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陳鳳翔稱，香港及深圳「兩兄弟各自發揮長處，
不會構成競爭」。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兩城市各自發揮兩城市各自發揮
帶出協同效應帶出協同效應

經常往來香港
及內地、熟

悉內地市場的陳鳳翔
認為，中央支持深圳建
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先
行示範區」，與粵港澳大灣
區發展規劃綱要中深圳的定位相
比，無論在大方向、背景、整體目
標等都基本相近，如四個全面，建立美
麗世界、鼓勵文明等，不過細節上或略有不
同，如在大灣區規劃中各城市都有不同特色，強調
彼此分工及配合等，而深圳先行示範區則強調「深
圳可以做什麼」。
若從經濟發展層面出發，陳鳳翔認為，大灣區規
劃主要針對城市群發展，而深圳先行示範區則是針
對城市本身發展。

「先行示範區」非針對香港
雖然有人猜測深圳成為先行示範區是為了取代香
港地位，不過他認為內地出台政策前會經過深思熟
慮，「熟悉國情人士就會明白，內地推行一項政策
是需要過程，不可能在一個月前(香港)有事，一個月
後就立即推出(深圳)相關政策。」因此不相信內地推
出先行示範區旨在針對香港情況。
陳鳳翔強調，「深圳是無論如何都要發展，就算
香港停滯不前，其他城市都不會放慢發展步伐。」
而在大灣區規劃中的港澳穗深四大核心城市中，不
可能欽點香港及澳門兩個特別行政區成為先行示範
區，撇除香港及澳門，先行示範區就是餘下深圳及
廣州之間取捨。他認為，深圳成為首個先行示範
區，是因為深圳比廣州變化較大，以及廣州是相對
舊區。
國家主席習近平2014年提出「四個全面」戰略佈

局，陳鳳翔提到，在四個全面中，排首位的是全面
建成小康社會，接下來是全面深化改革。深圳排首
位成為先行先試角色，最終達至全面改革開放，產

生高度市場化效果，
他相信先行示範區主要走高品質發展地、法治城市
示範、文明、民生幸福、可持續發展等，這些特點
都是大灣區規劃中進一步深化及更清晰規劃。
陳鳳翔亦認為，「深圳先行示範區政策並非要抄

襲香港，反而內地在全面改革開放過程中，意味
香港能夠做到的，內地都必須做到，最終達至市場
化、國際化、國際高標等目標，以及完善法制及體
制等，並不只是香港可以做、深圳則不可以，相信
連廣州及其他7個城市都會跟做。」
他又指，政策墨重點與香港未有太多重複地

方，而現時兩個城市都各有特點，如深圳有完善社
會體系等，以及在綠色項目上發展等。

不擔心政策傾斜深圳
雖然大灣區規劃中強調四大核心城市，然而在最

新的深圳先行示範區文件中突出深圳的發展目標。
中央政策日後會否向深圳傾斜？陳鳳翔則認為，外
界對此無需擔心，「因為香港及深圳都是中國的兒
子，料國家會放手讓兩子行走，觀察雙方表現後屆
時才再作決定」。他又強調，內地可以很快、急速
地推行政策，雖然當中或有機會行錯路，但行錯不
要緊，可以修正。

中央 8月發文，支持深圳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先行示範

區」，適逢香港社會動盪，暴力事件持續，有人猜測中央想栽培深

圳取代香港地位。香港金發局市場推廣小組成員、香港銀行學會

高級顧問、香港城市大學客座教授、「帶路先鋒」主席陳鳳翔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將

香港及深圳比喻為兄弟，「兩兄弟各自發揮長處，不會構成競爭，反而可帶出協同效

應，短線不需要側重誰贏誰，長線走下去能夠走出自己特色才是最重要。」

■香港文匯報記者 馬翠媚

中央政府提出全面改革開放，然而內地對外匯一
直實施嚴格管制措施，以平衡國際收支和維持人民
幣貨幣匯率。不過，陳鳳翔以阿根廷最近為浮動匯
率改革落閘為例指出，一個國家胡亂跟隨國際開
放，最終或會引發社會混亂，資金隨時「今日來明
日走」。在發展過程中，有些不完善地方反而可能
是發展中的優點。

阿根廷急開放 引發貨幣危機
近年經濟陷於困局的阿根廷10月將舉行大選，阿
根廷央行9月宣佈再度實施外匯管制，限制國民及
企業購買外幣。事緣當地總統馬克里2015年底上台
後，隨即取消實行多年的國家干預經濟手段，採取
更加市場化的運行方式，如取消嚴格資本管制、推
行浮動匯率等改革，更從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借貸
570億美元，然而在大量外資湧入後，當地財政赤
字反而擴大，因而嚇怕投資者，令阿根廷貨幣披索
去年大幅貶值，陷入貨幣危機。
陳鳳翔以阿根廷事隔數年後再度為外匯改革落閘
事件為例，印證在新興國家並非採用浮動匯率一定

是最好，「阿根廷披索如是、英鎊亦如是，因此難
以斷定浮動匯率或固定匯率才是最好。」不過他亦
提到，外匯改革開放是中國走向國際市場的基本一
步，而內地借助深圳先行先試是應該而且急切的。
而在深圳先行示範區文件中還提出，深圳構建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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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點深化
外匯管理改革，推動更多國際組織和機構落戶深
圳。對此，也有人擔心有關措施或對香港的全球人
民幣離岸中心帶來影響。

港離岸人幣中心 與深圳分工
不過陳鳳翔認為，香港雖然無外匯管制，但香港

人民幣並非真正在岸人民幣，因此選擇內地城市作
為推進人民幣國際化上先行先試地，不能夠稱之為
與香港競爭，反而與香港各自發揮不同作用，屆時
會有境外離岸市場、亦有境內在岸市場。而現時深
圳外匯買賣種類不多，若以深圳先行先試，相信內
地或可走出一條在岸人民幣中心之路，有助豐富在
岸人民幣產品。

雖然香港及深圳都各有優勢，不過不少
人認為，深圳在中央政策助力下，超越香
港或指日可待。在金融業界資歷深厚的陳
鳳翔亦深感認同，並以龜兔賽跑作為香港
及深圳之間的比喻指出，香港雖然擁有法
制、人才等優勢，但在香港不停原地踏步
時，深圳已全力向前，觀乎不少數據深圳
已超越香港，如GDP、進一步改革開放
速度等，深圳正在全面改革開放及邁向市
場機制等推進，相信超越香港只是時間問
題。不過同時，他相信城市群可以各自分
工，發揮好協同效應。

社會信用體系助內地提升
對於深圳何時可以超越香港，陳鳳翔認
為每個具體分類超越香港時間都會不一
樣，例如深圳GDP已超越了香港；而在
創新方面而言，超越香港難度亦不高。他
說內地可以推行社會信用體系，猶如市民
記分制，相信在內地推行社會信用體系
後，有關制度帶來的轉變比香港更快。不
過同時，內地有部分地方如法制等方面尚
需國際上承認。
「若單計金融業，香港無外匯管制、資

金可以自由進出，內地或需要一段時間才
做到。而中央清楚說明支持深圳加快建設
全球海洋中心城市、按程序組建海洋大學
和國家深海科考中心、探索設立國際海洋
開發銀行，屆時兩地金融亦可能出現變
化。」另外，他又說，內地考慮發展股權
交易中心及碳排放交易所，但香港未有類
似計劃，因此不能夠單一的判斷深圳是否
超越香港，料不同類別將出現不同變化，
並有機會在不同時間點超越香港。

深圳難突破境內市場模式
「甚或有些香港根本做不到，因此才由
深圳頂上。」他強調，正正因為各城市有
差異性存在，不同城市發揮不同效果，才
可以達至協同效應。
深圳先行示範區文件亦提到，將研究完
善創業板發行上市、再融資和併購重組制
度，創造條件推動註冊制改革，會否威脅
到對香港新股上市地位？
陳鳳翔認為， 「深圳再發展仍未能突

破一個境內市場的模式，香港仍然是一個
離岸的國際市場。因此大灣區規劃強調城
市群之間協同效應，香港可以繼續發揮自
己的特色，而非取代各有優點，強調此並
非城市群理念。」
他又以中美貿易為例，指中國以往長時

間發展一些較低檔製造業，美國則多發展
高科技製造業，因此形成國際貿易，亦可
以視為國際分工，如果用相同思維套用在
中國內地各城市，是為國內貿易，如果再
將之套用在香港及深圳之上，並不需要分
出誰超越誰，彼此都可以發揮彼此空間。

贊成人民幣有序開放 避免亂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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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及深圳經濟數據比較香港及深圳經濟數據比較
項項目目 香港香港 深圳深圳

面積（平方公里） 1,106 2,050

人口* 745萬人 1,302萬人

GDP* 2.845萬億港元（折合約2.4萬億人民幣#） 2.42萬億人民幣

人均GDP* 36.5萬港元（折合約32.1萬人民幣） 19.7萬元人民幣

GDP實質增長* +3% +7.6%

失業率* 2.8% 2.31%

註：*為截至2018年底數據 #以當時匯價計算 整理：記者 馬翠媚

■■深圳在多方面趕上香港深圳在多方面趕上香港，，GDPGDP更超越香港更超越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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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2019年世界年世界500500強強
港深上榜企業比較港深上榜企業比較
香港企業名稱 排名

中國華潤 80

聯想 212

招商局 244

怡和 280

長和 352

友邦保險 388

中國太平保險 451

總共 7間

深圳企業名稱 排名

中國平安保險 29

華為 61

正威國際 119

恒大 138

招商銀行 188

騰訊 237

萬科 257

總共 7間

陳鳳翔
陳鳳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