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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寻香港迈向长期繁荣发展的新路径
 胡荣荣

改革开放是实现中国梦的必由

之路。改革开放不仅让我国完成从

站起来到富起来的飞跃，也给香港

保持繁荣发展创造了历史性机遇。

国家改革开放的历程，就是香港与

祖国大陆优势互补、携手前行的

历程。香港既是“见证者”“参与

者”，更是“贡献者”“受益者”。

如今，面对新时代改革开放的历史

性机遇，香港需要培育新优势，发

挥新作用，探寻迈向长期繁荣发展

的新路径。

40年来，香港一直都是国家对

外开放的重要窗口，是引进外来资

金、技术和先进管理经验的主要渠

道。从改革开放初期为国家引进资

金、人才、管理经验和国际营销网

络，到后期为内地企业走向世界搭

建平台，成为国际金融、贸易、航

运和专业服务中心，香港长期以来

形成的国际地位和独特优势，和国

家发展大局紧密相连。香港的工业

生产萌芽于上世纪50年代，大批资

金和人才进入香港，香港的经济活

动开始活跃，为后来的经济繁荣奠

定了基础。70年代中后期，正当香

港经济发展困难之时，内地开始改

革开放，大批港商抓住先机，扮演

了开拓者的角色，大量工厂北移，

带去资金、技术和管理经验，外资

籍由香港蜂拥进入内地。香港不仅

在内地发展中发挥重要作用，也实

现了乘势转型，为香港由制造业中

心发展成为今日的国际金融中心、

亚太商贸枢纽、物流中心与旅游都

会城市创造了条件。到90年代中

期，香港绝大部分制造业工厂已迁

移到内地，为内地改革开放提供了

宝贵的启动资金，香港也成功转型

为服务业为主导的经济。

1997年7月1日，香港回归为香

港与内地的融合发展创造了更加便

捷的政治基础。1998年，粤港合作

联席会议第一次会议举行，粤港合

作联席会议制度自此启动。香港回

归以后，香港在内地投资已不再局

限于工业，房地产、金融以及教育

医疗等纷纷登陆，同时内地产业和

资本也开始大举进驻香港。中国在

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越来越

多内地企业进入国际市场，香港成

功发挥了国际金融中心的优势，为

全国各地的企业提供筹融资和“走

出去”的服务。

2003年6月，《内地与香港关

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

（CEPA）正式签署，涉及贸易、金

融、服务、旅游等各个经济领域，大

大促进了香港经济的复苏与发展。同

时中国内地针对香港放开了“自由

行”旅游政策，香港经济迅速从非典

（SARS）疫情导致的低迷中获得大幅

提振。内地仅用两年时间就实现了对

全部原产于香港的货物实施零关税，

促进了香港制造业的发展。2004年2
月，香港银行开始受理当地居民个

人人民币业务，这是中国踏出金融

改革开放关键一步——人民币国际

化的重要里程碑。

2017年7月1日，习近平主席

亲自见证粤港澳三地签署《深化粤

港澳合作推进大湾区建设框架协

议》。建设粤港澳大湾区是新时代

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的新举

措，也是推动“一国两制”事业发

展的新实践，有助于巩固香港国际

金融、贸易、航运中心的地位。

40年来，香港人均生产总值由

约3900美元增加到约4.6万美元，增

长超过十倍。香港的独特作用得到

优先发挥，包括离岸人民币业务的

率先试点，开创性地启动沪港通、

深港通、债券通等资本市场的互联

互通，进一步巩固香港国际金融中

心的地位。香港至今仍是内地最大

的海外直接投资来源地、内地企业

最重要的离岸集资中心。在港上市

的内地企业超过1000家，占港股总

市值逾六成；香港还是全球离岸人

民币业务枢纽，2018年全球人民币

支付交易约79%在港进行；同时，

香港也是内地重要转口港，2018年
经香港转口的货物中有57%原产地

为内地，55%以内地为目的地。种

种数据都显示，香港是参与国家改

革开放的重要力量，国家改革开放

也促进了香港金融、航运物流、专

业服务等产业的发展。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

代，改革开放也进入了新时代。在

新的历史起点上，国家要实现从富

起来到强起来的飞跃，作为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的重要组成部分，“一

国两制”事业也进入了新时代。对

香港来说，“一国两制”是最大的优

势，国家改革开放是最大的舞台。

习近平主席会见香港澳门各界庆祝

国家改革开放40周年访问团时寄语

香港：更加积极主动助力国家全

面开放，更加积极主动融入国家发

展大局，更加积极主动参与国家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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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实践，更加积极主动促进国际人

文交流。这为我们研究探索香港如

何把握新时代改革开放的历史性机

遇、迈向长期繁荣发展提供了宏观

指引。

把握“一带一路”建设
的机遇，更加积极主动助力
国家全面开放

在我国经济转入高质量发展的

历史进程中，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

将激发我国市场巨大潜力。在国家

扩大对外开放的过程中，香港的地

位和作用只会加强，不会减弱。在

当前国际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的情形

下，香港在助力国家“引进来”与

“走出去”的作用更显突出。

“一带一路”建设为香港搭

建了突破现状的国际舞台、提供了

创新、创业、创富的绝佳机遇。香

港要继续带头并带动资本、技术、

人才等参与新一轮高水平开放。特

别是要把香港国际联系广泛、专业

服务发达等优势同内地市场广阔、

产业体系完整、科技实力较强等优

势结合起来，提升香港国际金融、

航运、贸易中心地位，以“一带一

路”倡议为依托，建设广东深圳香

港澳门科技创新走廊，积极吸引对

接全球创新资源，加快建设香港国

际创新科技中心，构建互利共赢的

国际区域合作新机制，把香港打造

成“一带一路”经贸投资和专业服

务的首选平台，推动香港企业和专

业服务业者落实投资和参与项目，

协助香港和内地企业密切协同，共

拓“一带一路”广阔市场。

香港作为国际商业中心，是连

接国际合作项目的枢纽城市。国家

将逐步放开银行、证券、保险、医

疗、养老等领域的外资准入限制，

稳步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在国际资

本眼中，香港拥有法治、廉洁等优

势，是进入中国市场的可靠平台。

未来在CEPA框架下，国家将推动对

香港在金融、教育、物流等领域实施

特别开放措施，放宽对香港投资者

的资质要求、持股比例、行业准入

的限制，香港应把握先机，发挥高

端服务业的先发优势。香港还应发

挥开放平台与示范作用，使珠三角

加快建立与国际高标准投资和贸易

规则相适应的制度规则，从而打造

成为具有全球竞争力的营商环境；内

地企业可以借助香港的国际金融体

系、律师、会计师和商业网络，而

香港服务业获得新的营收渠道。

新时代改革开放将构建双向开

放新格局，香港完全可以打造成国家

双向开放的“桥头堡”。过去，香港

更多的是引进外资的窗口，现在既是

“引进来”，也是“走出去”的窗

口，通过发挥自由开放的市场、优

越的区位、联通世界的信息和交通

网络、专业服务发达等优势，在参

与国家新一轮高水平开放的过程中，

以香港所长服务国家所需，在金融开

放、人民币国际化、科技合作、贸易

合作等多个方面充当“桥头堡”。

把握粤港澳大湾区建设
的机遇，更加积极主动融入
国家发展大局

融入国家发展大局是“一国

两制”的应有之义，是新时代改革

开放的必然要求，更是香港发展的

大势所趋、前途所系，最重要的是

把握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机遇，吸

引对接全球创新资源，将香港的金

融服务业、国际商务资源与科研力

量，深圳的高新技术和科创产业孵

化器，广州的商贸物流、珠三角的

高端制造整合到一起，建设广东深

圳香港澳门科技创新走廊，打造全

球领先的科技竞争力，借助语言、

文化、法律等香港软实力，向全球

输出高附加值的科技产品，打造大

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

粤港澳大湾区是全球面积最

大、人口最多的湾区，也是全国经

济最活跃的地区，其战略定位类似

于改革开放之初的经济特区。建设

好大湾区，关键在体制机制创新。

大湾区是在一个国家、两种制度、

三个关税区、三种货币的条件下建

设的，国际上没有先例。体制机制

创新首先要实现区域市场一体化，

要强化重点领域合作，突破体制性

障碍，推进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加

快建立粤港澳区域市场一体化发展

机制。粤港澳同属“一国”之内，

大湾区建设是新时代改革开放的

重大探索，粤港澳三地需要在“一

国两制”方针和基本法框架内，在

深化改革与制度创新方面“先行先

试”，通过完善区域合作协议、完

善政策协调机制、编制区域协调发

展规划等方式，在湾区内实行无阻

碍的经贸政策，切实保障人员、货

物、服务、资金、信息等经济要素

“全流通”，促进资本跨区域有序

自由流动。

巩固大湾区合作先发优势、

市场驱动优势和产业体系完善优

势，提升合作层次和水平。广深港

高铁香港段及港珠澳大桥开通后，

香港已更紧密地接入内地日益完备

的交通网，连通广东全省及全国。

今后应加快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实现

民商事判决司法相互认可和执行，

为大湾区跨境经贸合作提供更好的

司法保障。还应制定完善便利港人

在内地生活、就业、创业、求学、

生活等方面的政策措施。粤港澳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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湾区还要积极拓展在教育、文化、

旅游、环保、社会保障等方面的合

作，共同打造宜居、宜业、宜游的

优质生活圈，不断提高大湾区居民

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塑造和维护香港特区宪
制秩序，更加积极主动参与
国家治理实践

习近平主席指出：“一国”是

根，根深才能叶茂；“一国”是本，

本固才能枝荣。香港的经济腾飞得

益于国家的改革开放，香港的稳定

繁荣也与国家的发展息息相关。塑

造和维护国家宪制秩序、坚定维护

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是香

港保持繁荣稳定的前提。

香港不仅要抓住共建“一带一

路”、大湾区建设等重大机遇，更要

按照同“一国两制”相适应的要求，

把中央依法行使权力和特别行政区

履行主体责任有机结合起来，完善

特别行政区同宪法和基本法实施相

关的制度和机制，通过资质互认、

标准对接、民生合作等治理协同措

施，塑造和维护特区宪制秩序，提

高管治能力和水平，更加积极主动

参与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进程，继续

发挥香港作为特别行政区的优势，为

国家新时代改革开放作出贡献。

构建以宪法为核心的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法治体系是国家治理现代

化的核心，依宪治港、实践“一国

两制”是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

部分。自回归起，香港就已纳入国

家治理体系。实践“一国两制”成

为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中央既要把实行社会主义制度的内

地建设好，也要把实行资本主义制

度的香港建设好。宪法和基本法共

同构成香港特区的宪制基础，为

“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

自治提供了法理基础，是香港繁荣稳

定的基石。因此，香港各界人士应

当自觉维护宪法和全面准确地落实

基本法，维护国家安全，探索良法

善治的新机制，夯实“一国两制”

的法治基石。加强宪法和国家大政

方针的宣传普及，建立健全香港同

胞参与国家治理的体制机制，参与

国家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

态文明的建设，让自觉维护宪法权

威、依照宪法和基本法治港、维护国

家政治体制的观念深入人心。

助力中华优秀文化“走
出去”，更加积极主动促进
国际人文交流

作为世界闻名的国际化大都市，

香港具有多元文化共存、对外联系

广泛的独特优势。在助力中华优秀

文化“走出去”的历史进程中，香

港有望成为传播中华优秀文化，宣

介国家方针政策，讲好当代中国故

事，促进国际人文交流的窗口、提

升和展示国家“软实力”的窗口，

在促进东西方文化交流、文明互鉴、

民心相通等方面的发挥作用。

多年来，香港一直是东西方

文化融汇中心，具有中西合璧、文

脉相承的人文优势，香港文化的多

元性使大湾区建设世界上独一无二

的东西方文化创意交流中心成为可

能。改革开放40年来，以影视合作

为代表的香港文化产业起步很早，

通过与内地合作，香港企业通过工

业化拍摄和国际化营销手法，创作出

数百部享誉世界的影视作品，西方国

家民众对中国有了更真切的了解，也

感受到了中华文化的独特魅力。

中华优秀文化“走出去”，近

距离接触异域文化，将会增进文明

交流互鉴，有助于不同传统文化的

个体间互相了解，减少误解误判，

促进各国人民更好地和平共处。当

今世界，文化趋于多元化，竞争日

益激烈，讲好中国故事的关键是做

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

化、创新性发展”。香港拥有众多

熟悉国际商务规则以及西方国家社

会运作的文化创意人才，在讲好中

国故事、促进中国文化传播等方面

可以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通过对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发现与阐释，

创意开发与国际化演绎，提高文化

产品质量、科技含量以及品牌影响

力，根据国际惯例及对象国需求来

进行量身定做，实现传统性与全球

性的统一，生产出既有中国传统韵

味、又符合现代审美情趣及国际消费

习惯的文化产品。

中华优秀文化“走出去”需要

传播方式的创新，要积极活用新媒

体和新技术的力量，加强国际传播

网络建设，力争做到精简快捷、鲜

活立体的传播。香港不仅具备竞争

有序的市场环境和知识产权保护制

度，凭借香港独特的国际化背景，

还可以在内容创新、国际市场营销

等方面大有作为。应培养一批优秀

的传统文化的传承人，举办高水平

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世界性巡演和

跨国性的文化交流活动，形成包括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品牌的包装、

宣传与销售于一体的产业文化链

条，从而在生产、推介文化产品的

同时，将蕴含的和平发展、互利共

赢、开放包容等中华文化理念推向

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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