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8年全球競爭力排名（部分）

經濟體 排名 較2017年

美 國 1 3位

香 港 2 1位

新加坡 3 無升跌

荷 蘭 4 1位

瑞 士 5 3位

丹 麥 6 1位

阿聯酋 7 3位

挪 威 8 3位

瑞 典 9 無升跌

加拿大 10 2位

內 地 13 5位

台 灣 17 3位

港在四項競爭力因素排名
競爭力因素 2018年 2017年

經濟表現 9 11

政府效率 1 1

營商效率 1 1

基礎建設 23 20

第第 名名 美國美國11

第第 名名 新加坡新加坡33

第第 名名 荷蘭荷蘭44

基建成死穴 港競爭力失榜首
居美之後列第二 報告：「帶路」灣區機遇注新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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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瑞士洛桑管理學院（IMD）昨日公佈2018年全球競

爭力排名，香港排名跌至第二位，居於美國之後，更是2015年來首次失落全球競

爭力排名榜首。在4項競爭力因素中，香港在「政府效率」及「營商效率」兩項繼

續位列全球第一，「經濟表現」受惠於高於趨勢的經濟增長而排名改善，惟「基

建」方面的排名由去年的第二十位跌至今年的第二十三位。報告指美國貨幣政策正

常化及貿易保護主義升溫等都會為香港帶來新挑戰，惟若能掌握「一帶一路」及粵

港澳大灣區發展等內地經濟發展所帶來的新機遇，香港的競爭力仍能進一步改善，

而提升研發及創意能力將成為香港未來經濟增長的主要動力。

《2018年世界競爭力年報》根據「經濟表現」、「政
府效率」、「營商效率」及「基礎建
設」4項競爭力因素，評估全球63個經
濟體。美國連升3名登上榜首，香港在
2016年及2017年蟬聯全球首位之後，
今年跌至第二位，新加坡保持第三
位，荷蘭與瑞士則分列第四和第五。

政府及營商效率兩項續第一
香港今年的總評分為99.162分，只
較榜首的美國低0.838分。在4大競爭

力因素中，香港在「政府效率」及
「營商效率」兩項繼續位列全球第
一，更連續4年排在全球榜首。經濟表
現亦受惠於高於趨勢的經濟增長而排
名改善，由去年的第十一位連升兩位
至排名第九。
不過，香港在「基建」方面的表現

就有所退步， 排名由去年的第二十位
跌至今年的第二十三位，而全球最具
競爭力的美國則於「經濟表現」和
「基礎建設」兩大競爭力因素中排名
首位。

具體分析，香港在金融、公共財政
及企業註冊3項評分項目中同樣排在全
球第一位，而科研設施排名則維持在
第二十四位，但報告特別提及香港物
價高企的問題，香港在最新一份報告
中於「物價」的排名為全球倒數第
三，在63個經濟體中僅排61，拖低香
港在報告的整體排名表現。

土地緊絀人口老化窒礙發展
報告提出，香港的吸引力在於有效

法律環境、有競爭力稅制及有利營商

環境，但同時提醒香港正面對多項內
外因素所造成的新挑戰，包括美國貨
幣政策正常化及貿易保護主義升溫都
會為香港帶來更複雜的環境，而土地
供應及人口老化問題也可能影響香港
日後的競爭力。
不過，報告認為香港若能掌握「一

帶一路」及粵港澳大灣區發展等內地
經濟發展所帶來的新機遇，香港的競
爭力仍能進一步改善，並指提升研發
及創意能力將成為香港未來經濟增長
的主要動力。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鄭治祖）根據
瑞士洛桑管理學院剛發表最新一份全
球競爭力排名，香港的競爭力失落
「一哥」之位，其中以「基礎建設」
表現最差。香港各界人士認為，反對
派「拉布後遺症」所帶來的影響，已
引起國際社會關注，而報告已表明香
港的未來繫於能否融入國家發展大
局，香港市民應團結一致，要求盡快
完善各項基建設施，特別是高鐵香港
段「一地兩檢」的安排，以趕上國家
發展的列車，否則後果嚴重。

陳克勤：被邊緣化後果嚴重
無論是港珠澳大橋、廣深港高鐵
等交通基建，以至成立創新科技局、
推動河套……落馬洲建設等科研基
礎，都不斷受到香港反對派的阻撓。
民建聯副主席陳克勤在接受香港文

匯報訪問時表示，香港基建的排名
急跌3位，反映出「拉布後遺症」已
經出現。
他指出，香港特區的各項大型基建工
程，並非單純是「建築物」，還包括落
成後帶來的其他效益，包括經濟發展、
人才與技術培訓等。

陳克勤強調，香港今年排名下跌，證
明建制派在過去一段時間不斷發出警
號，批評反對派拉布的惡行絕非無的放
矢，而是有根有據的。事實上，香港已
經開始落後於鄰近地區，單談GDP就
不及深圳，倘香港不急起直追，一旦被
邊緣化，後果將極為嚴重。

林健鋒：多項工程議而不決
經民聯副主席林健鋒指出，香港的

排名雖仍名列前茅，但同時反映了在
全球激烈競爭中已出現了不進則退的
現象，特別是基礎建設的排名大跌，
反映出反對派拉布導致不少工程議而
不決所帶來的影響。
他強調，高鐵香港段「一地兩檢」
的審議在即，倘高鐵通車再因反對派
的阻撓而遭拖延，將進一步影響香港
的競爭優勢，更不排除會被邊緣化。

顏寶鈴：聚焦發展不進則退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顏寶鈴表示，香

港的基礎建設，特別是高鐵、港珠澳
大橋等跨境基建受反對派立法會議員
不斷拉布所影響，進展緩慢，不利於
香港融入內地發展以及改善本地民

生，直接影響競爭力排名。
她指出，周邊國家及地區的排名變化反
映競爭激烈，香港不進則退，希望社會各
界尤其是立法會能夠去政治化，凝聚正能
量，聚焦發展，積極作為，推動香港持續
繁榮穩定，否則必定被邊緣化。

黃國恩：凡事政治化拖後腿
執業律師、中國人民大學法學博士

黃國恩批評，反對派凡事政治化，拖

特區政府後腿，阻礙政府施政，變相
拖慢香港經濟發展，直接影響到香港
和其他地區競爭的能力。
他認為，香港倘能全面配合國家的
發展，盡量利用國家對香港的優惠政
策，相信可以遠遠拋離其他競爭對
手，惟事實就擺在眼前，香港正在退
步中，大家應該反思是否繼續讓反對
派胡作非為，否則香港將每況愈下，
最終全港市民將共嚐惡果。

各界：基建跌3位 拉布後遺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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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川）香港在瑞士
洛桑國際管理發展學院發表的《2018年全球
競爭力排名》中排名全球第二，敗在美國之
手。財政司司長陳茂波昨日表示，香港仍然
非常有競爭力，輸蝕的是經濟表現及基礎設
施，而後者主要涉及科技和科研基礎建設上
的落後。為此，特區政府近年大力投入，希
望改善創科和科研的環境及基建。

推動創科成經濟新引擎
特區政府發言人對年報再一次肯定香港是

全球最具競爭力的經濟體之一表示歡迎。面
對其他經濟體的激烈競爭，特區政府必須繼
續努力鞏固香港的競爭優勢，包括優良的法
治傳統、自由開放的市場、高效的公營部
門，及穩健的體制。
「特區政府會更積極發揮『推廣者』和

『促成者』的角色，以前瞻和策略性的角度
推動經濟多元發展和提升香港的人力資本，
擴闊香港的經濟基礎。」他說。
發言人補充，今屆特區政府銳意推動創新

科技作為經濟的新引擎。特區政府近年投入
大量資源提升科技基建、完善初創企業生態
環境，及匯聚及培育更多創科人才。
今屆特區政府首份施政報告和財政預算案

分別推出多項稅務和其他措施，推動不同產
業發展和改善營商環境，充分反映政府提升
香港競爭力的決心。

同時，隨着全球經濟重心「西向東移」之勢確立，
中國和亞洲地區繼續會是環球經濟的火車頭。「香港
可以在國家『十三五』規劃、『一帶一路』倡議和粵
港澳大灣區發展中扮演獨特角色，而這些重要機遇均
會為香港經濟注入源源不絕的新動力。」
陳茂波其後在出席一公開活動後表示，香港的競爭

力排名由第一位跌至第二位，但與第一位的美國分數
很接近，「她是100分，我們是99.2分。」
他指出，香港在政府效率及商界效率兩方面取得第
一，但經濟表現及基礎設施就相對輸蝕。「在經濟方
面其實我們的表現也不錯，但因為今年大家知道美國
減稅，以及在美國來說不管是股市也好，對未來的基
建投資也好，都是比較正面，所以他們在那方面今年
得出來的結果比我們要好一些。但其實大家都知道，
去年我們的經濟發展得不錯，是過去五、六年來最
高，實質增長也有（百分之）3.8。」

頒新入境計劃吸引優才
他強調，正如行政長官所說，今屆特區政府認為政
府的角色在經濟發展方面是「推廣者」也是「促成
者」，「從法例、法規方面，我們會『拆牆鬆綁』，
有一些過時的法例在檢討後會作修改。」
在基礎設施方面，陳茂波指，香港在交通基建上排
在前面，但在科技和科研的基礎建設方面就「輸蝕
了」，「那方面我們落後了。就這方面，你會看到過
往兩年，政府在這方面是大力投入，希望改善創科和
科研的環境及基建。我們正在這方面努力中。」
他並強調，要發展創新科技，除基建外的重點就是
人才。特區政府最近宣佈了科技人才入境計劃，預算
案也提出設立生物科技、人工智能大數據兩個創新平
台，「這些都是希望可以建設基礎設施和吸引更多人
才，希望我們在這方面持續地繼續努力，可以做到更好
的成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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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九文化區、機
場三跑工程及港珠
澳大橋等不同工程
在立法會申請撥款

時都曾遭反對派議員拉布阻撓，或是香
港今年失落瑞士洛桑管理學院全球競爭
力年度報告全球首位的原因之一。香港
在最新一份報告中，基礎建設方面排名
較去年下跌3名至第二十三位。
立法會拉布情況嚴重，工務小組委

員會主席盧偉國上月曾指出，小組去
年雖然通過了1,300億元的工務工程，
但財委會只通過了其中的580億元，而
在未通過的項目中，更有多達410億元
與醫院、地區設施、學校等民生項目
有關，具迫切需要的項目總額則達340
億元，認為相關情況並不理想。
特區政府今年 3月曾就撥款「塞

車」問題作讓步，與不同黨派議員就
調動議程問題作討論，希望立法會財

務委員會可以「先易後難」策略處理
爭議較細的撥款，令部分基建工程可
以盡快上馬。
不過，多項工程的撥款仍然受到反

對派拖延，項目涉及跨境基建、交通
基建、文娛康樂建設及社區建設等不
同範疇，西九文化區基礎建設工程第
一期建造工程、 落馬洲河套地區發展
土地除污及前期工程，及第一期主體
工程、香港國際機場三跑系統相關消
防設施、相關航空交通管制設施、相
關航空氣象服務設施及港珠澳大橋超
支撥款等都共18項工程均被反對派列

為具爭議項目，數量遠比預期多。

工時成本至少增3倍
工聯會香港建造業總工會理事長周

聯僑曾批評，反對派拉布令工程受阻
不單影響建造業從業員生計，更會損
害香港發展。他舉例指出，多項工程
開始施工後因立法會未能批出撥款而
要停工，地盤水泥因此乾涸，原本已
完成的工序在立法會撥出款項後需要
重做，令工程成本和所需時間最少增
加3倍。

■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反對派阻延多項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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