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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國的「綜合國力」可分為硬實力及軟實力。與軍事、經濟、科技、資源和人口等可量化的硬實力不同，軟實力指能夠影響他國、無形

的精神力量。根據提出軟實力概念的美國哈佛大學學者Joseph S. Nye所言，軟實力有三大來源：文化吸引力、政治價值觀和外交政策。軟

實力愈強的國家，在國際上推行政策的阻力愈低，國際合作空間也愈大。中國近年經濟崛起，而在2007年，國家已意識到要改善國際形

象，時任國家主席胡錦濤在中共十七大報告中提出「提高國家文化軟實力」，是中共首次將軟實力寫入中共全國黨代表大會報告；國家主席

習近平則將軟實力視為「中華民族復興」的重要組成部分，稱「要提升我國軟實力，講好中國故事，做好對外宣傳」。

總 結

科幻劇情漸次展開引人入勝：太陽即將吞噬太陽系，全人類打造「行星發動機」驅

使地球逃離太陽避禍……以此為劇情的科幻電影《流浪地球》紅遍全球，更被外界認為這部

電影象徵着中國電影新時代的到來。除了電影之外，中國的軟實力在各方面開始顯現，從愈

來愈多的來華留學生，到世界遺產名錄與意大利並列第一，都顯示了中國的軟實力愈來愈強

大。 ■林曦彤 特約資深通識科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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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 日 香 港 + 現 代 中 國 + 全 球 化

(a) 參考資料，香港作為「超級聯繫人」角色能為香港經濟帶來哪些正面影響？試舉出三項，並加
以解釋。

(b)「香港雖然是國際金融中心，不過其地位已漸漸受到內在因素影響，而非其它城巿的競爭。」
你在什麼程度上同意這個說法？參考資料，解釋你的答案。

2. 細閱以下資料：

資料A：香港作為「超級聯繫人」角色的評論 資料C：香港在現有發展
中遇到的挑戰

香港一直與美國紐約、英國倫敦
齊名為國際三大金融中心，素有
「紐倫港」之稱。然而根據國際諮
詢公司在2016年發表的全球金融中
心指數調查報告，新加坡的排名趕
過香港，成為第三大金融中心，香
港跌至第四位。有評論認為長期以
來香港金融業以股票巿場獨大，其
他如外匯巿場、債券巿場和商品交
易發展中不及倫敦和紐約等金融中
心。
隨着人民幣逐步國際化，倫敦、

新加坡、巴黎、盧森堡及首爾等先
後成為境外人民幣離岸結算中心。
近年內地先後設立上海、廣東、天
津、福建四大自由貿易實驗區，例
如上海自由貿易試驗區試行人民幣
自由兌換及利率巿場化，成為「境
內」的離岸巿場。有基金主席便稱
憂慮上海及深圳的崛起，中國經濟
對香港倚賴愈來愈少，上海自貿區
的離岸人民幣資金池有 2.2 萬億
元，比香港多一倍。

資料來源：綜合本港報刊

資料B：香港在現有發展中的角色舉隅
．國際金融中心
由中國領頭成立的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
行（亞投行）於2016年 1月正式開始運
作，香港於2017年3月23日加入。作為國
際金融中心，香港可在亞投行內擔當重要
角色，如成為其發債平台。
．國際資產管理中心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在2016年4月表

示，香港積極拓展基金管理業務，2014年
底相關業務合計資產總值逾17萬億港元，
當中約71%資金來自非本地投資者。隨着

「一帶一路」的推展，預期大量來自內地
和國際的資金會投向亞洲巿場，可能匯聚
香港。
．全球離岸人民幣業務樞紐
2004年起香港發展人民幣業務，現已是全

球離岸人民幣貿易結算、融資、資產管理和
風險管理樞紐。中國在2009年推出人民幣貿
易結算試點計劃、2011年底推出人民幣合格
境外機構投資者試點計劃，香港享有「先行
先試」的優勢，現時全球人民幣支付交易約
七成涉及香港。 資料來源：綜合本港報刊

香港「背靠內地，面向世界」，向來是
中外經商平台，特首曾稱本港可作為中國和
國際的「超級聯繫人」，從「強項」包括金
融業和服務業中尋找發展機遇。「十三五」
規劃提出要改革中國金融制度、擴大金融業
雙向開放，包括推進人民幣國際化、放寬境
外投資匯兌限制、提高金融機構國際化水平
等；服務業也要升級轉型，擴大金融、教
育、醫療、文化、互聯網、商貿物流等領域
開放巿場；完善發展政策等。
「十三五」規劃的港澳專章明確提出

「支持香港鞏固和提升國際金融、航運、貿
易三大中心地位」；強化香港全球離岸人民
幣業務樞紐地位、國際資產管理中心功能；
推動融資、商貿、物流、專業服務等向「高
端高增值方向」發展，深化中港合作，以及
支持香港發展創新及科技事業和亞太區國際
法律及解決爭議服務中心。香港在國際經濟
發展、對外開放中發揮哪些功能，又有何優
勢？有何因素會窒礙香港的發展？值得深
思。

資料來源：綜合本港報刊

現 代 中 國 + 全 球 化

(a) 亞投行的成立如何反映經濟全球化？參考資料及就你所
知，解釋你的答案。

(b) 中國成立亞投行對其提升國際話語權有多大作用？參考資
料及就你所知，解釋你的答案。

3. 細閱以下資料：

資料A：國際金融機構舉隅

現 代 中 國 + 全 球 化
1. 細閱以下資料：

資料A：近年中國部分軟實力範疇 資料B：有關中國電影的新聞報道

．49萬來華留學生
中國教育部指出，中國是亞洲最大留學目
的國，2017年共48.92萬外國留學生在中國高
等學院學習。
．53項世界遺產
截至2018年中國共有53項世界遺產，包括
36項文化遺產、4項文化與自然雙遺產。
．影視作品衝出中國
2019年2月，中國演員包攬柏林電影節影帝
及影后；國產科幻片《流浪地球》2019年2月
在北美同步上映；2018年大熱電視劇《延禧
攻略》在日本、韓國、越南等國播出。
．外地遊客人次逾億
中國旅遊研究院的報告指出，2017年中國
入境旅遊人數1.39億人次，來自「一帶一
路」國家的遊客人數明顯上升。
．國產手機海外受捧
成立於2010年的小米，在2018年初成為歐

洲第四大手機品牌，同時為印度最大手機銷售
商。 資料來源：綜合本港報刊

2019年農曆年初一(2月5日)在內地上
映的《流浪地球》，至2月19日票房已
達約40億元人民幣，在中國電影總票
房排第二。
電影同期在美國、加拿大、澳洲和新

西蘭上映，當地華人觀眾的反響也不

錯。《流浪地球》改編自中國科幻作家
劉慈欣的同名小說，美國《紐約時報》
報道稱，外界認為這部電影顯示中國電
影業已經成熟，標誌着中國電影新時代
的到來。

資料來源：綜合本港報刊

(a) 參考資料，你認為中國要建立文化軟實力強國最重要的因素是什麼？試舉出三項，並加以解釋。
(b) 為何中國國力近年在不同層面的提升，會被西方同時認為既是威脅又是機遇？參考資料，解釋你的
答案。

資料C：中國的「威脅論」與「軟弱論」

中國有何威脅？威脅何來？除了在軍
事、政治和經濟上，也絲毫看不到中國
威脅任何國家。事實剛好證明，中國的
經濟發展，成為世界製造工廠，為世界
各國帶來數之不盡的受惠。說實在的，
假如中國不推行改革開放，繼續窮下去
的話，那才是對世界的威脅呢，十多億
人沒飯吃，又有哪一個國家養得起？由
此觀之，「中國威脅論」實是一種虛擬
及誤導，可以休哉矣！

近年，也有另一種論調說「中國軟弱
論」。「軟弱論」與「威脅論」剛剛相
反，意思是說中國不是威脅別人、別
國，而是受到別國的欺負和侵佔而不敢
聲張，表現很軟弱。面對今日國家勢頭
和世界環境變化，要出手教訓這些鄰
國、小國似乎不是問題。國家是否考慮
沒有適當時機出手的話，會引起仇視中
國的反華者藉機大做文章說中國「威
脅」呢？ 資料來源：綜合本港報刊

文化軟實力文化軟實力
影響遍全球影響遍全球

認識祖國系列

項目 亞投行 亞洲開發銀行 世界銀行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
創立年份 2015年年底 1966年 1944年 1945年
主導國家 中國 日本(慣例 美國(慣例 美國和歐盟(慣例

日本人任行長) 美國人任行長) 歐洲人任總裁)
成員國數目 57(創始成員) 67 188 188
總部 中國北京 菲律賓馬尼拉 美國華盛頓 美國華盛頓
資本額 1,000億美元 1,750億美元 2,232億美元 2,380億美元
最大出資國 中國(擁獨立 日本、美國 美國(擁獨立 美國(擁獨立

否決權) 否決權) 否決權)
創立目的 促進亞洲地區基 消除亞太區貧窮 助在二戰中被破 穩定各國貨幣、

礎設施 ，支援成員國在 壞的國家重建， 為嚴重財困成員
基建、能源、教 今致力助發展國 提供資金援助及
育、環保和衛生 滅貧，如提供低 改革建議等。
等領域的發展。 息貸款、無息信

貸和贈款。

資料來源：綜合本港報刊

資料B：有關亞投行的評述

與歐美國家相比，亞洲的基建還處於初
級階段，提升空間不小。例如按國際能源
署的統計，整個亞洲至少還有6億人無電
可用、18億人缺乏乾淨的廚房設施。亞洲
開發銀行一份報告估算，2010至2020年，
包括中國在內的亞洲地區最少需要8萬億
美元的基建資金，每年基礎設施投資需求
高達7,300億美元。亞投行的重點投資方向
包括：鐵路、公路、港口、電力電網、通
訊和油氣運輸，龐大商機是各國爭相加入
亞投行的一大原因。
有評論指出，亞投行正提供一個金融平

台，為各方爭取新的經濟增長動力。發展國
可從中獲得建設資金，基建專案可提供就
業、帶動經濟發展並推動國際貿易，發達國
可從中獲益（如法國和德國在發電站和鐵路
等基建出口有優勢）。世界銀行前駐華首席
代表表示，亞投行對發展國和發達國來說，
是共贏的選擇。按中國的說法，創立亞投行
可促進亞洲地區互聯互通，一方面能推動世
銀等國際機構的改革，同時可補充亞投行的
投資、融資與國際援助職能，減少資金外
流，有利區內經濟保持活力與增長。

資料來源：綜合本港報刊

■亞投行理事會第四屆年會於2019年7月12日在盧森堡舉行。 資料圖片

■《流浪地
球》顯示中國電

影業已經成熟。
劇照海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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