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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鳳翔是詩詞愛好者，他特
地創作了一首《改革變遷》賀
改革開放四十周年。上闋基本
概括了2018年在大洋彼岸，
即便特朗普政府「唬嚇獨鴟孤
嘯」，如通過開展貿易反全球
化、稅改等措施，振興美國本
土經濟，提升國內就業率，依
舊如同「苟殘延」。但去年恰
逢改革開放 40 周年，「漁
村」深圳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
化，下闋的「爬江石」意指
「摸石頭過河」，取得了突
飛猛進的成就。而在中美貿易
的緊張局勢下，相信未來依舊
能勇往直前，通過和諧萬邦、
懷柔遠人等，「以愛攻堅」。

避中美貿易戰影響 粵港澳大灣區腹地延伸

■■學生參觀學生參觀GrabGrab公司公司，，
深感東南亞科技發展快深感東南亞科技發展快。。

自國家主席習近平在2013年提出建

設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世紀海上絲綢

之路，「一帶一路」倡議已滿五周年，

五年多來，「一帶一路」建設逐漸從理

念轉化為行動，從願景轉變為現實，取

得了豐碩成果。金發局內地機遇小組成

員、城大客座教授、香港銀行學會高級

顧問陳鳳翔接受香港文匯報專訪時指

出，東南亞地區是「粵港澳大灣區」的

輻射區，而在中美貿易摩擦之下，東南

亞更會成為未來發展的重點。

■香港文匯報記者 周曉菁

陳鳳翔認為，中美貿易戰下，西方市場如同
「巨星隕落」日漸呈現，經濟增長放緩，

亦難容青年大展拳腳；而中美貿易摩擦持續不
斷，許多內地廠商，尤其位於珠三角地區的不少
商家，都陸續將產業鏈遷移至地理位置較近的東
南亞國家。在國家「一帶一路」倡議之下，東南
亞市場必然會加速成為大灣區內的重要發展和輻
射區域。

去年首9月港出口東盟增7.3%
就香港貿發局最新的數據顯示，2018年首9個
月，香港對東盟十國的總出口為289億美元，按
年增加7.3%。期內出口到東盟的產品主要有電
訊設備及零件（佔整體出口20.4%）、半導體及
電子管（13.2%）、供電路用的電子裝置（5%）
等。顯而易見，排名前三位的產品佔據近四成，
或多或少已受到美國徵收部分商品關稅的影響。
貿發局預期，內地與東盟兩大市場的貿易將繼
續迅速發展，香港能為兩地處理轉口貿易，從中
受惠。事實上，2018年首9個月，香港對東盟的
出口有97%為轉口貨品，總值281億美元，其中
近七成（69.8%）源自中國內地。

倡發揮企業財資中心角色
而在內地與東南亞市場的聯繫中，陳鳳翔強
調，香港樞紐發揮多元角色。香港近代史對東亞
各國具有重要的相互影響，尤其娛樂文化、移民
及通婚、粵語、旅遊、飲食文化等。互聯互通的
民心交往，便是對經濟增長的貢獻，他建議，香
港應與廣東聯動，將有助東南亞與中國（10+
1）形成一個強大的世界經濟體，繼而減低受西
方的影響。
陳鳳翔還提到，香港鼓勵各國企業「走進
來」，發展「企業財資中心」，在加強香港金融
中心的角色和地位的同時，也能將深遠影響擴展
至東南亞地區。隨「企業財資中心」的拓展，
以及衍生的「粵港澳大灣區生態圈」，實際上形
成更強大的團隊，協助國家拓展海上絲綢之路。

冀年輕人了解「一帶一路」機遇
陳鳳翔還透露，在種種因素推動下，由他擔任
主席的帶路先鋒籌備委員會也十分願意帶領獲獎
的學生，到東南亞各國參觀，如已去過的馬來西
亞、泰國等，希望通過這種方式幫助年輕一代盡
早了解「一帶一路」及其蘊藏的龐大機遇，主動
學習，把握機會。他表示，若有機會，將來也會
拓至中亞等「一帶一路」國家。

「一帶一路」倡議已實施五年，
截至2018年6月，與沿線國家貨物
貿易累計超過5萬億美元，對外直接
投資超過700億美元。在沿線國家建
設的境外經貿合作區總投資200多億
美元，創造的就業數十萬個。陳鳳
翔指出，未來中國會扮演「雪中送
炭」以及「形象大使」的角色，急
對方之所急，更多讓當地老百姓受
益。

推動沿線各國經濟發展
在沿線各國推進「一帶一路」的過

程中，部分國家出現了項目推遲或債
務等問題，受到了質疑。陳鳳翔認
為，「一帶一路」是創新的概念，在
實施的過程當中不可能完美無瑕，協
助「一帶一路」沿線國家興建基建，
只是當初重點之一，除了幫助當地經
濟發展，也要關心當地民心/民生，
相信將來在「一帶一路」的建設中會
考慮、涉及到更多方面。
他形容未來中國會「雪中送炭」，
扮演「形象大使」的角色，急對方之
所急，讓當地老百姓受益。在地的企
業也會更加重自身的企業行為，規
範、合規、環保，履行社會責任，贏
得當地民眾的尊重。

基建由當地人負責 增加就業
他舉例，利用大量中國工人加速
完成基建，並不能給當地製造更多
就業機會，轉而選用較多當地工
人，就算工程完成時間較長，當地
民心所向加大，將有利更長期的可

持續發展。與此同時，企業更應提
升社會關懷文化，不應只考慮經濟
效益。
國家主席習近平在「一帶一路」
建設工作五周年座談會上強調，以
共建「一帶一路」為實踐平台推動
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這是從改革
開放和長遠發展出發提出來的，也
符合中華民族歷來秉持的天下大同
理念，符合中國人懷柔遠人、和諧
萬邦的天下觀。

開放包容與各經濟體合作
陳鳳翔認為，美國在國際社會上
對中國進行打壓，中國便面向全球
開放合作，共同發展，與許多國家
成為了命運共同體。具備戰略眼
光，樹立全球視野，尤其是習近平
所提的「懷柔遠人，和諧萬邦」，
尊崇孔子文化，站在了國際道德高
點上，以開放包容的態度，與各經
濟體展開合作。
習近平稱，中國秉持共商、共

建、共用原則，推進政策溝通、道
路聯通、貿易暢通、貨幣流通、民
心相通，實現發展戰略對接，深化
互利合作，為區域經濟發展和民生
改善注入強大動力。在用「三大原
則」推進「五通」之下，陳鳳翔依
舊十分看好亞洲市場，認為是全球
最有升值能力的經濟體。而香港作
為國際商埠，在「一帶一路」和改
革開放的分工之下，自然能夠連接
東南亞和南亞等市場，依舊有難
得的機遇和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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帶中學生考察泰國「不能再困在香港」
《帶路先鋒》計劃下的「泰國絲綢之
旅」去年5月在泰國落下帷幕，5天的行
程集中參觀了當地的創新、高科技產業。
記者到訪了參團之一的彭學高紀念中學，
隨團的老師和同學都表示大開眼界，東南
亞的科技發展十分之迅速，「不能再困在
香港」，香港在「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
融入也令他們始料未及。
與以往的考察略有不同，偏向走訪創新

及高產值產業，位於曼谷附近「東部經濟
走廊」成為主要參訪點，如華為在泰國的
總部、東南亞地區Call車軟件Grab、亞洲
理工學院等。

外面的世界比香港快
中六學生李漢生是參團的學生之一，對

亞洲理工學院的印象十分深刻，感慨泰國
絲路數據中心的創新，以及對可持續發展
概念的推動和應用。這是他第一次踏出香
港，他感慨，以往都是從香港看外面的世

界，很局限；但其實
外面的世界發展得
比香港更快，不能
困在一個地方，一
定要開闊自己的
眼界。
同學舉例，參

訪團參觀了在泰
國、印尼、馬來
西亞等地都很盛
行的叫車手機應
用程序 Grab，
泰國政府十分重
視這類共享經濟
的健康發展，會
推動相關政策支持

和培養。甚至會與
Grab合作，通過分享

數據等方式，共同改善曼谷的交通狀況，
構建智慧城市。
他認為，交通便捷，會令市民的生活質

素大大提高。再看回香港，他十分清楚香
港並不支持網約車，智慧城市的構建也並
未有更大的進展。若與曼谷相比，在這一
方面，香港便不再領先。
此外，曼谷的自動化碼頭也令李同學切

身感受到了先進工業化的神奇。他回憶，
參觀EEC林查班港的和記黃埔港口時「完
全看唔到人」，整個碼頭可以做到全天24
小時運作、全年無休，只需工作人員在室
內操作相應的系統即可。但香港的碼頭，
暫時還無法達到類似的操作水平。
該中學的帶隊老師陸惠芬也頗有感觸：

「無諗過有咁多港資在泰國幫手發展，有
許多香港人在泰國做嘢」。在到訪泰國之
前，陸惠芬的構想是，「一帶一路」倡議
之下，當地自然會有許多中資企業幫助發
展基礎建設，大興土木。卻未曾想到，港

鐵有在泰國參與地鐵項目，「手機品牌華
為」在當地設有數據研發中心，甚至許多
土生土長的香港人在曼谷生活、工作，都
顛覆了她作為普通人的認知。

老師：學生變積極主動
而在陸老師的眼中，參加完絲路之旅的

李漢生，似乎也有一些內在卻又不太可察
覺的變化。她透露，在去泰國前，李漢生
就曾經表示過「唔鍾意泰國，唔想去」；
但回來後，整個人都會變得更加積極，學
英文的態度變得更主動，有意識得佢思考
自己的人生該如何、未來可以做什麼。
採訪結束時，隨口詢問李同學以後是否

願意去東南亞工作、發展，他毫不猶豫的
回答願意，更表示希望在大學攻讀數據分
析相關的學科，覺得走出香港，去到以往
很多港人並不看好的東南亞，依舊有很多
機會，而當地的科技發展和創新氛圍，或
許也更適合年輕人施展拳腳。

「帶路」未來更重改善當地民生

■■參加泰國考察團的李漢生同學和陸惠芬老師都在參加泰國考察團的李漢生同學和陸惠芬老師都在
行程中感到大開眼界行程中感到大開眼界。。 香港文匯報記者莫雪芝香港文匯報記者莫雪芝 攝攝

月西添夜黑，旭日在東前？
風飆雲湧，大洋沿岸浪翻顛。
跋扈旌旗今偃，唬嚇獨鴟孤嘯，恍似苟殘延。
漁村本窮白，奮發力爭先。

前無古，爬江石，不求憐。
耕耘歷載，奇蹟處處創新篇。
龍出深淵飛躍，哪懼泥牛肆虐！天地重心遷。
來百年之變，以愛再攻堅。

香港對東盟出口活動香港對東盟出口活動
2018年
1-9月
越南

新加坡

泰國

馬來西亞

菲律賓

印尼

柬埔寨

金額
（億美元)
79.24

63.97

56.87

33.16

28.01

17.73

7.32

比重
(%)
27.5

22.2

19.7

11.5

9.7

6.1

2.5

變幅
(%)
7.8

10

10.2

22.5

5.7

-21.5

6.5

■■陳鳳翔指出陳鳳翔指出，，在中美貿易在中美貿易
摩擦之下摩擦之下，，東南亞會成為未東南亞會成為未
來發展的重點來發展的重點。。

香港文匯報記者莫雪芝香港文匯報記者莫雪芝 攝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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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鳳翔陳鳳翔：：

陳鳳翔博士主要履歷陳鳳翔博士主要履歷
‧香港城市大學客座教授及MBA課程協理主

任、北京對外經貿大學客座教授、上海復
旦大學泛海國際金融學院客座教授。

‧香港金融發展局內地機遇小組成員、香港
銀行學會高級顧問、香港教育局資歷架構
的銀行業行業培訓諮詢委員會委員、香港
會計師公會的紀律委員會成員。

‧香港城市大學香港持續發展研究中心的國
際及專業顧問、中山大學自貿區綜合研究
院的專家諮詢委員會委員、社會企業研究
院副院長。

‧曾任香港財資市場公會榮譽秘書長達十多年。
銀行金融業的特首選舉委員和港區人大選委之
一。80年代初從事銀行業，1995年出任中國工
商銀行香港分行創行司庫；花旗銀行私人銀行
前董事及上海商業銀行前高級行政人員。

香港與東盟貿易活動香港與東盟貿易活動
2018年
1-9月

總出口

本產出口

轉口

進口

貿易總額

■資料來源：貿發局

金額
（億美元）

288.53

7.66

280.88

729.76

1,018.29

增幅
(%)

7.3

4.4

7.4

20.1

16.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