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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香港回归 20 周年】

A

“国家所需、香港所长”
——香港回归 20 年经济发展历程及其基本经验初探

齐  鹏  飞

［摘　要］香港回归 20 年，“一国两制”在香港的实践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其经济

发展之路并非坦途，香港在经济发展方面最成功的基本经验就是特区政府总结的两点：一是

“善用香港的独特优势”；二是“善用内地因素”。在此过程中，中央政府和内地全力支持与配

合。经过 20 年的发展，香港经济的结构性调整和全面转型取得了比较显著的成绩，为香港经

济的全面复苏和繁荣奠定了一个比较扎实的基础。但与此同时，“一国两制”在香港的实践出

现了一些新情况新问题，尤其是香港在经济发展方面并没有取得预期的重大突破，这其中的

经验教训值得我们认真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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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回归 20 年来，对于“一国两制”建设在经济发展方面的最大考验，就是如何维

护香港的“国际金融中心”、“自由港”、“独立关税区”以及其“窗口、桥梁、国际通道”

的经济优势和特色地位不变的问题；就是如何解决香港在 21 世纪经济全球化和内地经济

全面崛起的大背景下，“背靠祖国、面向世界”，以“国家所需、香港所长”为切入点和突

破口，搭上内地经济腾飞的“顺风车”，努力实现以科技创新为驱动之“再工业化”的经

济结构性调整和全面转型，寻找并确立新的经济增长点和经济优势、经济特色的问题；就

是如何解决香港经济可持续发展和全面繁荣的问题。这也是评价“一国两制”在香港的实

践是否成功、是否真正具有生命力的重要参照系。

实事求是而论，香港回归 20 年来，其经济发展之路并非坦途，而是荆棘丛丛，步履

维艰。这不仅因为香港经济发展的内外部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包括香港回归以前作为

中国对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全面开放的“窗口、桥梁、国际通道”之不可替代的、甚至

是“垄断性”的特殊地位的逐步减弱，而且也由于香港不断遭遇“天灾人祸”的冲击——

前有亚洲金融风暴和非典疫情、后有全球范围的国际经济危机。同时也因为中央政府交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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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特别行政区（以下简称特区）政府“集中精力发展经济”的中心工作不断遭到香港社

会内部愈燃愈烈的“泛政治化”，尤其是“泛民粹化”思潮和社会运动的干扰，使其经济

复苏和振兴之旅屡次受阻。回归 20 年来，正值香港处于由传统服务型低增值产业向现代

知识型高增值产业全面过渡的第三次经济转型期。在这个历史进程中，关于香港经济的发

展战略、发展定位、发展路向、发展模式如何重新择定的问题，始终在争论不休。因此，

香港回归 20 年来，特区在经济发展上没有取得预期的重大突破，也就是不难理解的事情

了。这其中有许多经验和教训值得我们认真总结。

一

许多人对于香港回归后经济发展的前景持乐观态度，认为“一国两制”之“求一国之

大同，存两制之大异”的经济磨合要比政治磨合的风险系数和难度小。香港回归前后一段

时间的“香港热”似乎也在印证这一预期。回归前几年间（包括 1997 年），香港的经济形

势并没有因为中英对抗走向低谷，而是被回归“利好”因素驱动，一路“看涨”。在香港

回归以后短短几十天的时间内，1997 年 8 月 7 日 ,“恒生指数”一度攀升至历史最高点。

但是，由回归“利好”因素而强力刺激出的“香港热”，仅仅是掩盖了香港经济体系长期

积累的结构性矛盾和潜伏的危机，尤其是楼市和股市的泡沫。香港回归后不久，一场席卷

亚洲东部的金融风暴不期而至，自 1997 年下半年至 1998 年下半年，国际投机资本连续四

次对香港金融市场发动攻击。为了维护香港的本币币值稳定，维护联系汇率制度，特区政

府依靠实力强大的财政储备和外汇储备，“高调”入场救市，大幅度地提高本币利率，一

举击退了国际投机资本对于香港本币币值和香港联系汇率制度的冲击，维护了香港金融市

场的稳定和秩序。但是，这同时也让香港经济付出了非常沉重的代价，楼市和股市狂泻，

跌幅过半。据统计，以固定（2000 年）市价计算，香港本地生产总值和对外贸易总额历

史性地出现了其经济起飞以来的第一次负增长。1998 年 8 月 17 日，“恒生指数”则一度

跌至历史最低点。1998 年 10 月，董建华在《一九九八年施政报告》中指出：“金融风暴对

我们造成冲击的同时，也暴露了香港经济本身存在的问题。香港经济经过这些年的过热发

展，已经具备了泡沫经济的典型特征”，“目前香港的经济正经历艰难的调整期”。［1］但无

论是特区政府还是普通市民，对亚洲金融风暴对香港经济体系造成的消极影响以及香港经

济复苏、经济结构性调整的长期性、复杂性等估计不足。所以，特区政府执政之初提出的

各种发展规划都是建立在将尽可能快地克服“暂时的经济困难”这一比较乐观的判断之上

的。事实上，在香港经济真正走出谷底以前，在经济结构性调整和全面转型真正成功以

前，这些美好前景没有也不可能如期实现。2003 年 11 月，董建华在一次关于香港经济形

势的演讲中指出：“回想一九九七年，我们以为我唯一的挑战，是落实‘一国两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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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年半过去了，我很高兴告诉大家，‘一国两制’切切实实成功了。”但是，“我们始料未

及的，是经济上重重挑战。”［2］

尤为严重的是，1997 年、1998 年的亚洲金融风暴对于香港经济体系的冲击仅仅是香

港回归以来种种“天灾人祸”挑战的第一轮。2003 年，在香港经济刚刚恢复元气之际，

非典疫情又夺去了近 300 名香港市民的生命。本来，自 1999 年开始，香港经济的恢复进

程尽管有所反复，但是已经逐步走出谷底，由于非典疫情的消极影响，在一定程度上延

迟了香港经济全面恢复的时间。2005 年 1 月，董建华指出：“由于回归前的泡沫经济和表

面繁荣，使我们产生优越的心态，即使面对全球化和知识经济的挑战，仍缺乏危机感，没

有及时设法化解本港经济的结构性矛盾，也没有及早回应内地的经济进步。由此产生的影

响，需要加倍努力和更长时间才能完全消除。虽然现时香港经济已经复苏，但还有不少问

题和隐忧，我们仍要居安思危。”［3］ 2007 年，经过不懈努力，当香港“已经重新回到上升

的轨迹，经济已经全面复苏”［4］之时，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性经济危机又再度袭

来，给香港经济以重创。直到 2009 年，香港经济才重新走上复苏之路。曾荫权曾感慨道：

“回归后，亚洲金融风暴引发了经济衰退，在曙光初现之际，却爆发沙士疫症，令香港再

受重创。其后经济复苏，我们经历了数年的景气，通胀又再出现。正当政府准备全力对抗

通胀，去年年底金融海啸令各国陷入衰退危机。”［5］ 也就是说，回归 20 年，香港的建设

在经济发展方面所遭遇到的挑战和考验，一点也不逊于在政治发展方面所遭遇到的挑战和

考验。

二

但是，让海内外中国人倍感欣慰的是，在香港回归以来不断遭遇到种种“天灾人祸”

的挑战面前，特区政府和 700 万香港同胞没有被击垮，他们知难而进、迎难而上的决心和

意志从未发生过动摇。在中央政府和内地的全力支持下，经过特区政府和香港同胞的共同

努力，逐步探索出了一条保持长期繁荣稳定之“香港模式”的新路。

回归 20 年来，香港在经济发展方面最成功的基本经验之一，就是董建华、曾荫权、

梁振英所总结的“善用香港的独特优势”。

早在 2005 年 1 月，董建华就指出：“香港经济走出困境，首要原因是香港本身的独特

优势发挥了作用。”“经济复苏的第二个因素，是政府审时度势，对香港的未来发展定位，

确立方向……社会各界逐渐形成共识，最终确定香港今后的发展必须背靠内地，面向世

界，建设一个提供优质服务的国际都会。”［3］

曾荫权当选第二任特区行政长官后，也反复向各方极力推介香港在经济发展方面的成

功经验：“香港的成功靠人流、资金流、物流以及信息汇流，这四大巨流造就了这个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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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气旺盛、活力充沛、生生不息的特点。”［6］ “‘一国两制’在经过十年实践之后，大家都

看到它的优势所在。香港只有立足国家，才可以面向全球，创造更美好的未来。”［4］曾荫

权总结道：“经过一轮轮沉淀，对于香港未来的发展路向，我们逐渐找到了共识。香港是

一个国际大都会，我们的经济发展一定要以此为立足点……香港的长处是金融、物流、资

讯、贸易、航运、旅游等服务业，我们的发展方向就是要深化这些优势，做到精益求精，

我们以往做得好的，将来要做得更好。”［7］

梁振英当选第三任特区行政长官后，也向各界介绍香港在经济发展方面的成功经验

是：“香港人勤奋、拼搏、认真，有创业、敬业和法治精神。香港公务员优秀、高效、廉

洁；香港司法独立，治安良好。香港有先进的交通运输和通讯建设，也有广泛而紧密的海

内外人脉关系。这些都是香港极为优秀的条件。”“我们的客观环境也极其优越。国家一

直大力支持香港发展……中国内地高速增长，改革开放继续带来新机遇。”“只要掌握这

些条件和机遇，香港可以更上层楼。”［8］“我们要善用、巩固及提升香港现有的优势，加

强与国内外的全方位合作，将各个产业做多做大做强。”［9］ “香港的经济发展有独特优势，

我们要坚定信心，掌握机遇，奋发进取。”［10］ “香港在‘一国两制’的安排下，有‘一国’

之利，‘两制’之便。面向内地的高速发展和国家的优惠政策，本届政府和香港社会用好

‘一国两制’的独特双重优势，以经济发展之力，行改善民生之策，同时亦为国家建设贡

献力量。”“中国在全球经济的倡导作用和主导地位越来越明显，香港‘一国’和‘两制’

的双重优势和‘超级联系人’的作用因此越来越突出……香港本着‘国家所需、香港所长’

的原则，机遇无限。”［11］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发展创新科技和“再工业化”，是特区政府为使香港经济尽快实

现全面复苏和振兴而采取的两大战略举措，目前已初见成效。我们可以从《施政报告》中

看到特区政府的坚强决心：“政府非常重视培育创新及科技产业，已为企业和创业者提供

软、硬件支援，并资助大学、科研机构和业界将科研成果产业化。我们会继续培养重视创

新及科技的氛围，鼓励对创新及科技的投资，强化‘官产学研’的结合。”［9］“政府为创

新及科技发展提供五个策略环境，包括为企业、科研机构及大学提供世界级的科技基建；

为产、学、研持份者提供财政支援，将研发成果商品化；培育人才；加强与内地及其他地

方在科技方面的合作；以及缔造充满活力的创新文化”。“我们正成立创新及科技局。”［12］

“新成立的创新及科技局（创科局）将大力统筹、协调、支援和配合香港创科事业的发展，

包括统筹好大学、科学园、工业邨、数码港、生产力促进局、应用科技研究院及其他 4 个

研发中心，建设好科研、开发和生产体系。2015 年是香港的创科年：创科局和港科院先

后成立”。“‘再工业化’有潜力成为香港新的经济增长点。”［10］ “创新及科技（创科）不

是口号，而是提高香港经济和社会发展速度的新动力”。“香港‘再工业化’进程中的优势

产业包括生物科技、大数据、物联网、人工智能、智慧城市等。创科局、投资推广署及各

地的经贸办会主动争取相关企业来港。政府会与生产力促进局成立‘知创空间’，分享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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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技术和技能，推动转化科技创意为工业设计或产品，支持本港的初创文化及‘再工业

化’。”［11］

回归 20 年来，香港在经济发展方面最成功的基本经验之一，就是“善用内地因素”。

从香港“一国两制”建设一开始，特区政府就非常明确地提出了香港的经济发展要借

新世纪经济全球化和内地经济腾飞的大势“青云直上”，“背靠内地，面向世界”，要“善

用内地因素”。

董建华指出：“香港的繁荣和稳定，是与祖国的繁荣和稳定，紧密连接在一起的；香

港的根本利益和国家的根本利益，也是紧密连接在一起的。这是‘一国两制’取得成功

的基本点；也是特区政府制订与内地关系政策，以致制订香港长远发展策略的一个出发

点。”［13］ “祖国内地历来是香港经济增长的一个动力来源。香港一直扮演着中国与世界各

国之间的桥梁角色……在国家现代化过程的不同阶段，香港的角色和功能也会有所改变，

因此，我们必须重新部署和定位。要考虑的问题包括：香港如何继续强化中国与世界交往

的桥梁功能；以及香港作为一个国际性大都会，如何在国家以至亚太区发挥首要商业城市

的作用。”［1］“我们的方向和定位十分明确，就是要背靠内地，面向世界，建立香港为亚

洲的国际都会，巩固和发展香港的国际金融中心、工商业支援服务、信息、物流和旅游中

心的地位，运用新知识、新技术，提供高增值服务，推动新的增长。”［14］

曾荫权指出：“我们的发展策略，就是‘背靠内地，面向世界’，致力加强自身优势”。［15］

“香港要迎接全球化时代，首先必须在国家发展中找到适当的重要角色。全球化与中国崛

起已合而为一，香港适应全球化，与融入内地，并非两相矛盾的发展道路。香港既已回归

祖国，更应当建设成为一个能够在中国和平兴起中担当重要角色，能够在国际社会中发挥

积极作用，能够令香港人引以为傲的世界都会。”［6］

梁振英指出：“香港作为国家的特别行政区，一直得到国家的关怀和支持，充分发挥

‘一国两制’的优势，不仅在内地拓展了经济发展所需的广阔腹地，而且作为国际金融、

贸易和航运中心的地位，在世界上亦日益巩固和提高。”［8］“过去 35 年，香港的发展很大

程度上受惠于内地的改革开放。”［9］“在经济方面，香港有独特的‘一国’和‘两制’的

双重优势……用好这些优势，香港不仅可以提高发展速度，同时可以配合国内外的发展需

要，继续壮大固有的龙头产业，并培育新的产业，丰富产业内容，做到百业兴旺”，“香港

的大小产业，都有一个共同优势，就是在中国内地和外国之间的联通作用，是国内外的

‘超级联系人’。”［12］ “自香港回归祖国以来……CEPA、‘沪港通’、‘深港通’，以及将落成

的大型跨境基建，都印证了香港与内地合作的成果。”［11］

至于未来香港的经济发展如何与国家“一带一路”发展战略联系起来、如何充分发挥

香港的经济资源、经济优势以服务于国家“一带一路”发展战略，实现与内地的互利共赢

等具体问题，特区政府也有比较深入的思考以及配套落实措施。例如，梁振英就明确指

出：“特区政府将积极参与和配合国家落实‘一带一路’策略”。“香港与‘一带一路’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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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国家互补性强，发展协同效应的潜力很大。香港最具国际竞争力的支柱产业，如金融、

贸易物流、高端服务业和旅游，以至香港的新兴产业，都可以配合国家‘走出去’和‘引

进来’的策略”。 特区政府将成立“‘一带一路’督导委员会，负责制定香港参与‘一带一

路’的策略和政策，并设立‘一带一路’办公室，负责推动研究工作，统筹协调相关政府

部门及贸发局、旅发局等机构，以及与中央部委、各省市政府、香港的业界、专业团体和

民间团体联络。”［10］ “政府继续全力支持‘一带一路’倡议，凭着‘一国两制’及其他优

势，充分发挥‘超级联系人’作用，并配合国家和内地企业走出去的策略，为青年人创造

机会，也为未来几十年的社会和经济发展添加动力。”［11］ 这些反映和体现了特区政府的

基本共识和主流意见，并且也会为新一届特区政府所继承和发扬光大。

三

对于特区政府将香港定位为祖国内地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窗口、桥梁、

国际通道”和“超级联系人”，并提出了“背靠内地、面向世界”之“善用香港的独特优

势”和“善用内地因素”的经济发展战略和发展路向，中央政府和内地是全力支持和配合

的。在 1998 年亚洲金融风暴使香港经济发展遭遇严重困难之际，朱镕基代表中央政府指

出：“中央政府高度评价特区政府采取的对策，也不认为香港今后会遇到不可克服的困难。

但如果在特定情况下，万一特区需要中央帮助，只要特区政府向中央提出要求，中央将不

惜一切代价维护香港的繁荣稳定，保护它的联系汇率制度。”［16］进入新世纪后，由于内

外部环境的持续恶化，在特区政府向中央政府提出请求支援之际，江泽民代表中央政府指

出：“能否促使香港经济尽快走出困境，已不仅仅是经济问题，而且是关系‘一国两制’

在港成功实践的政治问题。”“中央已作过研究，并且下决心尽我们的可能提供支持和帮

助。”［17］

内地全力确保对香港基本生活物资和生产资料的敞开供应　香港受自身地理位置和自

然环境的限制，其所需的淡水、蔬菜、肉禽等基本生活物资的供应主要来自内地。自 20

世纪 60 年代初内地开通供应香港鲜活冷冻商品的“三趟快车”并建设东深供水工程以来，

中央政府和有关地方全力保障对香港淡水、食品、农副产品、电、天然气等的稳定供给。

据 2014 年 6 月 10 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布的《“一国两制”在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实践》

披露：“截至 2013 年底，香港市场活猪 95%、活牛 100%、活鸡 33%、河鲜产品 100%、

蔬菜 90%、面粉 70% 以上由内地供应，供港食品合格率一直保持在较高水平。2013 年，

广东按照与香港新修订的协议对香港供应淡水 6.06 亿立方米。自 1994 年起，大亚湾核电

站向香港供电，每年供电量占全港电力总消耗的四分之一。2013 年，内地向香港供应天

然气 25.31 亿立方米。”［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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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地全力支持和帮助香港应对各种经济风险和困难　1997 年香港回归伊始，亚洲金

融危机突然爆发并迅速蔓延，港币受到国际投机势力的狙击，金融市场动荡不已，与美元

挂钩的联系汇率制度以及金融体系的稳定遭受严重威胁。此时，“中央政府郑重宣布，将

不惜一切代价维护香港特别行政区的繁荣稳定，坚决支持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维护联系汇

率制度，坚持人民币不贬值。在中央政府的支持下，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采取果断措施，

维护了金融和社会的稳定。”［18］ 2003 年，非典疫情突然爆发，使尚未完全摆脱亚洲金融

危机影响的香港经济雪上加霜，通货紧缩，市场萧条，失业率陡然上升到 8.7% 的高位。

此时，中央政府及时伸出援助之手，“无偿向香港提供大批抗疫药品和器材。国家领导人

亲赴香港疫情重灾区和医院视察慰问。当年 6 月 29 日，内地与香港签署《内地与香港关

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CEPA），确定了在货物贸易、服务贸易和贸易投资便利

化三个领域的开放措施和实施目标。随后又实施内地居民赴香港‘个人游’政策。这些都

为香港摆脱非典冲击、恢复经济增长注入‘强心剂’”。［18］ 2008 年，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

世界范围的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并迅速波及香港，中央政府“当年 12 月即推出支持香港经

济金融稳定发展的 14 项政策措施。2009 年 1 月，中央政府再次推出包括中国人民银行与

香港金融管理局签署 2000 亿元人民币货币互换协议在内的一系列政策举措。此后，国家

领导人在访问香港期间又先后宣布多项支持香港发展经济、改善民生，加强与内地交流合

作的政策措施。这对提振港人信心、增强抵御风险能力、刺激香港经济复苏发挥了积极作

用”。［18］

内地全力支持和帮助香港巩固、提升竞争优势　中央政府和内地全力支持和帮助香港

巩固和提升其传统“国际经济中心”特别是“国际金融中心”、“国际贸易中心”、“国际航

运中心”的优势地位和国际竞争能力。中央政府和内地支持和帮助香港开展个人人民币业

务、发行人民币债券、开展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试点等，奠定了香港人民币离岸市场的

先发优势。继续鼓励内地企业在香港上市融资，并推出其他支持香港金融业发展的措施。

“香港已成为全球最大的离岸人民币业务中心。继 2003 年签署 CEPA 并于 2004 年 1 月实

施后，内地与香港陆续签署和实施了 10 个补充协议。内地对原产于香港的产品全部实行

零关税。截至 2013 年底，在货物贸易方面，CEPA 项下内地自香港进口商品额为 71.61 亿

美元，关税优惠 39.83 亿元人民币；在服务贸易方面，共采取 403 项开放措施。按照世界

贸易组织贸易分类标准，通过 CEPA 及其补充协议，内地对香港服务贸易开放的部门达到

149 个，涉及目前服务贸易部门总数的 93.1%，这是目前内地商签的开放程度最高的自由

贸易协议。”［18］中央政府和内地支持和帮助香港旅游、零售业及内地港资企业发展。中

央政府应特区政府请求，逐步扩大“个人游”试点城市，目前已达 49 个城市，超过 3 亿

人口。截至 2016 年 9 月底，内地赴港“个人游”旅客累计 2.0628 亿人次，占内地赴港旅

客的 55.2%。［19］

内地全力支持和帮助香港加强在各领域的交流和合作　从香港与深圳市、与广东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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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珠江三角洲、与大珠江三角洲、与泛珠江三角洲等不同地区的经济合作，从香港与内地

过境通关协调、空中管制协调、大型基建协调、环境综合治理协调等不同领域的经济合

作，从对香港地区产品开放低关税和零关税入关、对香港开放人民币个人业务和人民币债

券业务、对香港开放内地居民“自由行”和“个人游”、对香港开放内地优秀人才引进等

不同种类的经济合作，一直到 CEPA 和“补充协议”以及《〈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

经贸关系的安排〉服务贸易协议》等，都是内地与香港间经济合作“有机一体化”良性互

动双赢的产物，内地与香港间人流、物流、资金流、信息流的障碍正在逐步消除。香港回

归 20 年来，内地始终是香港最大的贸易伙伴、香港是内地最重要的贸易伙伴之一。2016

年，内地与香港贸易额为 3052.5 亿美元，占内地对外贸易总额的 8.3%。“截至 2016 年 12

月底，内地累计批准港资项目 398966 个，实际使用港资 9147.9 亿美元。按实际使用外资

统计，港资占内地累计吸收境外投资总额的 51.7%。”2016 年，内地对香港非金融类直接

投资 862.0 亿美元，占投资总额 1701.2 亿美元的 50.7%。截至 2016 年 12 月底，内地对香

港非金融类累计直接投资 4921.6 亿美元，占投资存量总额的 52.9%。［20］

中央政府和内地全力支持香港与各省、市、自治区特别是广东省加强区域合作。中央

政府批准设立粤港合作联席会议、泛珠三角区域合作与发展论坛，批准实施《珠江三角洲

地区改革发展规划纲要（2008~2020 年）》、《横琴总体发展规划》、《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

合作区总体发展规划》、《广州南沙新区发展规划》，批准广东省与香港签署《粤港合作框

架协议》，明确粤港合作的重点领域，构建珠海横琴新区、深圳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

区、广州南沙新区三大合作平台，促进粤港两地共同打造更具综合竞争力的世界级城市群

和世界先进制造业、先进服务业基地。中央政府尽全力支持香港与内地跨境基础设施建设

和人员、货物通关便利化。

香港回归 20 年来，“内地因素”对于香港的经济发展与繁荣之重要支撑和保障作用充

分发挥和凸显，并且正式纳入制度化、体系化、规范化的轨道，成为“一国两制”的制度

性优势之一。正如习近平指出的：“从 1997 年 7 月 1 日回归祖国那一刻起，香港的前途就

已牢牢地掌握在香港同胞手中，香港的命运就更加紧密地同祖国的命运联结在一起。我们

坚信，有伟大祖国作坚强后盾，依靠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和社会各界人士共同团结奋斗，

香港就一定能克服前进道路上的任何风险、困难和挑战，香港的明天必定会更加美好，香

港市民生活必定会更加幸福，祖国的东方之珠必定会更加璀璨！”［21］

同时还需要特别指出的是，香港回归 20 年来，中央政府还始终把在特区“保持长期

繁荣稳定”作为国家整体发展战略的有机组成部分，逐步加大对其经济发展支持和帮助的

力度，支持特区抓住机遇，搭上内地经济腾飞的“顺风车”，全面深化同内地的经济交流

与合作，进一步提升自身在国家经济发展和对外开放中的地位和功能。

从“十五”计划开始，历“十一五”规划、“十二五”规划、“十三五”规划逐步递

进，中央政府把香港“保持长期繁荣稳定”纳入国家整体发展战略的大框架中。2016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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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台的“十三五”规划，继“十二五”规划之后第二次将涉及香港建设的内容单独成章

（第五十四章），专门论述“支持香港巩固传统优势、培育发展新优势”问题，并对未来香

港的经济发展提出了明确寄望。“十三五”规划指出：“全面准确贯彻‘一国两制’、‘港人

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的方针，严格依照宪法和基本法办事，发挥港澳独特优势，

提升港澳在国家经济发展和对外开放中的地位和功能，支持港澳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推

进民主、促进和谐。”［22］“十三五”规划第五十四章分为二节，即支持港澳提升经济竞争

力和深化内地与港澳合作，并具体论述了如何支持和保障香港“保持长期繁荣稳定”问

题，其意义重大且深远。对此，习近平明确指出：“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对全面深化改革

作出了总体部署，这是事关国家发展的重大战略部署……这有利于扩大对港澳台的开放合

作，内地和香港的交流合作将更加深入，香港将赢得更多发展机遇和更大发展空间。”［23］ 

“希望特别行政区政府带领香港社会各界凝聚发展共识，着力发展经济、改善民生、促进

和谐，同时抓住国家制定‘十三五’规划、实施‘一带一路’建设等带来的机遇，进一步

谋划和推进香港长远发展。”［24］

具体到香港的经济发展如何与国家“一带一路”发展战略联系起来，中央政府也有非

常明晰的战略考量和指导意见：香港在“一带一路”建设中具备许多独特优势，能够发挥

重要作用：一是区位优势；二是开放合作的先发优势；三是服务业专业化优势；四是文脉

相承的人文优势。中央政府高度重视香港的繁荣稳定和在国家战略大局中的作用，支持香

港巩固既有优势、开发新优势，支持香港加强与内地的交流合作，支持香港拓展国际经贸

联系。同时，香港也要更加积极主动地参与到国家发展战略中来。中央政府将支持香港在

以下几个方面发挥积极作用：一是主动对接“一带一路”，打造综合服务平台；二是瞄准

资金融通，推动人民币国际化和“一带一路”投融资平台建设；三是聚焦人文交流，促进

“一带一路”沿线民心相通；四是深化与内地合作，共同开辟“一带一路”市场。［25］

四

香港回归 20 年来，经济发展尽管遭遇了一次次严峻考验，但是在中央政府的支持和

帮助下，经过特区政府和香港同胞的共同努力，香港经济的结构性调整和全面转型还是取

得了比较显著的成绩，为香港经济的全面复苏和繁荣奠定了比较扎实的基础。

香港回归 20 年，经济保持平稳发展。“1997 年至 2013 年，香港本地生产总值年均

实质增长 3.4%，人均本地生产总值按美元累计增长 39.3%。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2013

年数据，按购买力平价（PPP）计算，香港本地生产总值位居全球第 35 位，人均本地生

产总值位居全球第 7 位。”［18］  而在 2014~2016 年，香港经济继续保持了“温和增长”的

势头：2014 年，全年本地生产总值为 22457.47 亿港元，同比增长 2.3%，人均 GDP 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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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0113 港元。2015 年，全年本地生产总值为 24025.06 亿港元，同比增长 2.4%，人均

GDP 为 328854 港元。2016 年，全年本地生产总值的增幅初步统计约为 1.7%~1.8%，人均

GDP 预计将突破 43000 美元。A 此亦即梁振英所言：“过去 4 年，香港经济温和增长，通

胀持续回落，政府财政稳健，就业人口累计增加 16 万，失业率极低。”［11］

香港回归 20 年来，国际金融、贸易、航运中心地位得以保持和提升。香港是重要的

国际银行中心、全球第六大证券市场和第五大外汇市场。在多项国际金融中心的世界排名

中，香港位居前列。香港是全球第九大贸易经济体，与世界上几乎所有的国家和地区保持

贸易联系。香港是全球最大的集装箱港口之一和第四大船舶注册中心。香港国际机场是世

界最繁忙的航空港之一，客运量位居全球第五位，货运量多年高居全球首位。［18］

香港回归 20 年来，传统优势产业不断巩固和发展。“贸易及物流、旅游、金融、专业

服务及其他工商业支援服务四大支柱产业继续发挥重要作用。2012 年，四大产业增加值

共占香港本地生产总值的 58%，吸纳就业人数占总就业人数的 47.2%。香港还着力培育和

发展文化及创意、创新及科技、检测认证、环保等产业。” ［18］而在 2013~2016 年，“政府

既巩固传统产业的优势，亦全力推动新兴产业”。［11］

香港回归 20 年来，营商环境保持良好。“香港是全球公认的最自由经济体之一。在世

界银行对全球 185 个经济体营商环境的排名中，香港多年位居前列。根据联合国贸易和发

展会议《2013 年世界投资报告》，香港在吸收外来直接投资方面位居全球第三位。在瑞士

洛桑国际管理发展学院《世界竞争力年报》排名中，香港多年来都被评为全球最具竞争力

经济体之一。”［18］“美国传统基金会连续 22 年评选香港为全球最自由的经济体。美国智库

卡托研究所去年公布‘2016 年人类自由指数’排名，按法治、行动自由、公民自由、经

济自由等 79 项指标，对全球 159 个国家及地区作出评估，香港连续 6 年排名第一。”［11］ 

对于特区政府和香港同胞克服重重困难而努力营造的香港经济发展的良好局面，中

央政府一直都给予充分肯定和高度评价。在香港回归 5 周年之际，江泽民明确指出：“香

港回归后不久，就遇到了亚洲金融危机的严重冲击和国际经济环境变化的不利影响。在中

央政府的有力支持下，特别行政区政府沉着应对，香港各界人士携手努力，妥善处理了一

系列社会和经济问题，保持了香港大局的稳定……香港仍然保持着自由港的特色和国际贸

易、金融、航运中心的地位，继续被公认为亚洲乃至全球最具发展活力的地区之一。”“希

望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和社会各界人士坚定信心，自强不息，努力开创香港经济发展的新

局面。”［26］在香港回归 10 周年之际，胡锦涛明确指出：“10 年来，在中央政府和祖国内

地大力支持下，董建华、曾荫权两位行政长官先后带领特别行政区政府，同广大香港同胞

团结奋进，克服了亚洲金融危机冲击、非典疫情等带来的严重困难和挑战，维护了香港社

A 统计数字参见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统计处网有关内容，http://www.censtatd.gov.hk/home/index_
tc.jsp，2017 年 1 月 1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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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大局稳定，实现了经济复苏，香港各项事业取得长足进步。10 年来，香港同祖国内地

的交流合作不断深入，经贸合作更加紧密……10 年来，香港对外交往日益扩大，继续同

世界各国各地区以及有关国际组织保持和发展经济文化关系……香港这个国际经济大都市

展现出新的勃勃生机。”［27］在香港回归 15 周年之际，胡锦涛明确指出：“在经历了国际

金融危机等冲击后，香港经济平稳发展，继续保持国际金融、贸易、航运中心的地位，一

直被公认为全球最自由开放、最具竞争力的经济体和最具发展活力的地区之一。香港社会

事业全面进步，就业水平持续提高，社会保障明显改善。香港同祖国内地的交流全方位扩

展，经贸关系更加紧密，各领域合作不断深化。香港继续为国家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作

出独特贡献，并从祖国内地获得越来越多的发展机遇和源源不断的发展动力。”［28］在香

港回归 20 周年即临之际，习近平明确指出：“香港回归祖国即将步入第二十个年头。‘一

国两制’在香港的实践取得的成绩有目共睹。‘一国两制’是一项全新的事业，实践中出

现新情况新问题是正常的。当前，香港社会、政治、经济发展平稳，中央政府和广大香

港市民一样，都希望进一步发展经济、改善民生，希望社会和谐、市民安居乐业。”［29］

五

当然，我们同时也必须清醒地认识到：香港回归 20 年来，一方面，“一国两制”在香

港的实践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功；另一方面，“一国两制”在香港的实践出现了一些新情

况新问题，尤其是香港在经济发展方面并没有取得我们预期的重大成就，这是我们无法回

避的客观事实。

那么，香港回归 20 年来，为什么香港经济不能顺利实现产业升级换代和全面转型的

既定目标、不能顺利实现传统产业振兴和新兴产业崛起的既定目标？如前所述，其消极的

影响因素，既有来自香港经济发展内部环境性、政策性、体制性、结构性的矛盾和制约，

同时也有来自外部的矛盾和制约。回归后的香港社会日益“泛政治化”、“泛民粹化”，已

经使香港社会逐步由传统的经济城市、商业城市嬗变为“政治城市”。尤为严重的是，回

归后的香港社会逐步滑向了政治分化、政治对抗和族群撕裂的深渊。相当一部分人没有

完成对于国家和民族认同的“人心回归”，他们将“一国”与“两制”割裂开来，只讲尊

重“两制”的差异、保障特区高度自治权、提高港澳自身竞争力、支持香港积极开展对外

交往，而避谈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维护中央权威、发挥内地坚强后盾作用、防范和遏制外

部势力干预港澳事务。他们中间“逢特区政府必反、逢中央政府必反”的极端反对派，不

仅在政治领域一直策动和推进使香港和内地有效隔离和绝缘的、旨在最后夺取香港管治权

的所谓“真民主运动”，而且在经济领域也一直策动和推进旨在“去内地化”、“去中国化”

的所谓“自净”、“自救”运动。这一切行为直接冲击和破坏了特区政府“集中精力发展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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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切实有效改善民生，循序渐进推进民主，包容共济促进和谐”的不懈努力。

但是，我们仍然有充分信心对香港经济发展的“香港模式”新路满怀希望、对“香港

明天更好”满怀希望。正如张德江所言：“‘一国两制’实践没有任何先例可循，各方面

的制度和体制机制尚需完善，一些深层次矛盾总是要经过一段时间才会逐渐显露出来，这

有其客观必然性。今天暴露的许多问题有些是多年积累而来的，有些是新出现的。解决起

来也绝非朝夕之功。我们不能因此就对‘一国两制’产生怀疑、动摇甚至否定。没有过不

去的火焰山，我们有智慧有能力解决‘一国两制’实践当中遇到的问题。”［30］

“一国两制”是一项史无前例的创新性事业，具有长期性、复杂性、艰巨性的鲜明特

点，绝不可能一蹴而就、一帆风顺，在前进的道路上，必然会不断遇到各种新情况新问

题，需要在实践中不断探索和逐步总结经验，同时要本着与时俱进的精神不断丰富和发展

这些宝贵经验。“保持香港长期繁荣稳定”是中国共产党在新形势下治国理政的崭新课题

和重大课题，需要我们共同努力，在“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伟大实践中

来逐一破解。

江泽民明确指出：“实施‘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是一项史无前例的新

事业。在前进的道路上，必然会遇到一些新情况新问题。中央政府和香港特区政府，祖国

内地人民和香港同胞，应该齐心协力，共同探索前进，不断用新的经验来丰富‘一国两

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实践。”［31］ 

胡锦涛明确指出：“‘一国两制’事业是前无古人的伟大创举，需要在实践中不断开拓

前进。”［28］ “一国两制”作为一个崭新事物，我们在实践中难免会遇到一些矛盾。要正确分

析和妥善处理出现的矛盾，关键是要坚持全面、准确地理解和贯彻“一国两制”方针，坚

持按照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办事……这是我们从香港回归以来的实践中得出的重要结论。［32］

习近平明确指出：“作为前无古人的事业，‘一国两制’实践不会一帆风顺。”［33］ “近

年来，香港‘一国两制’实践出现了一些新情况。我想强调的是，中央贯彻‘一国两制’

方针坚持两点。一是坚定不移，不会变、不动摇。二是全面准确，确保‘一国两制’在香

港的实践不走样、不变形，始终沿着正确方向前进。”［34］“‘一国两制’符合国家利益和

港人福祉，符合包括香港同胞在内的全国人民共同心愿，中央政府、特别行政区政府和香

港社会要坚定信心、坚守底线、坚决维护，确保‘一国两制’在香港的实践在基本法轨道

上向前推进。”［29］

香港回归 20 年来，“一国两制”在香港的实践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积累了大量深

刻的历史经验和启示，这是我们进一步推动“一国两制”伟大事业向前发展的精神财富，

值得我们认真总结和汲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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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习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重要论述 郭如才

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

　　——学习习近平关于新形势下民族工作的重要论述 毛　胜 

从历史关节点看毛泽东与党对军队绝对领导原则的确立  杨明伟

朱德坚强革命意志的三个侧影 李　振 

邓小平关于我国改革的社会主义性质和方向的五个论断及其现实意义 高长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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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11th Chen Yun and Contemporary China Academic Symposium*

Editorial Note: The 11th Chen Yun and Contemporary China Academic Symposium with the theme of 

“Chen Yun and Governing experience of new China”was held in Harbin, Heilongjiang Province on June 5~6, 

2017. The symposium was jointly organized by the Association of the History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Chen Yun and Contemporary China Research Center of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Heilongjiang 

Provinc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and Chen Yun Memorial. More than 60 members of the paper authors 

from the national Party and government organizations, institutions of higher learning and research institutions 

attended the symposium. The conference has conducted in-depth discussions and exchanges around “Chen Yun 

and Governing experience of new China” and achieved positive results. Now publish some participants’ speeches 

as follows to readers.

To Seriously Sum up the Experiences of Chen Yun’s Governing Experience

　　——Opening Speech on the 11th Chen Yun and Contemporary China Academic Symposium … Zhu Jiamu（  4  ）

To Make Efforts to Improve Thinking Level and Leadership Skills ……………… Zhang Quanjing（ 10 ）

Valuable Wealth of Governing the CPC and the State Left by Chen Yun ………………… Qi Dexue（ 14 ）

In-depth Study on Chen Yun Thought and Practice   Make Efforts to Open up A new Vista of Governance

　　——Academic Summary on the 11th Chen Yun and Contemporary China Academic Symposium

　　……………………………………………………………………………………… Zhang Xingxing（ 21 ）

*Commemorate the 20th Anniversary of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Return of Hong Kong*

“What the Country Needs, and What Hong Kong is Good at”——Explorations on Hong Kong’s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its Basic Experience for 20 Years Since its Return …………………… Qi Pengfei（ 29 ）

Abstract: For 20 years since Hong Kong’s return the practice of “one country, two systems” in Hong 

Kong has made remarkable achievements, but the path of its economic development is not a smooth road. 

Hong Kong’s most successful basic experience in economic development has the following two points: firstly, 

the position of good at using Hong Kong’s unique advantages of Hong Kong summarized by the Government 

of the Hong Kong Special Administrative Region was accurate, secondly, “to make good use of the Mainland 

factor”. In this process,with the full support of the Central Government and the Mainland, the structural 

adjustment and comprehensive transformation of Hong Kong economy have achieved significant results and 

laid a comprehensively solid foundations to Hong Kong economic full recovery and prosperity. But at the same 

time, the practice of “one country, two systems” in Hong Kong has some new situations and problems, especially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Hong Kong has not got expected breakthrough and progress and we should summarize 

Abstra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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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arnestly those lessons.

Keywords: Hong Kong’s return, “one country, two systems”, economic development, state governance, 

historical experience

*Economic History Research*

The Role of Supply and Marketing Cooperatives in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 Construction in Hubei 

Province from 1949 to 1957 ……………………………………… Li Xuetao & Peng Ting hong（ 43 ）

Abstract: In the construction of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 of Hubei Province in the early of new China, 

supply and marketing cooperatives actively supplied needed life goods and materials to migrant workers by 

taking delivery, setting up mobile service groups, optimizing fixed supply and marketing network and carrying 

out supply competition. At the same time, in order to ensure the smooth operation of the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 it actively did a good job for the reserve work of needed tools and allocation preparation, for the 

shortage of stock, it timely organized production to ensure that supply. Sufficient supply of supply and marketing 

cooperatives not only ensured the construction of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 smoothly and final completion, but 

also promoted the people’s recognition to supply and marketing cooperatives. More importantly, it was also close 

the gap among the masses and the CPC and the new regime and made the masses unite closely around the Party 

and the Government. 

Keywords: supply and marketing cooperatives,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 construction, supply of goods 

and materials, Hubei Province

The Arrangements of the Youth Waiting for Employment in Beijing and the Starting of Various 

Economic Forms in the Early of the Reform and Opening-up ………………………… Su Feng（ 50 ）

Abstract: The issue of employment and arrangement, mainly for the youth waiting for employment, had 

profound historical background and become a major social problem that must be solved in the early of the reform 

and opening-up. In the process of solving this issue, the policies of the Central were constantly got breakthroughs 

and developed to reform step by step. Beijing municipality actively carried out the spirit of the Central and 

gradually straightened out production relationships, released the social vitality, promoted the coexistence and 

development of various economic forms from the study, made the idea of employment and the system changed 

and settled the employment problem for the youth waiting for employment with a more reliable way. At the same 

time, it also adjusted and optimized the employment structure and industrial structure. 

Keywords: youth waiting for employment, educated youth, collective economy, Individual economy, the 

third industry

*Cultural History Research*

The Soviet Union Experts and the Establishment of Political Economics Theory Course of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1949~1957） ………………………… Wu Qimin & Geng Huamin（ 63 ）

Abstract: In 1949~1957 by relying on the Soviet Union experts and education experiences of Ren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