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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港兩地軟環境比較
■深圳獲批准支持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
先行示範區，
先行示範區
，一時間有聲音認為中央有意
讓深圳取代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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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

香港
法制

總體健全，
部分有待完善

法制較健全

市場經濟

圳
深
力
發

深圳

成熟

文創

較成熟

電影、設計等
文化和創意產
業全球有名

教育

5所全球
前100名大學

去年全球
金融中心地位*
金融中心地位
*

港擁優勢莫自棄

深圳文化和
創意產業
全球知名度低

全球第三

無

前20強

註：*來源於由英國智庫集團和
中國綜合開發研究院去年 9 月
共同編制的全球金融中心指數

專家釋兩地競爭有別星港滬港

中國（深圳）綜合開發研究院
金融與現代產業研究所所長

深圳獲中央批准支持建設中國特色社會

劉國宏

主義先行示範區，一時間有聲音認為中央
有意讓深圳取代香港。不過，多位專家學

 #% /

香港在基礎科研、法治環境、自貿政
策、國際交往、人文教育等領域與深
圳相比仍有優勢。

者接受香港文匯報記者專訪時表示，深

港兩地有別於星港、滬港之間的替代式競爭，深港更多是情同手足的兄弟
而非對手，是互補合作遠大於競爭，兩地只有攜手才可以共同推動大
灣區的科創、金融等發展，共同成為推動大灣區和全國邁入創

深圳和香港是情同手中的兄弟而非
對手，互補合作遠大於競爭。
圖片：香港文匯報記者李昌鴻 攝

今

兩地互擁優勢不易取代

張博輝

■香港文匯報記者 李昌鴻 深圳報道

之後，深港可能出現激烈競爭，甚至較以
往的星港或者滬港競爭更激烈。不過，劉
國宏和張博輝均不這樣認為。劉國宏認
為，深港更多是合作而不是競爭，深港
兩地事實上已是緊密聯繫在一起的兄
弟，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深圳實際利
用外資絕大多數來自香港，深圳港口碼頭
背後都是香港資本或是香港人才隊伍運 深圳社會主義學院副院長
營，深圳很多企業均在香港設有國際總部
或分支機構，深圳高科技邁向更高能級也
需要香港高校和科研機構有力支持等。

譚剛

對此，中國（深圳）綜合開發研究院金融
與現代產業研究所所長劉國宏指出，香港仍
有異常顯著的優勢。在基礎科研、法治環
境、自貿政策、國際交往、人文教育等領
域，相比於香港，深圳仍有巨大差距。當
然，優勢的勢頭也是需要把握、維護和創
造，當前深圳 GDP 總量已超越香港情況
下，如果香港自亂陣腳、不思進取和故步自
封，必然會優勢漸去，大概率事件就是深圳
人均GDP也會越來越接近甚至超越香港。
香港中文大學（深圳）校長講座教授、
經管學院常務副院長張博輝認為，香港的
優勢依然存在，它是國際重要的貿易和金
融自由港，是國際大型企業亞太總部的首
選落戶之地，也有五所國際排名前 100 的
頂級研究類大學。這方面的優勢，需要深
圳花大力氣去學習和借鑒。儘管深圳在
GDP 總量、國際專利申請數量、金融科
技、先進和智能製造等幾個指標已經領先
香港，但在人均 GDP、教育醫療覆蓋率等
多方面仍落後香港。
有人認為，深圳得到中央政策助力發展

經濟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他強調，深港競爭一定程度上就是「左
口袋」和「右口袋」競爭，是香港的和記
黃埔碼頭把部分附加值低的箱量運輸放到
了其參股的鹽田國際碼頭處理，是深圳的
華大基因把國際生物樣本測序業務放到了
其投資的香港實驗室完成。這完全不同於
星港和滬港競爭。
張博輝稱，深港兩地更多地是協同發展。
深圳的產業鏈豐富，工業體系完備，深圳能
夠很容易把研究院實驗室的創新想法轉化為
商品，這一點是香港所缺乏的。但香港有五
大國際知名大學的研發創新和國際人才匯集
的優勢，深圳可以引入香港人才和研發成
果，快速實現科技成果的產業化。對於星
港、滬港和深港之間的競爭，他強調，星港
的競爭是產業結構之間的競爭，滬港的競爭
是國際化城市發展路徑的競爭，深港的競爭
是協同發展的背景下見賢思齊、取長補短的
學習能力的競爭。

行示範」。
《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
對深圳定位強調的是，深圳自身在
區域經濟協調發展中「創新的城
市」特色，要求「成為具有世界影
響力的創新創意之都」。而示範區
則突出涵蓋發展質量、法治建設、
城市文明、社會民生、可持續發展
在內的「綜合城市」功能，要求
「創建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的城市
範例」，兩者雖側重點有所不同，

現在支持深圳建設中國特
色社會主義先進示範區，
意味着香港和澳門也有必
要學習、借鑒深圳的成功
經驗。

深圳和香港重要指標對比
類別

香港

深圳

面積（平方公里）

1,106.34

1,996.85

人口（萬2018年）

745

1,302.66

24,022.44

24,221.98

人均GDP
（萬人民幣2018年）

32.2

18.6

去年機場旅客吞吐量
（萬人次）

7,470

4,935

去年港口貨櫃吞吐量
（萬標箱）

1,964.1

2,573.59

1.8

無數據

7

7

GDP（億人民幣 2018年）

去年國際專利申請量（萬件）
《財富》全球500強
企業數量（家）
去年IPO數量和融資額

示範國家未來改革方向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昌鴻 深
圳報道）對於深圳被定位為先行示
範區，與其在大灣區規劃綱要中定
位的區別問題，劉國宏表示，中央
賦予深圳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先行示
範區的定位，既是對深圳設立經濟
特區 40 年發展巨大成就的認可和肯
定，更是對深圳在新的發展階段提
出了更高的使命和要求，意味着深
圳將從「經濟特區」轉向「綜合特
區」，將從「先行先試」轉向「先

■上海科創板是現階段深圳創業板真正需要對標的
競爭對手。
資料圖片

但相互支撐形成了深圳城市發展的
未來使命。

示範區定位超越大灣區綱要
張博輝稱，深圳本來就是中國改
革開放偉大實踐的成功縮影，在過
去 40 年的改革浪潮中，不斷創造新
的標杆，特別是在人才、科技、金
融、智能製造、社會可持續發展等
方面不斷成為內地其他城市的樣
板。過去 40 年，深圳作為特區是能

205 家，籌資額 48 家，籌資額
2,877.57億港元 513億元人民幣

夠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帶來新
的理念和思路。在新時代歷史征程
中，深圳也必能夠做好社會主義先
行示範作用，帶動新時代的步伐。
此外，深圳作為中國特色社會主
義先行示範區，它的定位和大灣區
發展規劃綱要是相輔相成但又有所
不同。簡單地說，這次中央給深圳
的定位更高、格局更具戰略意義。
不僅僅要在大灣區做好排頭標兵的
作用，更要給國家未來 30 年深入改
革的道路上做好「社會主義現代化
強國的城市範例」。

學者：示範區助推大灣區戰略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昌鴻 深圳
報道）深圳社會主義學院副院長譚剛
表示，深圳獲批示範區有利於更好實
施粵港澳大灣區戰略：一方面是通過
支持深圳建設中先行示範區的19項舉
措，從而提升深圳作為大灣區經濟中
心城市的作用、增強深圳在大灣區中
的核心引擎功能，從而更好地推動大
灣區戰略的實施；另外一方面是通過
深圳發揮先行示範區的作用，從而把
深圳的成功探索實踐借鑒、推廣、示

範到大灣區其他城市，進而帶動整個
大灣區戰略順利推進，促進大灣區更
好地發展。

豐富
「一國兩制」
新實踐
譚剛認為，豐富「一國兩制」事業
發展新實踐也可以從兩個方面來考
慮。在大灣區內進行「一國兩制」的
全新探索，包括實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
的廣東九個城市與實行資本主義制度的
香港和澳門之間，在制度層面和具體治

理方法等方方面面的相互借鑒、相互促
進、共同發展。「如果說過去『一國兩
制』的實踐，更多表現為以深圳為代表
的廣東九個城市學習借鑒代表國際規則
的港澳的先進做法和經驗，那麼現在支
持深圳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先行示範
區，實際上也就意味着香港和澳門也有
必要學習、借鑒以深圳為代表的中國特
色社會主義的有益探索和成功經驗，
去彌補其自身的短板、不足和存在的
各種問題。」

■港澳也要借鑒以深圳為代表的中國
特色社會主義，彌補自身的不足。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昌鴻 深圳報道）有關支
持深圳建設先行示範區的「意見」提出，深圳將研
究完善創業板發行上市、創造條件推動註冊制改
革。有人擔心，此舉會否威脅到對香港全球前三位
新股上市地位？

深創業板改革 港交所須優化服務

年 初 ， 深 圳 公 佈 的 去 年 GDP 為
24,221.98 億 元 人 民 幣 ， 超 過 香 港
24,022.44 億 元 人 民 幣 （ 約 2.85 萬 億 港
元），一時間引起人們熱議。8 月 18 日，
深圳獲批建先行示範區，再度引起海內外
廣泛的聚焦。示範區新政的出台，加上深
圳研發、創新能力和港口基建等優勢，不
少人認為香港的優勢漸漸失去，深圳整體
超越香港只是時間上的問題。

新和高質量發展的核心引擎。

香港中文大學（深圳
深圳）
）校長講座
教授、經管學院常務副院長

深首要對手為滬科創板

劉國宏認為，深圳創業板註冊制改革，會對內地新
股在香港上市，尤其是科創類新股上市有一定影響，
但兩個交易所有一定競爭可能是好事，也會促使港交
所改進服務水平，優化制度規則（例如老千股在港股
長期橫行），讓更多待上市或上市企業獲得好處。港
交所在國際化服務、市場化經營等領域仍有深交所、
上交所所不能比擬的巨大優勢。深交所改革發展會不
會威脅到香港的地位，「關鍵不在於深交所如何發
展，而在於香港和港交所自己怎麼做。」
張博輝則認為，深圳創業板目前階段真正需要對
標的競爭對手是上海科創板，其次才是香港市場，
而且上市企業都是中小型，這和赴港的資本市場上
市的小米等科技類企業相比，很難在短時間內撼動
香港市場地位。

短期內難撼港離岸地位

示範區文件還提出，深圳將構建與國際接軌的開
放型經濟新體制，在推進人民幣國際化上先行先
試，探索創新跨境金融監管和試點深化外匯管理改
革等。
對此，劉國宏表示，深圳是內地高度開放的城
市，是內地對外開放窗口，伴隨着深圳企業在全球
產業價值鏈上不斷向高端躍升，以人民幣開展國際
支付、結算和投資，成為深圳企業提高國際經貿效
率、降低匯兌風險的內在要求。可以說，以深圳為
試點探索人民幣國際化先行先試、跨境金融監管和
外匯管理體制改革等，具有開放經濟發展的成功經
驗，具有市場潛在需求的強大支撐，具有國際組織
運行的開放環境。
劉國宏認為，短期內深圳不會影響香港全球人民
幣離岸中心地位，因為深圳在自貿賬戶創新、跨境
金融監管等領域制度構建和釋放效用，均需要一定
時間周期。長期看，如果香港不能建設更具服務廣
度、深度的人民幣離岸中心，例如香港的離岸市場
人民幣業務與離岸人民幣資產不能形成投融資的良
性循環，而仍依靠香港與內地離、在岸人民幣利差
套利、政策套利，香港全球人民幣離岸中心必然
會受到倫敦、新加坡乃至越來越多內地城市自
貿試驗區等特殊隔離區域離岸業務的挑戰。
張博輝表示，人民幣國際化的工作早
在 10 年前就按照中央的部署，正在穩
步推進，從之前的路徑來看，先在香
港落地，之後在國際重要的金融節
點城市鋪開，未來需要在內地城
市開始新一輪的佈局。但是令
人不能忽略的是，香港仍舊
是全球最大的人民幣離岸
交易中心。所以他認為
短期內，香港的人民
幣離岸中心的地位
是不會受到太大
的影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