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全國政協委員、立法會議員謝偉
銓是首批參與內地房地產市場

的測量師之一，多年來見證國家經
濟起飛，由七十年代物資短缺，到
今天的物阜民豐。他最欣慰的是，
以前中國向外國學習，社會氣氛因
此較為崇洋，但近幾年中國國際地
位提升，與國際競爭間已慢慢減少
崇洋，普通話的世界地位也獲得大
幅提升。目前世界有英國標準、美
國標準，中國標準仍然未被世界所
認受，期待中國在未來的70年，能
夠將中國標準建立起來，得到更多
世界認同。
謝偉銓憶述他記憶中七十年代的

中國，當時他仍在就學，而內地經
濟相對落後，返回內地須要攜帶物
資，許多物資都缺乏，包括今日我
們覺得很普通的水果、白米，當年
在內地都不足，質素也很低劣。但
今天情況完全不同，內地消費力強
勁，物資豐饒，這都是實施改革開
放所帶來的正面影響。

走對了路 近20年變化最大
短短40多年時間，他形容中國變

化巨大：「以我的年紀來說，開放
前後最深感受，是市民老百姓的生
活改變好大，尤其最近20年變化最

大。」他認為中國人勤勞上進，改
革開放前後都是同一批人，之所以
前後物資產量有巨大分別，在於國
家發展方向選對，走一條屬於自己
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
說到「老本行」房屋規劃，謝偉

銓說，當年返回內地因為電力不
足，燈光昏暗，房屋亦陳舊較矮，
連道路都是泥路，並非香港般的柏
油路、石屎路。由邊境望向深圳，
當年都是農田，沒有樓宇，與香港
高樓大廈的景況完全不同。但今天
由新界望向深圳，都是高樓大廈，
城市規劃也越來越進步。
「最近十年來，我感覺內地規劃

變化最大在於綠化，做得好好，不
再只追求第一或最高，而是更着重
於居住環境與細節。」他舉例，深
圳的綠化就正逐步提升，政府開放
新區的同時，亦強調空間、環保及
綠化，沿途公路亦大量種植，而據
他所了解，不少大灣區城市綠化率
都超過50%。

香港創科發展流於理論
內地近年發展迅速，例如深圳支

援創業，並且發展高科技相當成
功，可以幫創科人才將理論用於實
踐，將其商品化，相較之下，香港

空有創科人才，卻流於理論，即使
新產品理念好，但卻無法商品化。
他認為香港創科人才可以多到內地
發展，並正確了解粵港澳大灣區的
機遇，政府沒有「逼人到大灣
區」，大灣區是給予港人另一個選
擇。
到大灣區發展是投資未來，因為

相對於香港已經成熟的公司，大灣
區有潛力的公司很多。部分港人為
自己到內地工作預先設定了太多條
件，好像薪酬、醫療、房屋、交
通，又不捨得離開香港。「如果定
一個框框，競爭力就會低，世界沒
有東西是完全無犧牲就得到」。雖
然今天內地公司的待遇或不如香
港，但未來持續擴充後是有可能會
超越香港。

新中國喜迎70周年華誕，各行各業都歡欣鼓舞。不少地產

界人士在改革開放之初就到內地發展，經歷過缺少物資、衣食

住行均不方便的年代。多年來他們親眼見證了祖國許多地方從

貧窮到富裕，從荒蕪到繁華的巨大變化，均認為內地正在迎來

最好的時代。搭乘內地的經濟「順風車」，可為香港帶來更多

商機，建議年輕人應跳出香港的框框，北上到大灣區、北京或

上海等一線地區尋找發展機會。 ■香港文匯報記者 顏倫樂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顏倫樂）謝偉銓認
為，中國強大對於香港只會有利，亦令外國更
重視香港，因為香港與內地於各方面依存度都
極高，許多企業也是靠中國市場而迅速擴大規
模，更以此為基礎進軍國際。香港人的未來應
該尋求與大灣區其他地方一起發展，帶領大灣
區起飛。
近年來香港和內地出現不少矛盾，謝偉銓表

示，香港的出路是要與內地融合，而不是切
割。過去兩地有文化差距，但近年內地居民的
質素提升許多，而地方政府亦從過去的追求政
績，轉變為更着重民生經濟及發展未來。

排斥會換來邊緣化
香港人的未來應尋求與大灣區其他地方一起

發展，帶領大灣區起飛，如果排斥就只會被邊
緣化。「優勢不會永遠存在，別人會追，互相競爭
才能保持優勢。」
謝偉銓指，香港人的優勢在於做事態度嚴

謹，對合同守法觀念強，但做事手法卻又很靈
活，接觸層面與思維也很廣闊，在內地是有發
揮空間的，尤其是專業界別和管理等方面。他
以測量業界為例，過去與內地有着許多交流，
也共同為內地訂下許多業界標準，2003年他
擔任香港測量師學會會長期間，便與中國房地
產估價師學會簽訂了專業資格互認協議。

「「到過內地到過內地 就知我們輸好多就知我們輸好多」」
首批北上測量師余錦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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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產界親歷內地巨變

建國 周年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顏倫
樂) 在新中國70年的歷史中，
改革開放為中國崛起作了巨大
貢獻。作為開放後首批進入內
地發展的測量師，香港測量師
學會前會長余錦雄數十年來見
盡祖國滄海桑田，現在各方面
都變得越來越好。他認為，香
港未來道路須要融入中國內
地，例如到大灣區發展，如果
思維只困在香港，許多行業在
資本效應下只會逐漸式微。
「其實沒有到過內地的人，根
本不知道我們已輸了好多。」
余錦雄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

時說，多年來對中國各項發展
成就有目共睹，見到許多良性變化，深切感到中
國一直向好的方向發展。他記得30年前初入
內地做物業管理工作，到北京和天津，於當
年屬於第一批走到內地發展的測量師，當時
對內地的印象並沒有特別良好，因八十年代
內地仍屬於相對落後的地方。

30年前天津 人人着軍褸
他憶述當年天津機場極之簡陋，矮屋只得

一層，可能約三千至四千方呎，但就已經是
國際機場，而街上盡是穿着藍色或綠色大風
褸，原因當年正值寒冬，但內地人資源不
足，於是人人穿着一件軍褸就度過嚴寒。不
過時移世易，現時北京與天津已經成為中國
一二線城市，發展一日千里，街上顏色也當
然五彩繽紛。而且基建配套完善、機場全面
提升，國人亦再非吳下阿蒙。
「其實翻開書本，你會發現過去一千幾百
年，最好的時代就是現在。」余錦雄說。他
指出，自40多年前改革開放後，中國無論
民生、經濟、管理、治安等等各方面都有
長足進步，讚揚近年國家主席習近平的打
貪工作，令內地營商環境更為理想。他坦
言，或許國家仍有不少地方需要改善，但
如果只着眼於其不足，而忽略過去一直向
好的變化，這並不公平。

港人優勢猶在 接軌國際
而說到測量師行業，內地稱為估價師，可謂一

個由無到有的歷程，今日內地有相關資歷人士已
經有數萬人。房地產業由早期雜亂無章，到今日
規範化，過程殊不簡單。至於香港人在內地工作
的優勢，在於與國際接軌，專業操守普遍較高，
而且香港護照通行多個國家，有更多不同類型的
機會給港人發展。
余錦雄近年亦時有到內地，主要做顧問工作，

他認為，未來香港的方向應該要融入中國內地，
港人可以北上到大灣區、北京或上海等一線地區
尋找機會。如果港商只停留在香港發展，很容易
被內地大型資本吞併，因大型企業存在資金優
勢，但如果進入內地市場，則能一起壯大。寄語
港人「視野要闊，看更多東西」。

謝偉銓：中國強大
對香港有利無害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黎梓田）作
為長實在內地的售樓大員，郭子威長
駐北京已經13年，可謂看着北京、上
海樓市及買家口味的變化。今年正值
新中國成立70周年，他對內地的進步
感觸最深：內地人整體的強項就如海
綿般，對外來事物的吸收能力高，剛
開始時公司內地團隊香港及內地員工
比例各佔一半，現時幾乎所有員工都
是內地人，內地客戶對商品房的要求
更已超越香港。

早年交通配套落後發展
郭子威日前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
憶述，自己在2006年開始獲公司調派
到北京工作，坦言當時心情有點緊
張。他早年有到內地城市旅遊，內地
對於他來說不算很陌生，但長駐工作
與旅行卻是兩回事，始終相比香港來
說，北京的一切生活環境均要重新適
應。雖然當時內地已實行改革開放一
段時間，而北京亦正在籌備舉辦奧運
會，但始終各方面發展仍未完全成
熟，他對該處的掌握度亦未有如香港
般高，也明白自己屬於「開荒牛」的
角色，心態上難免會戰戰兢兢。
郭子威今年剛好是入行第30個年
頭，回想2006年到北京工作時，在香
港已有多年樓盤銷售經驗，到北京，
感覺上就像要從頭來過。而當時北京
與香港的一個明顯的差異是交通，即
使臨近2008年，中央政府為奧運會而
大量投放資源發展，也不是一下子令
北京完全「升級」。
對於一個面積偌大的北京，加上

地勢主要為平地，當時的地鐵線只有
數條，塞車情況仍然嚴重，如將北京
市分作東南西北四區，坐車由東區去
西區，或南區去北區，動輒也要花去
半天的時間，相比香港交通的四通八
達很不同。郭子威指，公司在北京的
辦事處位於東區，傳媒機構多數位於
西區，當時要讓傳媒訪問相當不便。

內地人對樓盤要求更高
當年公司在北京有一個大型低密度

項目，位處順義中央別墅區，當時周
邊配套仍荒蕪，跟郊區無分別。郭子
威笑指，當時要在項目地盤上班，而
附近的唯一食肆名為「甲乙丙丁」，
距離項目卻至少數十分鐘車程，因此
非常難忘，而現時該店仍然健在。不
過，內地經歷多年發展後，北京的交
通網絡更趨完善，即便是郊區，隨着
鐵路的落成及靠近機場的優勢，已變

成不少外國人入住的新發展區。
除了基建設施外，內地人民的

質素也在不斷提高。郭氏認為，
內地人整體的強項就如海綿般，
對外來事物的吸收能力高，其優
點更反映在經濟上，並且在多年
的急速發展後，生活及經濟品質
已大幅提升，其龐大的網購市場
更印證了內地人的對生活的追
求。而現時內地員工已能獨當一
面，公司在內地的團隊的百多人裡，
幾乎所有員工都是內地人，而內地客
戶對商品房的要求更已超越香港。
他又提到，隨着內地的高速發展，

內地人對房產的需求相應提高，近年
政府加強調控樓市，防止樓價急漲，
而香港這一方面則相對放鬆。郭子威
認為，香港的樓價已到脫離購買力的
水平，在樓市調控下，他認為內地的
樓市某程度上較香港安全。

駐京13年郭子威

「「內地人像海綿內地人像海綿 吸收能力高吸收能力高」」

■謝偉銓是首批參與
內地房地產市場的測
量師之一，多年來見
證國家經濟起飛。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郭子威稱，內地
客戶對商品房的要
求已超越香港。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余錦雄認為余錦雄認為，，香香
港未來道路須要融港未來道路須要融
入中國內地入中國內地。。
香港文匯報記者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攝

■■余錦雄經常參與余錦雄經常參與
內地與香港的交流內地與香港的交流
活動活動。。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郭子威早年介紹北郭子威早年介紹北
京順義中央別墅別墅京順義中央別墅別墅
項目項目「「譽天下譽天下」。」。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韶關的珠璣古巷韶關的珠璣古巷，，這裡有這裡有183183個姓氏宗祠個姓氏宗祠，，當年南當年南
遷後建的遷後建的，，背景為謝氏祠堂背景為謝氏祠堂。。 受訪者提供受訪者提供

■■謝偉銓日前到北京參加國慶典禮謝偉銓日前到北京參加國慶典禮，，於天安門廣場附於天安門廣場附
近留影近留影。。 受訪者提供受訪者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