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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勿「閉門自封」「本土化」無道理
倡設粵港澳自貿區 增與內地合作強化地緣優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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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王玨）國務院發表
《「一國兩制」在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實踐》白皮書
後，《人民日報》昨日第三度在頭版顯要位置發表
有關白皮書的評論員文章，表示全面準確理解和貫
徹「一國兩制」方針政策，香港與祖國才能共同繁
榮發展，提到中央在香港回歸以來推出一系列惠港
政策，體現中央政府貫徹執行「一國兩制」方針政
策、保持香港長期繁榮穩定的堅定決心。祖國是香
港持續發展的重要依托，是香港繁榮穩定的堅強後
盾，港人只有把眼光放遠，以家國情懷矚望中國，
才能在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事業中，獲得更廣闊的
發展空間。
《人民日報》昨日發表題為〈香港與祖國同發展
共繁榮〉的評論員文章。文章表示，回顧「一國兩
制」在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實踐歷程，總結保持香港
長期繁榮穩定的歷史經驗，一個結論分外鮮明：全
面準確理解和貫徹「一國兩制」方針政策，香港與

祖國才能同發展、共繁榮。

港發揮橋樑作用 助內地改革現代化
文章指出，「祖國好，香港好」，「香港是我
家，祖國是我根」，樸實無華的表達，傳遞出守望
相助的深情。回歸祖國後，香港繼續發揮橋樑和窗
口作用，為內地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作出重要貢
獻；祖國內地的快速發展，為香港提供了更多發展
機遇和發展動力。今天，祖國的南海明珠更加璀
璨，國際金融、貿易、航運中心的地位更加穩固，
這有力地證明：祖國是香港持續發展的重要依托，
是香港繁榮穩定的堅強後盾。
文章特別提到，回顧近17年來，無論1998年亞洲

金融風暴，抑或2003年非典肆虐，還是2008年國際
金融危機，每當香港遭遇困難和挑戰，中央政府總
是在關鍵時刻義不容辭地出手相助，幫助香港轉危
為機、渡過難關。

惠港政策兼顧短期發展長期利益
從49個內地城市開通香港個人遊，到確保對香港

基本生活物資的安全穩定供應；從簽署《內地與香
港關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到全方位提
升香港的國際競爭力……一系列惠港政策，不僅考
慮短期發展，而且兼顧長期利益，體現中央政府貫
徹執行「一國兩制」方針政策、保持香港長期繁榮
穩定的堅定決心。
文章指出，祖國內地與香港的經貿關係更加緊

密，各領域的交流合作不斷深化，譜寫相互關愛
信賴、共享發展成果的嶄新篇章。內地是香港最大
的貿易伙伴，香港也是內地最重要的貿易夥伴和主
要出口市場之一，還是內地最大的境外融資中心。
此外，內地與香港還互為外來直接投資的最大來源
地。水乳交融的合作，互利共贏的發展，榮辱與共
的關係，說明香港只有背靠廣闊的內陸腹地，才能

連接巨大的國際市場；只有與祖國內地優勢互補、
共同發展，道路才能越走越寬廣。

放遠眼光 投身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事業
文章又說，祖國內地與香港是血脈相連、人文相

通、經濟相融的命運共同體，理應同呼吸、共命
運、齊奮鬥，理應同舟共濟、相扶相持、共生共
榮。13億人的市場，就是香港的市場；世界第二大
經濟體，就是香港的主場。對香港而言，把眼光放
遠、把視野放寬，在家國情懷中矚望全中國，才能
在參與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事業中，獲得更為廣闊
的發展空間。
文章強調，人們常用「背靠祖國、面向世界」來

形容香港的獨特定位，只有背靠祖國，才能面向世
界。不斷豐富和發展「一國兩制」在香港特別行政
區的實踐，保持香港長期繁榮穩定，是「中國夢」
的重要組成部分。香港同胞不僅有智慧、有能力、
有辦法把特別行政區管理好、建設好，也一定能在
國家事務中發揮積極作用，同全國各族人民一道共
享做中國人的尊嚴和榮耀，共擔中華民族偉大復興
的責任和使命。

《人民日報》三評白皮書 貫徹「一國兩制」兩地共繁榮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沈清麗、鄭治祖）
香港未來發展的經濟動力，這與國家整體
經濟發展分不開。香港工商專業聯會主席
黃友嘉昨日指出，內地需要發展專業服務
業，這正好是香港的強項。馮氏集團利豐
研究中心董事總經理張家敏也指，在全球
化和兩地融合的大趨勢下，香港服務業走
入內地已是不可阻擋的趨勢。

黃：專業服務業補國企不足
黃友嘉昨日在論壇上表示，國家經濟發
展最重要的目標是增強中國企業的競爭
力、創造力及創新能力。目前，中國企業
在生產成本及生產規模上仍有競爭力，但
在產品創新、創造、品牌打造、科研應
用、商品化等領域，在國際上還缺乏競爭
力，要提升中國企業競爭力，必須要發展
專業服務業，而專業服務業正好是香港特
區的強項。
他續說，內地擴大內需、企業「走出

去」、資本市場開放、人民幣國際化等發
展大趨勢，香港四大支柱產業包括金融、
專業服務、旅遊、物流及貿易，基本上全
部都會受惠。

港擁「天時地利」 活用「經濟勢頭」
黃友嘉強調，香港擁有「天時地利」，

環顧外圍經濟沒有比香港更好的國家城
市，但香港竟因內部因素而「裹足不
前」，認為香港有需要作深徹檢討，利用
好國家的經濟勢頭。
他又提到新界東北發展計劃，指回顧上

世紀60年代至90年代，香港先後興建9個
新市鎮，居住人口涉340萬港人，佔全港一
半人口，反觀上世紀90年代後，香港再無
發展開新市鎮，隨之衍生社會、經濟、住
房等問題。

張：應以鞏固本土產業為目的
張家敏則指出，在全球化和兩地融合的
大趨勢下，香港服務業走入內地已是不可
阻擋的趨勢，但他認為，香港服務業進入
內地，目標不能只是說明企業獲得內地的
市場和相對低廉的生產腹地，而應該是以
鞏固本土產業為目的，包括增加本地經濟
活動、提升本地產業結構、實現產業及就
業的多元化。

尤安山倡滬港設論壇互訪交流
全國港澳研究會理事、上海社科院港澳研究中心主任

尤安山則強調，內地改革開放已成為香港經濟持續發展
及國際競爭力不斷提升的動力之源：「兩地經濟發展已
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一榮俱榮、一損俱損的格
局。」正如白皮書所指的，香港與內地日益緊密的交流
合作，拓寬了香港與內地優勢互補、共同發展的道
路。」
他並建議，滬港兩地聯合設立「滬港自貿區發展論

壇」，邀請兩地政府高層、財經界以及學者，透過定期
考察、訪問等，加強部門溝通和業務交流與合作。

馮孝忠：融合內地提高靈活性
恒生銀行執行董事兼財資業務及投資服務主管馮孝忠

指出，本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是內地企業「走出去」
的跳板，但近年受新加坡及倫敦威脅，香港單靠完善的
法治制度，難以繼續提升競爭力，香港要比其他金融中
心更理解和更融合內地，提高靈活性才能經得起挑戰。
他續說，內地的經濟騰飛，香港作為第一個人民幣離

岸中心，擔當推動及金融風險試驗場的角色，離岸人民
幣成為恆常貿易貨幣，香港受惠於內地資本賬逐步開
放，與內地互動帶來雙贏。
馮孝忠提到，本港未來的挑戰是人才流失的問題，現

時雖有不少優秀的內地學生來港工作，但當資本賬完全
開放時，人才或會回流內地。又認為現今香港青年了解
國情的機會少，教育跟不上發展步伐。

梁錦松昨日在研討會上表示，全
球經濟發展趨勢已逐步轉型至

「創意創富」局面，香港倘「閉門自
封」，只會令經濟大環境陷入嚴重困
難局面，尤其部分人推動所謂「本土
化」，是無道理也無經濟支持的，
「港人不應懷念港英統治年代的
『好』，因為『無咩好』。年輕人不
知道當年狀況，但你唔知，我
知。」

做好「五流」：訊息人資金商品服務
他續說，全球政策將會由以往30
年的偏重創造財富，轉為財富再分
配，香港也不會例外，而香港擁有很
多發展資本，既是最自由市場，
並倚靠內地市場，但糟糕的
是有小撮人推動「本土
化」，「閉門自封」，「問

題不會關起來就會好，事實上，反而
令中下層更糟糕，『本土化』是沒有
道理的。最重要做好『五流』：訊息
流、人流、資金流，商品流、服務
流。」
梁錦松建議，香港應與廣東省政府
設立粵港澳自由貿易區，可使香港人
和企業能更好地發展內地這個全球發
展最快、也將是最大的市場。如中央
能同意在香港毗鄰地方，設立自由貿
易區，使區內註冊落戶的企業能更自
由地在全國經營，並在區內實施與香
港相似的工商金融管理辦法和稅制，
相信很多香港企業和人才都願意使用
這種自貿區發展業務，也會進一步吸
引國外的企業和人才到香港。

與中央溝通 助解港地不足
梁錦松提到，他認同特區政府增建

公屋的方案。特區政府目前增加公營
房屋，及在未來 10 年佔比提升至
60%的方向正確，但土地供應量不足
一直是香港發展的一大難題，如新界
東北發展受地區及利益團體反對，反
觀紐約和倫敦與周邊地區沒有邊界和
制度分別，人才和經濟可以自由流
動，認為香港應設法與中央及周邊地
區政府溝通，爭取支持香港解決土地
不足的問題。
根據同類思考方式，他認為香港亦
可在中央和珠海政府支持下，把部分
難以在香港覓地興建的設施例如焚化

爐，建在煙偏遠的孤島，此舉可幫助
減少香港的抗爭行為。

善用港先天優勢 吸世界專才
梁錦松又表示，香港目前具競爭力

的行業愈趨單一，也明白到港人對目
前經濟現況感到不滿的地方。但香港
在制度、人才及資金等方面，特別是
在法治、自由、低稅率及稅制上具先
天性優勢，應該好好加以善用，並應
該加大力度吸引世界專才來港，以及
在訪港旅客不斷增加時，增加有關配
套設施，以增加香港經濟的承載力。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楚倩、實習記者 陳家恩）前財政司

司長、現任南豐集團行政總裁梁錦松昨日在香港經濟發展研討

會上表示，香港目前面對土地供應不足、政府政策不到位及內

地市場未完全開放等問題，導致香港具競爭力的行業愈趨單

一。他強調，香港不能「閉門自封」，應與廣東設立粵港澳自

由貿易區，並和中央及相鄰地方政府保持緊密合作，增加香港

獨特的地緣優勢及競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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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

■香港經濟發展面臨的機遇與挑戰研討會，左起：廖柏偉、郭萬達、梁錦
松、馮孝忠、黃友嘉。 曾慶威攝

港經濟「近憂遠慮」須尋動力
瑞士洛桑管理

學院公布最新全
球競爭力排行榜，香港首次跌出

三甲，經濟總量佔全國的份額也從過
去的20%多降至3%，有學者認為，香
港經濟發展面臨諸多挑戰，「近憂遠
慮」並存，香港經濟已陷入難以超越
3%的低增長，全球都在改革調整增強
實體經濟，香港也必須要考慮改革開
放：「狀元是過去的榮譽，香港必須
同心協力，為未來經濟增長尋找動
力。」
中銀香港發展規劃部經濟及政策研
究主管謝國樑昨日在論壇指，香港經
濟面臨的「近憂」包括房地產、消
費、十大基建等經濟發展動力放慢；
「遠慮」則包括產業單一化、虛擬
化，以及制度缺乏彈性等。

消費數據連續3個月負增長
他續說，香港消費數據已連續3個月

負增長，今年首4個月零售
業增長只有0.7%，去年同期
則有15.5%，單是今年4月的
零售數據更是下降10%，其
中 珠 寶 高 檔 消 費 下 降
39%，「不管是不是反對
『個人遊』，整個消費都在
放慢調整，短期內看不到有
一股力量可以填補遊客消費

放慢的動力。」
在「遠慮」方面，香港產業結構呈

現單一化的發展趨勢，2012年香港服務
業比重上升至93%，比1997年的85%上
升8%，而服務業的營運模式朝向虛擬化
發展，金融業例如銀行的存貸款實體
業務基本停滯，相對離岸融資、基
金管理、資產管理及私人銀行等虛
擬業務則蓬勃發展，「貿易及金融
業的發展基礎越來越虛。」
同時，香港本土製造業空洞化，

影響創新文化的多元化發展，創新意
識及創新能力萎縮。

謝國樑：經濟體欠靈活彈性
謝國樑坦言，香港財政管理制度包

括低稅制度、監管制度、聯匯制度、
審慎理財制度等，缺乏調節的彈性，
例如阿里巴巴無法在港上市。香港以
前是小型靈活經濟體，現在還是小型
經濟體，但是否還是靈活經濟體，值
得思考一下；還有政治制度轉型給行
政立法以及施政效率帶來負面影響，
這也是香港面對的很大挑戰。
謝國樑對香港服務內地經濟的優勢

和能力同樣抱持負面看法，是「減
弱」而非「加強」。他解釋，「內地
製造業重心北移、工業重型化，弱化
了香港與臨近地區的產業鏈關係；內
地特別是珠三角地區建立了自己的港
口設施及貨物航運能力，以及內地與
香港的服務業體系亦有所差別，存在
不少進入障礙。」

廖柏偉：人口財政解結構問題
在論壇上，有學者則提出長遠解決

香港結構性問題的建議。香港中文大
學全球經濟及金融研究所研究教授廖
柏偉認為，需要從人口和財政兩方面
手，人口對策包括紓緩人口結構老
齡化、輸入專才和勞工，財政對策則
包括開源節流、增加政府收入來源和
為未來儲蓄等。
綜合開發研究院（深圳）常務副院

長郭萬達指，香港應啟動「結構性改
革」措施以應對挑戰：一是市場競爭
結構，主要是反市場壟斷的問題，增
強市場的活力；二是產業增長結構，
政府通過產業政策，增強可持續的創
新能力；三是民生利益結構，政府通
過改革社會福利制度，增強民生的供
給。 ■香港文匯報記者 沈清麗

學者意見

：

■謝國樑
曾慶威 攝

■張燕生
曾慶威 攝

■尤安山
曾慶威 攝

■張家敏
曾慶威 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沈清麗）國家發改委學術委員會秘書長張燕
生昨日在論壇上指，國家「十三五」(2016年-2020年)規劃，將是中
國積極落實全面深化改革的各項重大舉措的關鍵時期，在推進新一
輪高標準改革、高水準開放、及高品質發展中，都將為香港帶來重
大商機，「香港與內地需要站在更高層次的合作，共同實現經濟轉
型。」

內地需求轉向高質素
張燕生指出，內地需求結構轉變到高收入、高支出、高品質，如

自由行來港購買高品質商品和現代服務，對香港是一個歷史性的重
大商機；內地供給轉變到高成本、高價格、高增值，對香港高增值
行業是一個巨大的合作商機。
他續說，內地人力結構轉變到高投入、高效率、高質素，在職業

教育、醫療保健、專業人才引入等方面的投入，對香港也是一個重
大的商機。
張燕生表示，內地下一步的轉型，一是牢牢把握發展實體經濟的堅
實基礎，二是牢牢把握擴大內需的戰略支點，三是牢牢把握新型城鎮
化蘊含的巨大機遇，這3方面將對香港下一步轉型產生持久的影響。

「一路一帶」港扮演要角
被問及香港在國家發展中扮演的角色，張燕生表示，內地推進人

才國際化、資本國際化、產業國際化、市場國際化和城市國際化進
程，將增強對香港國際化優勢的需求。在國家積極推動「海上絲綢
之路」、「絲綢之路經濟帶」的建設中，香港在實施「一路一帶」
戰略中也應扮演重要角色，包括推進「走出去」、提供金融、航
運、離岸貿易、境外人民幣業務、資訊、公共關係和諮詢服務等；
擴大與周邊地區之間的合作以及與內地的全方位合作；繼續發揮香
港在培育和形成國際合作競爭新優勢中作用。

張燕生：「十三五」為港創商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