆无忌惮挑战“一国两制”底
线、冲击中央驻港机构、污损和侮辱国旗
国徽、暴力袭击警察和无辜市民、严重损
坏公私财物、危及公共安全，其所作所为
远远超出了正常游行集会的范畴，在任

何国家、任何地区、任何法律制度下都已
构成暴力犯罪，他们是不折不扣的暴
徒。种种事实告诉我们，围绕修改《逃犯
条例》出现的事态已完全变质。少数暴
徒的目的和矛头所向，已与修例无关，他
们妄图通过暴力违法活动搞乱香港、瘫
痪特区政府，进而夺取特区的管治权，最
终使“一国两制”名存实亡。

面对香港的乱局，我们要保持清醒
头脑，把以和平游行集会表达诉求的行
动与暴力犯罪和挑战“一国两制”底线
的行径区分开来。同时，要坚定正义立

场，清楚认识到在止暴制乱这个大是大
非、关乎香港前途命运的问题上，容不
得任何犹豫、徘徊和摇摆。

面对违法犯罪，执法就是维护正
义，护法就是人心所向。止暴制乱、恢
复秩序，需要进一步凝聚共识，采取更
加有力的实际行动。特别是对暴力犯
罪的骨干分子及其背后的策划者、组织
者、指挥者，要追究到底，绝不手软。香
港社会各界和广大市民都行动起来，自
觉抵制暴力、制止暴力，自觉支持特区
政府和特区警队依法打击和惩治暴力
犯罪活动，支持特区检控和司法机构各
司其职，让所有暴力犯罪分子受到应有
的惩治，有力彰显法治的公正与威严，
共同维护香港社会大局稳定。

（新华社北京9月4日电）

止暴制乱是香港最大公约数
辛识平

2019年夏天，一场突如其来的风
波席卷香港。一个初衷是向台湾移交
杀人犯的“修例”法案为何能引发如此
巨大的动荡？

吹开喧嚣的政治泡沫，修例风波的
背后有着一些香港深层次的社会矛盾
和问题。这些经济民生方面的矛盾成
因复杂、长期未能解决，积累成巨大的
社会问题。

很多青年眼中
未来缺乏亮色

都说青年人代表未来，但在很多香
港青年眼中，未来缺乏亮色。

已满35岁的司机小邝酷爱摩托
车，每到周末都会驾驶着大功率摩托车
在郊野狂奔，这时候的他豪气勃发。但
一谈起未来，情绪就低落下来。“未来，
我们有未来吗？”没有房子，与家人挤住
在一起，谈了多年的女友无法结婚，生
儿育女的念头早已没有了。租房？30
平方米房子月租金动辄八九千港元，小
邝每月进项不过1.5万港元左右，如何
能租？至于攒首付买房，更是想也不要
想。你攒钱的速度绝对比不过房价上
涨的速度。

对比一下香港房价上涨幅度和收
入上涨幅度，可以看得很清楚：目前，香
港不同区域、房型价格不等，但绝大多
数都在每平方米20万港元以上。而月
收入呢？一位市民向记者表示：“20年
前，大学毕业生就拿一万港元了，20年
过去，涨到一万二、一万三，这20年，物
价涨了多少？算上通胀，大学毕业生实
际是贬值的。”

按国际劳工组织2018年的数据，
从2008年到2017年，内地的实质薪资
成长率达8.2%、澳门1.6%、韩国1.2%，
台湾的实质薪资成长仅0.2%，香港甚
至落后于台湾，只有0.1%。而从2004
年至2018年，香港房价涨了4.4倍。

正是房价高涨、薪金收入停滞，导
致香港自有住房比例下降，从2003年
至今，香港的住房自有率从53%下降
到48.9%。这个数据的背后，是财富
更加集中，是多少青年自有住房梦破
灭。

像小邝一样，假如只活在当下，不
考虑房子，吃喝、逛街、郊游倒也不愁，
只是“千万不要去想未来”。

中产的“坠落”焦虑

中产阶层一向被认为是中坚力量，
是社会的稳定器。但在香港，这个稳定
器正在失灵，担忧向下坠落的“中产焦
虑”在香港尤为突出。

香港特区政府运输及房屋局前局
长张炳良对此有个概括叫“中产阶层的
基层化”，何意？“就是说，这个阶层的教

育水平、文化认同是中产，但实际生活
已经达不到中产阶层的水平，与基层趋
同”。

在香港，2018 年月薪中位数为
1.75万港元，公务员和教师中位数2.84
万港元，论整体收入已经相当高。但张
炳良透露，他做局长时做过公务员住房
的小调查，惊讶地发现，不少人买不了
房子，有的甚至住在劏房（指一个住房
单位被切割成多个很小的居住空间）
中。

就香港而言，房产，是富人的财富，
是中产昂贵的门票。没有退路的香港
中产，为了获得这张门票付出了巨大的
代价。包括极高的负债、透支性的消费
以及束缚性的职业生涯。所谓香港中
产，就像在房子这个通道里的沙子，随
着房价波动，在有产和无产两端之间来
回颠倒。

持续增长的高房价，将香港社会撕
裂成有房者与无房者两大对立面。没

“上车”（拥有住房）的想“上车”，“上车”
的立刻变成高房价的维护者。正是各
种不同利益主体的复杂纠葛，让香港特
区政府左右为难，动辄得咎。近来最突
出的例子就是为应对土地供应不足而
推出的东大屿山填海计划，作为一计解
决房屋问题的长远方略，却遭到了很多
人的无端质疑。

上升通道狭窄
“哑铃型”社会成型

作为一个高度现代化的资本主义
社会，香港仍有数量不少的穷人。香港
社会贫富差距大、阶层固化的背后，是
产业的高度单一和空心化。

根据统计，2016年，香港显示贫富
差距的基尼系数为0.539，已大大超过
危险警戒线的0.4，与部分拉美国家持
平。尽管特区政府为解决贫富差距做
出了不少努力，但社会福利水平与香港
经济发展水平还是很不相称。

在健康的社会里，青年和基层人士
通常可以通过就业、教育等途径实现向
上流动。但香港的社会阶层却基本固
化，例如，位居富豪榜前列的人士多年
未曾变化，基本都是地产商及其家族。
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很复杂，而产业空
心化是青年上升通道日渐狭窄的主因
之一。

在20世纪70年代香港有将近一
半的劳动者是产业工人，自20世纪80
年代开始，香港金融、航运、商贸物流、
服务业兴起，管理、行政、技术、金融及
专业人才吸纳众多劳动力，跨入中产阶
层。但在随后的产业升级中，在原有商
贸、航运之外，只发展了金融、旅游等服
务业。

“科创产业没能发展起来是香港的

一大痛点，”香港科技大学经济学系荣
休教授雷鼎鸣说，“香港金融业占到了
GDP的约 19%，但只提供约6%的就
业。”金融业创造财富的能力惊人，但只
能吸收少数本土精英青年人，大部分本
地青年没有能力从事高端服务业，何况
许多香港金融从业者更是来自海外的
人才。

对于当前的局面，特区政府曾尝试
采取多种手段予以改变，但科技创新产
业几次努力，几次夭折。这其中，反对
派曾出于政治目的进行过种种无端阻
挠，比如特区政府为推动创新科技发展
而成立的创科局，反对派为反而反，不
顾社会一再呼吁停止政治虚耗的呼声，
在立法会百般阻挠，生生拖了三年。

这直接导致香港制造业产值时至
今日仅占香港GDP的1%左右，吸纳劳
动力寥寥无几。

政治争拗持续
难题更难消解

高房价、贫富差距、青年难以向上
流动。这些社会问题早已暴露，回归
22年来，历届特区政府也都做出过不
同程度的努力。但迄今为止，收效甚
微，民怨难以消解。这是修例风波一经
煽动就爆发的重要原因。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授田飞龙说：
“回归以来，由于多种原因，特区政府确
实没能更多地通过政策保障、民生保障
合理地去解决香港的社会民生问题，导
致香港有很强的内生动力将经济民生
议题政治化。”

不可否认，有些民怨确实是特区政
府政策上缺乏远见所导致的。但香港
深层次矛盾之所以难以化解，既有政治
架构上的互相牵制，造成施政困难；也
有政府举措失当，还有长期以来自由市
场理念下，教条式执行“小政府、大市
场”的理念带来不作为的问题，而最主
要的是，反对派不断制造和挑起政治争
拗，罔顾经济民生大局，人为制造了各
种困难。

这些因素盘根错节，再加上各种利
益集团各求所好，别有用心者趁机搅
局，结果问题不断在讨论，措施迟迟不
能出台，时间流逝，矛盾积重难返。

典型莫过于提高房屋供应量。首
任行政长官董建华提出了每年增加8.5
万套住房的计划，但亚洲金融危机冲击
下房价大跌，计划只能取消。

考虑加大土地供应量，随之而来的
是无休止的争议。很多人以为香港“人
多地少”，但香港超过1100平方公里土
地中，实际的土地开发程度为24.3%，
住宅用地仅占 6.9%。在未开发的
75.7%的土地中，划做郊野公园的就占
42%，就算为环保考虑不开发，还有

300多平方公里可用。但争议多年，开
发仍遥遥无期。

特别是这些年来，反对派为争夺管
治权，人为制造政治争拗，大大增加施
政成本。比如在2010年，一位香港老
太受反对派所撺掇哄骗，提出港珠澳大
桥影响环保的司法复核，尽管政府官司
打赢，但仅此一项，工程延宕一年多，造
价增加65亿港元。其他类似经济、民
生动议，不管是政策还是拨款，反对派
都要使尽解数，制造各种阻挠，把立法
会当政治秀场，绝不会考虑多数市民和
香港社会发展的需要。

香港多位政界人士对这种什么事
都干不成的所谓“民主”深恶痛绝，在与
记者的谈话中，反复提及“千万不要搞
这种民主”。

谁将答对第二次考题

修例风波中，反对派借着香港近年
来出现的封闭、排外思潮，拼命把内地
形容成洪水猛兽。

黄晞华，一个29岁的香港青年，对
社会上某些人把对特区政府施政的不
满延伸到中央、延伸到内地十分痛心。

他忘不了2008年北京奥运会带给
港人的骄傲，也忘不了汶川地震时血浓
于水的两地深情。对于香港社会现存
的某些情绪和碰撞，他从更广阔的视野
看待：“这些冲突和矛盾，我个人认为是
在融合期必然发生的，是两个不同的文
化、不同的价值观融合的时候必然面对
的。”

丝路智谷研究院院长梁海明，对
反中乱港分子挑动排斥内地嗤之以
鼻：“香港产业空心化、市场规模有限，
有自我‘造血’的能力吗？很多香港人
眼睛只知道往西方看，但是回头看看，
看看祖国的发展，会发现更有发展机
遇。”

香港经济学会顾问刘佩琼说：“封
闭并不能带来发展机会，现在的年轻人
不理解，如果香港真的和内地隔开，会
更糟糕，面对目前的经济困境，香港需
要和内地的连接更加密切、更有效，现
在出现的相反的思潮实际上在把香港
推向深渊。”

对祖国的发展有没有信心？历史
老人曾经在1997年出过一次同样的考
题。在回归前夕，一批心存疑虑的香港
人，慌慌张张远走他乡。但最后的事实
证明，他们做了人生中最为错误的选
择，错过了和祖国一起发展的良机。

历史将再一次证明，热爱自己的祖
国不仅仅是正义和正确之举，更是远见
和明智之举。希望20年以后，今天的
香港青年会骄傲地回答：我，做出了正
确的选择！

（新华社香港9月4日电）

沉重的底色与扭曲的方向
——香港修例风波背后的一些社会深层根源

新华社记者 王旭 方栋 朱宇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