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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的經濟自由度連續二十一年稱冠全香港的經濟自由度連續二十一年稱冠全
球球，，但廉潔程度越來越低但廉潔程度越來越低。。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前政務司司長許仕仁在貪污案中一審罪名
成立。圖為他到庭聽取判決。 資料圖片

20152015年經濟自由度排名摘錄年經濟自由度排名摘錄
今年 去年 國家或 整體 得分 廉潔度 得分
排名 排名 地區 得分 升降 得分 升降

11 11 香港香港 8989..66 ↓↓00..55 7575 ↓↓77..33
22 22 新加坡新加坡 8989..44 00 8686 ↓↓55..99
33 55 新西蘭新西蘭 8282..11 ↑↑00..99 9191 ↓↓33..00
4 3 澳洲 81.4 ↓0.6 81 ↓6.7
5 4 瑞士 80.5 ↓1.1 85 ↓3.1
6 6 加拿大 79.1 ↓1.1 81 ↓6.7
7 7 智利 78.5 ↓0.2 71 ↓1.3
8 11 愛沙尼亞 76.8 ↑0.9 68 ↑3.8
9 9 愛爾蘭 76.6 ↑0.4 72 ↓2.8

10 8 毛里求斯 76.4 ↓0.1 52 ↓1.4
12 12 美國 76.2 ↑0.9 73 ↑1.0
14 17 台灣 75.1 ↑1.2 61 ↑1.3
29 31 韓國 71.5 ↑0.3 55 ↑1.0

139 137 中國內地 52.7 ↑0.2 40 ↑0.7
174 174 厄立特里亞 38.9 ↑0.4 20 ↓2.9
175 176 津巴布韋 37.6 ↑2.1 21 ↑1.7
176 175 委內瑞拉 34.3 ↓2.0 20 ↑3.5
177 177 古巴 29.6 ↑0.9 46 ↑4.8
178 178 朝鮮 1.3 ↑0.3 8 ↑3.0

註：第178名為榜末 資料來源：美國傳統基金會
製表：香港文匯報記者 曾敏儀

香港文匯報訊 ( 記者曾敏儀 ) 據美國傳統基金會
昨公布，今年「亞洲四小龍」之二的台灣和韓國，經
濟自由度排名均「升班」，分別位列第14位和第29
位。大洋洲兩國方面，新西蘭因政府開支、貸幣自由
改善，排名上升2位，取代澳洲而名列第3位；北歐
國家愛沙尼亞因營商、廉潔及勞工方面改善，自
2007後首次重返十甲。

美排名止跌 內地得分微升
美國今年繼續緊守第12位，整體分數上升0.9分，
排名連跌5年的困境暫時喘定。基金會指出，美國近
年維護法治及小政府的政策退化，但政府開支等表現
有所改善。亞洲方面，中國內地今年排名下跌2位，
跌至第139位。基金會指出，儘管中國內地整體分數
按年上升0.2分，但仍低過全球平均得分升幅，形容
進步緩慢且不平衡，需要更全面的經濟改革，特別應

放寬對投資資金流向的控制，不過，該會讚揚內地在
廉潔程序及營商自由方面有改善。
「亞洲四小龍」方面，台灣今年排名上升3位，升

至第14位，10項指標評分項目中有7項的分數上
升，包括投資自由、政府開支、勞工自由等。基金會
讚揚台灣宏觀經濟措施謹慎，故經濟自由度連續5年
有所提升。至於韓國，今年為第3年被評為「大部分
自由 ( Mostly free )」，整體分數上升至71.5分，排
名由31位升至第29位，產權保障、勞工自由及貨幣
自由皆有改善。不過基金會批評台灣及韓國同樣因廉
潔程序未如理想，而拖累整體經濟自由度。
至於經濟自由度排名最尾5位，繼續為厄立特里

亞、津巴布韋、委內瑞拉、古巴、朝鮮。南部非洲
國家津巴布韋整體分數上升2.1分，今年超越南美委內
瑞拉，由尾三變尾四。分數長年緊守1分的朝鮮，今年
則來個「一的突破」升至1.3分，不過仍然包尾。 港星十項指標變化

指標 2015年 2014年 2013年 1995年
香港/新加坡 香港/新加坡 香港/新加坡 香港/新加坡

1. 營商自由 100/96.9 98.9/96.8 98.9/97.1 100/100
2. 貿易自由 81.8/90.0 90.0/90.0 90.0/90.0 90.0/83.0
3. 財政自由 93.2/91.2 93.0/91.2 92.9/91.1 93.0/80.0
4. 政府開支 89.7/93.8 89.7/91.2 88.9/91.3 93.5/88.1
5. 貨幣自由 95.9/83.7 82.0/81.5 82.1/82.0 80.8/85.2
6. 投資自由 90.0/85.0 90.0/85.0 90.0/75.0 90.0/90.0
7. 金融自由 90.0/80.0 90.0/80.0 90.0/80.0 70.0/70.0
8. 產權保障 90.0/90.0 90.0/90.0 90.0/90.0 90.0/90.0
9. 廉潔程度 75.0/86.0 82.3/91.9 84.0/92.0 90.0/90.0
10. 勞工自由 95.9/96.9 95.5/96.5 86.2/91.4 －/－
經濟自由度指數 89.6/89.4 90.1/89.4 89.3/88.0 88.6/86.3

製表：香港文匯報記者 黃萃華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黃萃
華）在2015年全球經濟自由
度的排名中，新加坡依然是
「梗頸二」，但港星差距已
經縮窄至0.2分，從近年港星
各項指標此消彼長之下，明
年本港能否保住冠軍寶座實
屬疑問。
早在1995年，本港以贏新

加坡2.3分的差距膺冠，之後
新加坡連續21年屈居於香港
之下，但近年香港及新加坡
的總體自由度的差距有逐年
收窄的趨勢。2013年，兩地
的自由度當有1.3分差距，而
去年差距則收窄至0.7分，今
年的差距更進一步收窄至只
有0.2分。
今年新加坡得89.4分，與

去年一樣；而本港得 89.6
分，較去年下跌0.5分。在
10項指標評分中，本港以
「5勝1平4負」的成績險勝
新加坡。
據美國傳統基金會昨公布的

數據，本港今年在營商自由、財政自
由、貨幣自由、投資自由及金融自由這
5項指標較新加坡優勝（其中營商自由
較去年上升1.1分，達滿分100分，與
貿易自由及金融自由同是全球第一）；
貿易自由、政府開支、廉潔程度及勞
工自由這4項指標，則輸給新加坡（新
加坡在貿易自由一項冠全球）。在廉潔
程度一項中，本港較去年急跌7.3分，
跌至15名，新加坡則得第5。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文森）美國傳統基金會連續
21年評選香港為全球最自由經濟體，但香港在廉潔
情況的排名則輕微下跌，由2014年的第13位跌至今
年的第15位。香港特區政府歡迎評選結果，繼續守
護自由市場原則。
在《經濟自由度指數》報告的10項指標中，香港

在營商自由、貿易自由和金融自由3項繼續位居首
位，投資自由位列第二，財政自由和勞工自由2項的
分數亦見微升。不過，傳統基金會同時指出，雖然香

港維護法治，司法制度維持獨立高效，但香港經濟制
度的獨特性略有褪色。
港府發言人昨日強調，當局會一如既往，致力維護香

港優良的法治傳統、公平營商的廉潔社會、有效率的公
營部門、簡單稅制及低稅率。當局亦會與香港市民共同
守護自由市場原則，並鞏固香港作為國際都市的地位。
發言人續說，特區政府深知亞洲區內及區外各經

濟體間競爭激烈，當局會繼續緊追環球經濟的發展步
伐，不斷致力提升香港的國際競爭力。

美國傳統基金會昨公布「2015年經濟自由度指數」，報
告指出，香港仍是擁有高度經濟自由的社會，但已走

到十字路口，「特殊地位在消逝中」。特別是廉潔程度分
數，已經是連續第二年下跌，這反映市場對貪腐的觀感，蓋
過了本港在營商、金融、勞工三方面自由的「小進步」。

廉潔程度大跌7.3分
本港今年的廉潔程度大跌7.3分，跌至75分，是本港的廉

潔分數首次跌破80關口，較1995年的跌幅高達15分。本港
也是「六佳自由經濟體」中唯一廉潔度評分低於80分的地
區，且較「廉國」新西蘭低16分之多。不過，今年「十佳
自由經濟體」中，僅得愛沙尼亞的廉潔度得分上升至68
分，上升3.8分，其他國家或地區的廉潔度得分均下跌。
新加坡的廉潔度分數與經濟自由度均排名第二，廉潔度
得分86分，也下跌5.9分，但仍較本港高11分。

港人極不容忍貪污
對於廉潔度的得分下跌，香港政府發言人及廉政

公署發言人昨日均回應指出，有關評分主要是參考
被訪者對貪污的觀感而非香港的實際廉貪現象。
本港近期若干宗廉署調查案件，包括一名前任高
官及多名上市公司高層被起訴
及定罪，在傳媒廣
泛報道下，或會影
響受訪者的觀感。

廉署發言人強調，有關案件只屬個別案例，不但不能反映香港
的實際廉潔度有所轉差，反而凸顯香港反貪制度有效及重要，
以及廉署嚴厲執法，不論涉案者背景、身份和地位，亦會不懼
不偏，堅定不移打擊貪污
（港府回應見另
稿）。
廉 署 發

言人指出，根據獨立機構進行的2014年廉署周年民意調查結
果顯示，只有1.5%受訪者表示曾在過去12個月遇過貪污情
況，反映香港社會的廉潔程度高，貪污極不普遍。調查又以0
至10分的評分方法衡量，0代表「完全不可以容忍貪污」，10
分代表「完全可以容忍貪污」，結果顯示受訪者的平均評分是
1.0分，反映公眾仍然對貪污極不容忍。同時，超過76%的受
訪者表示如果遇上貪污，願意作出舉報。

廉署發言人又說，若以案件宗數來計算，廉署案件的
定罪率在2014年高達87%，而法庭亦對有關罪行作出
重罰，從而發揮阻嚇作用，並向社會發出決不容忍貪
污的清晰訊息。
該發言人補充，儘管香港在美國傳統基金會有關
指數中的廉潔程度排名輕微下跌，但香港繼續擁
有清廉的社會，包括廉潔公務員隊伍及公平的營
商環境，並會繼續向國際社會介紹
香港的實際廉潔情況，並致力
維護社會廉潔，透過調
查、預防和教育的全面
策略打擊貪污。

香江稱冠全球21載 星洲明年恐超越

經濟最自由 廉潔評分挫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涂若奔、

文森）港連續第21年蟬聯「全球

經濟自由度排名」榜首，但得分

僅89.6分，較去年跌0.5分，以

0.2分之微落後的新加坡明年大有

機會「爬頭」。香港「一哥寶

座」岌岌可危，主要受廉潔程度

指標得分大跌7.3分拖累，此項排

名連跌2位，降至第15位。港府

昨日回應指出，近期一些較矚目

的案件，可能影響大眾對香港廉

潔程度的觀感，其實香港的貪污

現象仍處於極低水平。廉政公署

也回應說，矚目的貪污案只屬個

別事件，並不反映香港的實際廉

潔程度有所轉差，署方會不懼不

偏，堅定不移打擊貪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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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香港最自由經濟體的地位被
新加坡追貼，行政會議成員、經民聯立法會議員林健鋒昨日
表示，這反映了港人要居安思危，減少政治爭拗。
林健鋒昨日指出，香港最自由經濟體的地位快被新加坡追
上，港人應減少政治爭拗。在廉潔問題上，他則認為，近年
廉署查獲多宗大型涉貪案，才令人感覺香港廉潔程度變差，
但案件只屬個別事件，香港仍有良好制度。
立法會保安事務委員會主席葉國謙認為，香港的廉潔度得
分下跌是很大的警惕。香港去年爆出多宗貪污大案，如前政
務司司長許仕仁及新地前聯席主席郭炳江案，令國際對香港
廉潔度有負面看法，廉署和香港社會對此要有更廣泛關注，
提升市民對廉潔的意識。
葉國謙說，任何有關特首和高官的負面報道都有損香港廉

潔形象，但他指有關事件往往成為政治攻擊工具，公眾應基
於事實判斷。

議員指貪污案確屬負面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廣盛）雖

然香港連續21年蟬聯美國傳統基金會
的全球最自由經濟體系，但未來前景
卻已響起警號，因為本港與第二位的
新加坡，雙方差距繼續縮窄至僅0.2
分。有經濟學者解釋，美國傳統基金
會屬於芝加哥經濟學派，信奉自由主
義經濟學、強調市場機制的調節作
用，所以港府於近年出手干擾市場如
「雙辣招」等都會降低評分，建議港
府知所節制；而本港近期的政局對經
濟造成直接或間接的影響，是香港經
濟制度的獨特性褪色的主因。

樹仁大學經濟及金融系助理教授
袁偉基昨日表示，港府一直奉行
「大市場、小政府」的模式，極少
推出干擾市場的措施，但本屆政府
卻出手干擾市場，如以「雙辣招」
調控樓市等，評分自然會受到影
響，建議港府要退一步，否則新加
坡可能在未來數年追過香港。

土地資源政局變化亦影響
袁偉基又說，香港土地資源不足

亦會影響經濟自由度，如香港住屋
土地只佔6%，但改劃土地用途要花

十幾個月；舖租因過分集中而被炒
起，導致小商戶不力租賃等都會令
經濟自由度下跌。「新加坡（面
積）雖然細過香港，但城市土地使
用率卻高過香港好多。」
對於基金會指香港經濟制度的獨

特性略有褪色，袁偉基認為與本港
近期的政局有關。他說，香港的經
濟獨特性在於經濟發展完全不需考
慮政治，但近來「佔中」、政改等
政治議題已直接或間接地影響本港
經濟，令本港與其他經濟體系愈趨
接近，失卻了其獨特性。

學者指干預市場評分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