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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經濟最自由 23連冠
進一步拋離新加坡 「財政健康」攞滿分

2017年經濟自由度排名摘錄
今年 去年 經濟體 整體得分 得分升降

前十位

1 1 香港 89.8 +1.2

2 2 新加坡 88.6 +0.8

3 3 新西蘭 83.7 +2.1

4 4 瑞士 81.5 +0.5

5 5 澳洲 81.0 +0.7

6 9 愛沙尼亞 79.1 +1.9

7 6 加拿大 78.5 +0.5

8 25 阿拉伯聯合大公國 76.9 +4.3

9 8 愛爾蘭 76.7 -0.6

10 7 智利 76.5 -1.2

其他經濟體

11 14 台灣 76.5 +1.8

17 11 美國 75.1 -0.3

23 27 韓國 74.3 +2.6

32 37 澳門 70.7 +0.6

72 75 法國 63.3 +1

111 144 中國內地 57.4 +5.4

最後五名

176 173 厄立特里亞 42.2 -0.5

177 172 剛果共和國 40.0 -2.8

178 177 古巴 33.9 +4.1

179 176 委內瑞拉 27.0 -6.7

180 178 朝鮮 4.9 +2.6

註：第一百八十名為榜末。

資料來源：美國傳統基金會 製表：記者吳靜儀

香港及新加坡指標比較
2017年 2016年 2015年

指標 港/星 港/星 港/星

1. 營商自由 94.6 / 95.1 97.4 / 95.0 100 / 96.9

2. 貿易自由 90.0 / 90.0 90.0 / 90/0 81.8 / 90.0

3. 稅務負擔 93.0 / 90.5 92.6 / 91.2 93.2 / 91.2

4. 政府開支 90.0 / 90.1 90.7 / 90.1 89.7 / 93.8

5. 貨幣自由 83.2 / 84.3 81.8 / 81.8 95.9 / 83.7

6. 投資自由 90.0 / 85.0 90.0 / 85.0 90.0 / 85.0

7. 金融自由 90.0 / 80.0 90.0 / 80.0 90.0 / 80.0

8. 產權保障 93.7 / 97.1 90.0 / 90.0 90.0 / 90.0

9. 政府誠信* 80.3 / 87.9 74.0 / 84.0 75.0 / 86.0

10. 勞工自由 89.1 / 90.8 89.0 / 90.7 95.9 / 96.9

11. 司法效能 84.0 / 91.5 - -

12. 財政健康 100 / 80.7 - -

經濟自由度指數 89.8 / 88.6 88.6 / 87.8 89.6 / 89.4

註：*以前稱「廉潔程度」

資料來源：美國傳統基金會 製表：記者吳靜儀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涂若奔）據
《報告》披露，今年參與排名的180個
經濟體的經濟自由度，平均分數為
60.9，是調查23年來的最高分。排名

前十位者與去年變化不大，依然由香
港、新加坡、新西蘭、瑞士和澳洲包攬
前五名。惟一的「新面孔」是阿聯酋，
從去年的第二十五位狂升到第八。
中國內地的排名亦大幅跳升，從一百

四十四位躍至第一百一十一位。美國則
從原來的第十一倒退至第十七。至於排
名墊底的仍是朝鮮、委內瑞拉和古巴。
雖然內地的排名出現質的飛躍，但
傳統基金會在《報告》中對內地仍是
「讚少彈多」，稱中央政府對貿易和
投資的開放程度加大，但過去3年來
的經濟改革未見顯著進展，國有企業

依然操控經濟，加上官僚和既得利益
集團形成重大的改革阻力，均抵消了
經濟發展的活力。

台灣列十一位 歷來最佳
台灣今年排在第十一位，是歷來最

好成績。報告稱，台灣的私營部門受
益於發展相對完善的商業法規和開放
市場政策，促進貨品與資本自由流
動；中小企業一直是台灣經濟蓬勃發
展的支柱。展望未來，台灣能否透過
進一步改革來提升競爭和開放，將是
維持成長動能的關鍵。

美國的排名被大幅調低，傳統基
金會另以《美國經濟自由度創歷史
新低，發生什麼事？》為題撰文
指，美國在經濟自由指數的地位，
自前任總統奧巴馬時代起已逐漸下
降，因為其「以政府為中心」制定
政策的方法，對美國經濟成長造成
長期傷害；文章還批評，奧巴馬政
府大幅擴張政府的規模與範圍，包
括通過金融、健保、環境等領域昂
貴的新法規，已經影響經濟發展，
幾乎影響到所有美國人，並降低非
政府生產與投資的機會。

美美國傳統基金會昨公佈國傳統基金會昨公佈 20172017 年年
《《經濟自由度指數經濟自由度指數》》報告報告（（簡稱簡稱

《《報告報告》），》），香港連續第二十三年蟬香港連續第二十三年蟬
聯榜首聯榜首，，今年的總分為今年的總分為8989..88分分，，較去較去
年上升年上升11..22分分。。緊隨其後的依然是新加緊隨其後的依然是新加
坡坡，，得分為得分為8888..66分分，，與本港的差距與本港的差距，，
由去年的由去年的00..88分拉闊至分拉闊至11..22分分。。第三位第三位
的新西蘭得分的新西蘭得分8383..77，，按年上升按年上升22..11分分。。
至於中國內地排名第一百一十一位至於中國內地排名第一百一十一位，，
比去年上升比去年上升3333位位，，得分得分5757..44分分。。

讚揚港經濟恢復能力高讚揚港經濟恢復能力高
傳統基金會在傳統基金會在《《報告報告》》中盛讚香港中盛讚香港

有多個優點有多個優點，，包括讚揚香港經濟有很包括讚揚香港經濟有很
高的恢復能力高的恢復能力，，是全球最具競爭力的是全球最具競爭力的
金融和貿易樞紐之一金融和貿易樞紐之一；；有高質素的法有高質素的法

律框架律框架，，不僅為知識產權提供有效保不僅為知識產權提供有效保
障障，，亦為法治提供有力支持亦為法治提供有力支持；；對貪污對貪污
幾乎不寬容幾乎不寬容、、在打擊貪污方面有良好在打擊貪污方面有良好
的往績的往績，，政府有較高的透明度政府有較高的透明度；；高效高效
的監管及對外開放支持企業活動的監管及對外開放支持企業活動；；與與
內地加強金融和經濟聯繫內地加強金融和經濟聯繫，，是內地重是內地重
要的轉口港等等要的轉口港等等。。
不過不過《《報告報告》》稱稱，，雖然本港司法獨雖然本港司法獨

立立，，但中央政府保留對基本法作出最但中央政府保留對基本法作出最
終解釋權終解釋權，「，「限制限制」」了香港終審法院了香港終審法院
的權力的權力。。
值得留意的是值得留意的是，，過去多年傳統基過去多年傳統基

金會在金會在《《報告報告》》中公佈的指標均為中公佈的指標均為
1010項項，，今年則有今年則有 1212項項，，新增的是新增的是
「「稅務負擔稅務負擔」」和和「「司法效能司法效能」，」，香香
港分別得到港分別得到9393分和分和8484分分。。

另兩項指標有所調整另兩項指標有所調整，，過往的過往的
「「財政自由財政自由」，」，今年被今年被「「財政健財政健
康康」」所取代所取代，，香港在該項指標拿到香港在該項指標拿到
100100分分。「。「廉潔程度廉潔程度」」亦被亦被「「政府政府
誠信誠信」」取代取代，，該項指標香港僅拿到該項指標香港僅拿到
8080..33分分，，在所有指標中表現最差在所有指標中表現最差。。
綜合綜合1212項指標的總體表現項指標的總體表現，，香港香港
有有88項取得項取得9090分或以上的佳績分或以上的佳績。。
然而然而，，與老對手新加坡相比與老對手新加坡相比，，香港香港

今年似乎落在下風今年似乎落在下風，，1212項指標的對比項指標的對比
為為「「四勝一平七負四勝一平七負」，」，在在「「政府誠政府誠
信信」」上差距最大上差距最大，，落後新加坡落後新加坡 77..66
分分。。而新加坡主要輸在而新加坡主要輸在「「財政健康財政健康」」
和和「「金融自由金融自由」」這兩項上這兩項上，，與香港的與香港的
差距分別有差距分別有1919..33分和分和1010分分，，其餘指其餘指
標雙方的差距不大標雙方的差距不大。。

港得益於豐厚財政儲備港得益於豐厚財政儲備
中銀香港發展規劃部經濟及政策研中銀香港發展規劃部經濟及政策研

究主管謝國樑昨日接受本報訪問時表究主管謝國樑昨日接受本報訪問時表
示示，，香港的財政儲備豐厚香港的財政儲備豐厚，，佔佔GDPGDP
的比重在全球名列前茅的比重在全球名列前茅，，而且香港的而且香港的
內債內債、、外債都很少外債都很少，，即是扣除債務之即是扣除債務之
後的淨儲備相當高後的淨儲備相當高，，這在全世界主要這在全世界主要
經濟體中都算少見經濟體中都算少見。。
他認為香港在他認為香港在「「財政健康財政健康」」指標上指標上

拿到滿分屬實至名歸拿到滿分屬實至名歸，，相信在這一優相信在這一優
勢的支撐下勢的支撐下，，香港未來仍可保持香港未來仍可保持「「最最
自由經濟體自由經濟體」」的桂冠的桂冠。。
對於所謂對於所謂「「中央干預香港司法中央干預香港司法」」的的
陳腔濫調陳腔濫調，，謝國樑不以為然謝國樑不以為然，，稱香港稱香港
至今仍有很多外籍法官至今仍有很多外籍法官，，亦在很大程亦在很大程
度上保留了英國人的司法制度度上保留了英國人的司法制度。。
他認為他認為，，反對派發動非法反對派發動非法「「佔中佔中」」

後後，，部分西方媒體不斷妄稱香港的司部分西方媒體不斷妄稱香港的司
法被弱化法被弱化，，在某種程度上導致香港的在某種程度上導致香港的
印象分被影響印象分被影響。「。「其實在香港生活的其實在香港生活的
人都能感覺到人都能感覺到，，香港司法的獨立性是香港司法的獨立性是
有保障的有保障的，，中央並沒有干預中央並沒有干預。」。」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涂若奔）香港連續23年蟬聯全球最自由經濟體。本港今年總得分89.8

分，較去年上升1.2分，並與排名第二的新加坡（88.6）的差距由去年的0.8分拉闊至1.2分。

在12項指標中，香港有8項取得90分或以上的佳績，其中「財政健康」更獲得滿分。業界人士

指出，若以財政儲備佔GDP的比重計，香港在全世界名列前茅，已成為支持經濟發展和自由度

的重要因素，相信明年香港仍可保持「最自由經濟體」的桂冠。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聶曉輝）美國傳統基金會
公佈，香港在全球180個經濟體中，第二十三年蟬
聯最自由的經濟體。特區行政長官梁振英昨日發表
網誌，指很高興見到本屆特區政府加大力度促進經
濟發展、扶貧安老助弱、增加土地和房屋供應的適
度有為政策，並不影響香港的經濟自由度，說明適
度有為的經濟和民生政策，完全可以和自由的市場
經濟並行不悖。

陳茂波：很高興港再獲肯定
財政司司長陳茂波則在聲明中指，歡迎傳統基金

會連續23年評選香港為全球最自由的經濟體，「我
很高興我們維護自由市場原則的堅持再一次受到肯
定。」他表示，特區政府會致力維持良好的營商環
境、自由開放的貿易、低稅率及簡單稅制和法治及
司法獨立，同時會繼續加強金融基建和與主要貿易
夥伴建立更緊密的經濟合作等，以鞏固香港作為國
際城市的領先優勢。
因應香港今年的總分在連續兩年下跌後上升，而與

排名第二的新加坡的差距亦進一步拉闊。
特區政府發言人說：「雖然香港在報告中的表現有
所改善，但政府十分清楚環球競爭激烈，而且區內經
濟發展迅速。自由市場原則是香港經濟繁榮的基石，
政府將繼續奉行這些原則以維持香港的競爭力。」

香 港 連
續 23 年獲
得最自由

經濟體美譽，證明本港最重
要的核心價值在「一國兩
制」保障下領先全球。美國
傳統基金會由第三者角度給
予香港公正的評價：財政健
康、貿易自由、金融自由、
司法制度優質、社會風氣廉
潔、監管制度高效，以及市
場開放。
在看到光明的同時，不能忘

記黑暗。本港貧富懸殊早超警
戒點，基層貧窮、長者貧窮、
巨大的住房缺口、難以負荷的
住房成本、商業發展受土地供
應所限難以擴大規模、政治內
耗達至無法承擔的地步等，都

是香港要面對的挑戰。
香港獲得傳統基金會的高度

評價，猶如連續23年獲得世界
上「最好一塊良田」的證書，
但並不代表我們就能種出最好
的成果。如果不好好利用我們
的優勢，不齊心協力在我們的
良田努力耕耘，只顧爭吵，那
麼再好的良田也只能長出雜
草。
讚譽往往成為「不作為」的

藉口，可能有人會認為，我們
既然是最優秀的，那就不應該
去作任何「干預」的行動，於
是坐視深層矛盾累積至危局。
誠如特首梁振英所言：適度有
為的經濟民生政策，其實與自
由市場經濟並行不悖。

■記者 殷翔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香港
連續23年蟬聯全球最自由的經濟體，
建制派立法會議員昨日指出，香港在
過去一段時間被激進「本土派」以至
「港獨」分子肆意破壞，幸在市民共
同努力下仍能保持其優勢，令人感到
欣慰，又認為美國傳統基金是次的排
名，證明了香港享有高度自由，法治
等優勢。

蔣麗芸：「獨派」破壞莫姑息
民建聯議員蔣麗芸表示，香港的自由
度一直遠高於其他大城市，而此優勢令
香港發展一日千里，尤其是金融架構的
自由，及一套完善的監管制度，令香港
成為首屈一指的國際金融中心，吸引大
批海外跨國公司來港投資及設立總部，
從而帶旺香港的金融市場。
她坦言，香港近年受激進「本土

派」、「港獨」分子肆意破壞，試圖以
各種手段拖垮香港的金融制度，市民大
眾應擦亮眼睛，看清這批人的真面目，
不要再姑息這班破壞社會者。

謝偉俊：正視銀行手續繁複
立法會九龍東議員謝偉俊指出，香

港的金融架構十分健康，連續23年蟬
聯全球最自由的經濟體是毫無懸念
的。不過，他提到，美國近年為防止
恐怖分子洗黑錢而執行反恐政策，增
加了銀行界的繁複手續，而香港銀行
業為要與美國接軌而將這些繁瑣手續
照搬，令本地銀行標榜的「簡、快」
優點一下子被抹殺掉，更令很多基層
市民以至政界人士等難以開設戶口，
扼殺了本地銀行業的多元化發展。
他認為香港要繼續保持優勢，特區

政府必須正視這問題。

內地排名狂升 美國倒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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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田更需勤耕 莫使雜草叢生議員：排名證港法治優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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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傳統基金會昨公佈美國傳統基金會昨公佈20172017年年《《經濟自由度經濟自由度
指數指數》》報告報告，，香港連續第香港連續第2323年蟬聯榜首年蟬聯榜首。。

■內地經濟自由度排名大幅跳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