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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以「新時代，共享未來」為主題首屆中國國際進口博覽會在上海舉辦，

是世界上第一個以進口為主題的國家級展覽會。 

 

 

（圖 2）全球最長的橋隧組合跨海通道港珠澳大橋通車，施工約九年，大大縮短

經陸路往返香港、澳門及珠海的交通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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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國家主席習近平在上海考察，指導上海增設中國上海自由貿易試驗區新

片區等三項重大任務。 

 

 

（圖 4）廣深港高鐵香港段開通，象徵香港正式加入國家高鐵網路，踏入高鐵新

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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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由上海歐科微航天科技有限公司研製的衛星「嘉定一號」成功發射，是

中國首顆由商業航天公司獨立研製的衛星。 

 

 

（圖 6）特首林鄭月娥於施政報告中提出「明日大嶼」願景，建議在香港島和大

嶼山中間的水域建造人工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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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中國首家金融法院在上海成立，集中管轄金融案件，推進金融審判體制

機制改革。 

 

 

（圖 8）超強颱風山竹吹襲香港，造成大量塌樹、交通混亂，亦有市民自發修復

街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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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席所長的話 

 

2018 年全球經濟復甦緩和，保護主義捲土重來，經濟博弈令擴張勢頭逐漸

消失。儘管外部環境複雜嚴峻，經濟面臨下行壓力，中國經濟總體平穩、穩中有

進。GDP 增長 6.6%，總量首次突破人民幣 90 萬億元，達預期發展目標。不過在

中美貿易摩擦愈趨嚴重和中國經濟因內部因素導致增速放緩的雙重壓力下，未來

仍然未能掉以輕心。 

 

2018 年是中國改革開放 40 周年，國家展示了進一步推進改革開放和全球合

作的堅定決心。全國國有企業改革座談會提出建設法人治理結構以改進國有企業

的管治模式，推動混合所有制及市場化經營機制。民營企業座談會亦堅持壯大民

營經濟，鼓勵民企向更加廣闊的舞臺邁進。中國 A 股正式納入 MSCI 新興市場指

數，是中國資本市場對外開放的里程碑。 

 

首屆中國國際進口博覽會在上海展開，吸引國際參展商和採購商進駐，表

現中方對擴大進口的積極意願。上海市推出擴大開放「100 條」，加快建立國際

金融中心，亦在准入門檻、知識產權、營商環境方面，形成開放型經濟新體制。

長三角區域一體化發展上升為國家戰略，重點圍繞交通、科創產業、城鄉融合、

生態環境、公共服務領域上進行一體化，成為三省一市共同的奮鬥目標。 

 

香港處於中美政治經濟博弈的夾縫中，不少中資機構透過香港走向國際市

場，華為被美國列入出口管制清單，禁止向美國企業採購零件及技術，令香港在

這場科技戰上無法獨善其身。聯合國一份調查報告顯示，香港扮演過中間人角

色，協助朝鮮突破制裁禁令。面對日漸嚴峻的國際形勢，香港不斷完善監管制度，

維護作為自由港的國際聲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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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圍環境给香港的資本市場帶來變化。港元匯率觸及弱方兌換保證，香港

金管局合計出手 27 次，共買入約 1035 億港元，是 2005 年以來首次承接港元沽

盤。隨後，香港大部分銀行宣佈加息 0.125 厘。這是自美國在 2015 年踏入加息

周期後，香港首次加息，亦是香港銀行業界逾 12 年來首次加息。面對種種挑戰，

香港交易所落實上市制度改革，容許企業以同股不同權模式招股，及讓無收入生

物科技公司陸續掛牌，鼓勵內地科創企業在香港上市。 

 

滬港所在 2018 年舉辦了兩項大型公開活動，探討國家和滬港雙城的發展。 

在 11 月 23 日，滬港所於香港中文大學舉辦第六屆李達三博士滬港發展講座，邀

請了北京大學博雅講席教授王緝思教授主講，講題為「世界政治的發展趨勢：是

否進入新冷戰時代？」。王教授觀察世界政治的四種新趨勢，從民族主義和民粹

主義的冒升、威權主義和強人政治的回潮、地緣政治和軍事競爭的重現、以及人

工智能和高新技術的發展，縱觀人類對和平與發展的追求。 

 

在 10 月 27 日，滬港所在復旦大學召開年會， 主題為「城市一體化和中國

經濟」。中國內地、香港、台灣等地的專家、學者，聯同香港中文大學和復旦大

學多位教授，發表 16 篇論文。參與者包括來自上海大學、中山大學、臺灣大學、

暨南大學、廈門大學等院校的學者，以及香港一國兩制研究中心的專家。 

 

本刊的出版，見證了由復旦大學和香港中文大學合辦的滬港發展聯合研究

所已經進入了第十九個年頭，兩校的合作研究不斷深化。未來，復旦大學和香港

中文大學兩校將繼續雙劍合璧，為滬港合作共贏之路作出深入的分析，並提出獨

到的見解和詳盡的政策建議。 

 

陳詩一 杜巨瀾 

2019 年 9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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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介 

 

滬港發展聯合研究所成立於 2001 年，由香港中文大學和復旦大學在兩校經濟、

社會、政治、文化等多學科交叉基礎上聯合創辦，是香港回歸以後內地與香港重

點大學最早成立的合作研究和交流機構，向政府部門和企業機構等提供資政諮詢

建議，提升大學對政府決策的影響力，為香港和上海持續繁榮發展和社會和諧進

步提供智力支援。 

 

宗旨 

I. 根據社會發展的需要，聯合研究重大戰略性、前膽性、緊迫性課題，

以科學的方法和態度，及新觀點和新視野，向政府部門和企業機構等

提供政策性建議，為地區和國家整體謀求更大的福利，提升大學對政

府決策的影響力。 

II. 提高復旦大學和香港中文大學這兩所綜合性大學的研究水準，進一步

發揮兩校在創新型人才的培養方式和成長環境方面的典範作用，積累

大學服務社會的經驗。 

III. 利用聯合研究所這樣的民間智囊組織和多學科聯合攻關機制，將專業

研究和綜合研究相結合，為上海和香港經濟持續繁榮和社會和諧進步

作出貢獻。  

IV. 立足於上海、香港這兩個國際大都市，聯合研究長三角、珠三角這兩

個大型城市群經濟、政治、文化和社會發展的基本經驗、問題和未來

走向，借鑒國際上先進城市和城市群一體化發展的經驗，拓展和深化

區域研究，為城市群的持續發展與高效治理，提供理論和經驗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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架構 

（按英文姓氏排列） 

顧問委員會 

主席 

段崇智 

香港中文大學校長 

許寧生 

復旦大學校長 

 

管理委員會 

主任 

陳志敏 

復旦大學副校長 

霍泰輝 

香港中文大學副校長 

委員 

陳詩一 

復旦大學經濟學院黨委書記、教授 

盧麗安 

復旦大學外事處暨港澳台事務辦公

室處長 

杜巨瀾 

香港中文大學經濟系副教授 

黃 詠 

香港中文大學學術交流處（國內事務）

處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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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術委員會 

主任 

劉遵義 

香港中文大學藍饒富暨藍凱麗經濟

學講座教授 

張 軍 

復旦大學經濟學院院長、教授 

委員 

陳家樂 

香港中文大學商學院院長、偉倫金

融學教授 

范博宏 

香港中文大學會計學院及財務系聯

席教授 

梁元生 

香港中文大學歷史系研究教授、榮休

教授 

盧永鴻 

香港中文大學政治與行政學系主

任、講座教授 

盛柳剛 

香港中文大學經濟學系副教授 

 

孫立堅 

復旦大學發展研究院金融研究中心

主任、教授 

吳心伯 

復旦大學國際問題研究院院長、教授 

 

徐以汎 

復旦大學管理科學系系主任、教授 

 

張俊森 

香港中文大學經濟學系主任、偉倫經

濟學講座教授 

趙志裕 

香港中文大學社會科學院院長，卓敏心理

學教授 

姜義華 

復旦大學中外現代化進程研究中心主任、

教授 

廖柏偉 

香港中文大學劉佐德全球經濟及金融研

究所研究教授、經濟學榮休教授 

彭希哲 

復旦大學社會發展與公共政策學院院長、

教授 

宋 錚 

香港中文大學經濟學系教授 

 

孫笑俠 

復旦大學法學院教授 

 

徐 江 

香港中文大學地理與資源管理學系教授 

 

袁志剛 

復旦大學復旦大學就業與社會保障研究中

心主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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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所 

聯席所長 

陳詩一 

復旦大學經濟學院黨委書記、教授 

杜巨瀾 

香港中文大學經濟系副教授 

副所長 

錢世政 

復旦大學管理學院教授 

宋恩榮 

香港中文大學經濟學系客座教授 

沈建法 

香港中文大學地理與資源管理學系教授 

吳建峰 

復旦大學經濟學院副教授 

辦公室主任 

辦公室副主任 

 

張 怡 

復旦大學發展研究院執行副院長 

 

莊 輝 

復旦大學外事處暨港澳台事務辦

公室副處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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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方向 

研究專題計劃 

I. 滬港雙城作為國際金融中心之合作及競爭 

− 兩地交易所之合作 

− 兩個國際金融中心的分工 

II. 滬港雙城國際化程度的比較：過去、現在與將來 

III. 滬港雙城之社會經濟合作及聯繫：人口、旅客、貿易、投資及金融 

IV. 滬港雙城作為海運、空運及物流樞紐之比較 

V. 滬港雙城作為國際貿易及展覽中心之比較 

VI. 滬港雙城作為海外企業地區總部之比較 

VII. 海峽兩岸交流對滬港雙城之影響 

VIII. 滬港雙城之文化及創意產業發展比較 

IX. 滬港雙城之城市競爭力比較 

X. 優化製造業：長三角及珠三角之比較研究 

 

過往研究專題 

−  一帶一路：滬港發展的機遇 

−  一帶一路與金融合作：滬港視角 

−  上海自貿區、中國經濟改革和滬港經濟發展 

−  滬港發展與中國未來可持續增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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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計成果 

I. 建立政策諮詢系列產品 

產品包括年刊、政策報告、論文、研究文集（或專論）、網站及資料庫

等，為滬港兩地政府和中央提供資政報告，並為兩地社會和企業提供

諮詢服務。 

II. 品牌性建立「滬港發展論壇」 

滬港所計劃重點建立高層次的「滬港發展論壇」，一年一度於香港和上

海輪流舉辦，通過發佈年度研究主題報告和發展思路作思想交流，將

該論壇建立成滬港兩地政界、業界和學界高端交流研討的品牌論壇。 

III. 通過「上海論壇」推動國際精英關注滬港發展  

目前「上海論壇」為綜合性論壇，並不專門關注滬港兩地發展。滬港

所將推動每年一度的「上海論壇」，設立專門討論滬港發展的分論壇，

通過薈萃學界、政界、商界三方精英的「上海論壇」，推動國際精英關

注滬港發展。 

IV. 建設滬港發展研究團隊，創造國際性的智庫 

高質量的研究和政策諮詢報告要靠紮實的基礎研究和國際精英的

交流。滬港所將薈萃兩地的專家學者，建設滬港研究團隊，並通過

國際性的會議，例如「上海論壇」及「滬港發展論壇」，建設國際

性的交流平臺，創造國際性的智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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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術活動 

2018 

 第六屆李達三博士滬港發展講座由北京大學博雅講席教授王緝思教授擔

任主講嘉賓，講題為「世界政治的發展趨勢：是否進入新冷戰時代？」。 

 第十七屆滬港發展聯合研究所年會在復旦大學舉行，主題為「城市一體化

和中國經濟」。 

2017 

 第五屆李達三博士滬港發展講座由香港交易所首席中國經濟學家巴曙松

教授擔任主講嘉賓，講題為「為人民幣資產定價：人民幣融入全球貨幣體

系帶來的變革趨勢」。 

 第十六屆滬港發展聯合研究所年會在香港中文大學舉行，主題為「未來十

年的中國經濟」。 

2016 

 第四屆李達三博士滬港發展講座由前香港證監會主席梁定邦先生擔任主

講嘉賓，講題為「香港、上海與我國金融發展大局今後十年的展望」。 

 第十五屆滬港發展聯合研究所年會在復旦大學舉行，主題為「一帶一路與

金融合作：滬港視角」。 

2015 

 第三屆李達三博士滬港發展講座由香港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陳家強教

授擔任主講嘉賓，講題為「一帶一路︰香港發展的機遇」。 

 第十四屆滬港發展聯合研究所年會在香港中文大學舉行，主題為「一帶一

路：滬港發展的機遇」。 

2014 

 第二屆李達三博士滬港發展講座由香港前財政司司長梁錦松先生擔任主

講嘉賓，講題為「上海與香港︰競爭還是合作？」。 

 第十三屆滬港發展聯合研究所年會「滬港經濟和長三角珠三角區域發展論

壇」在復旦大學舉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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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第一屆李達三博士滬港發展講座由香港經綸國際經濟研究院院長沈聯濤

先生擔任主講嘉賓，講題為「上海和香港的金融發展」。 

 第十二屆滬港發展聯合研究所年會在香港中文大學舉行，主題為「中國經

濟改革和滬港經濟發展」。 

 承辦上海論壇 2013 城市經濟分論壇，主題為「新形勢下的亞洲區域經濟

一體化：目標、路徑和政策」。 

2012 

 第十一屆滬港發展聯合研究所年會在復旦大學舉行，主題為「滬港發展與

中國未來可持續增長」。 

2009 

 第十屆滬港發展聯合研究所年會在香港中文大學舉行，議題聚焦在滬港兩

地作為國際金融中心自身存在的優勢與劣勢、以及面對全球金融危機的挑

戰和機遇等問題。 

2008 

 第九屆滬港發展聯合研究所年會在復旦大學舉行，就兩地合作、發展、及

研究方面的內容集中探討。 

2007 

 「滬港發展趨勢論壇 2007」在香港中文大學舉行，專書於 2008 年出版。 

2006 

 「滬港發展趨勢論壇 2006」在復旦大學舉行，專書於 2007 年出版。 

2005 

 「滬港發展趨勢論壇 2005」在香港中文大學舉行，專書於 2006 年出版。 

2004 

 題為「滬港教育改革的探討」之研討會在復旦大學舉行，論文於《教育學

報》刊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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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 

 題為「滬港雙城之文化交流與互動」之研討會在香港中文大學舉行，專書

於 2005 年出版。 

2002 

 題為「中國西部開發與周邊國家」之研討會在昆明舉行，專書於 2003 年

出版。 

2001 

 題為「進入世貿後中華經濟圈的持續發展」之研討會在香港中文大學舉

行，專書於 2002 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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滬港統計數字 

 

貨幣單位：美元 

統計項目 上海 香港 

本地生產總值 4,943 億 3,625 億 

人均生產總值 20,418 元 48,652 元 

出口 3,077 億 5,298 億 

進口 2,067 億 6,015 億 

勞動人口 804 萬(1) 398 萬 

全年失業率 3.6%(2) 2.8% 

零售 1,916 億 618 億 

消費者物價指數 +1.7% +2.4% 

貨櫃處理(標準貨櫃單位：個) 4,201 萬 1,960 萬 

存款總額 18,317 億 17,055 億 

貸款總額 11,082 億 12,387 億 

旅客人數 894 萬 6,515 萬 

人口 2,424 萬 745 萬 

人口中具大專院校或以上程度 362 萬(3) 247 萬 

公共開支 1,263 億 635 億 

註： (1) 為 18-59 歲主要勞動人口。 

(2) 為城鎮登記失業率。 

(3) 由 2017 年人數加上 2018年度上海市普遍高校畢業學生數。 

 

匯價計算：1 美元分別換算人民幣 6.612 元及港幣 7.849 元（2018 年平均價格） 

 

資料來源：上海統計局、香港政府統計處、《2018 年上海市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統計公
報》、《香港統計數字一覽 2019 年編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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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七屆滬港發展聯合研究所年會 

「城市一體化和中國經濟」 

 

2018 年 10 月 27 日，滬港發展聯合研究所在復旦大學舉辦了第 17 屆年會。

本次年會主題是「城市一體化和中國經濟」（The Importance of City Integration in 

the Chinese Economy）。來自海內外高校和學術研究機構的二十多位學者和專家

參加了本次年會，並圍繞主題開展了富有成效的研討。本次年會還發佈了復旦大

學滬港發展聯合研究所「發現上海競爭力」旗艦報告第一期 《中國風險投資城

市報告 1998-2018》。 

 

滬港發展研究所副所長、復旦大學經濟學院和中國經濟研究中心副教授吳

建峰老師主持了年會開幕式。在開幕式上，復旦大學文科科研處副處長和發展研

究院副院長張怡教授代表復旦大學做了歡迎辭，介紹了復旦大學的智庫建設和滬

港發展聯合研究所在智庫研究上的作用和任務，並祝賀本屆年會順利召開。 

 

本次年會分別邀請了來自香港中文大學的沈建法教授和廈門大學的傅十和

教授做主題演講。沈建法教授和大家分享了基於微觀視角的中國城市化進程及其

對居民的影響。傅十和老師的主題演講聚焦城市經濟學的一個有趣命題，即國際

間旅行成本變化如何影響本地的住房市場。 

 

滬港發展聯合研究所聯席所長、復旦大學經濟學院陳詩一教授發佈了滬港

所  「發現上海競爭力」研究系列第一期報告《中國風險投資城市報告

1998-2018》。報告重點解讀了近 20 年上海的風險投資的表現和發展特點，構建

和分析了全國風險投資的城市網絡上海在網絡中的地位。 

 

學術論壇第一分場的主題是「中國和全球貿易」。香港中文大學的沈建法

教授主持了該場討論。來自香港中文大學的潘學智先生、香港中文大學的侯慧瑩

女士、和一國兩制研究中心的朱岩女士，分別就「一帶一路」中香港的作用、國

內外開發商的偏好、和香港和深圳邊界的復興和再生的議題發表了演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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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術論壇第二分場的主題是「人力資本、環境和城市化中國」。復旦大學

的王之教授主持了本場討論。三位演講者分別是來自暨南大學的劉詩濛教授、復

旦大學的宋弘教授、和中央財經大學的孫偉增教授。劉詩濛教授分享了他和合作

者的關於高技能人力資本對城市生產率水平和經濟增長的影響研究。宋弘教授的

報告探討了污染是否會導致本地人才的流失。孫偉增教授報告了他們關於城市經

濟開發區的環境效應。 

 

在學術論壇的第三場，三位學者分別報告他們的最新研究。本場討論由來

自香港中文大學的潘學智先生擔任了主持。來自香港中文大學的紀緯紋先生從全

球生產網絡角度討論了香港物流業的發展路徑。第二位演講者是來自南京審計大

學的彭沖教授以新城建設為例，討論了地方政府在短期增長目標下追求本地經濟

發展產生的經濟後果。第三位演講者是來自復旦大學的杜莉教授。杜教授報告了

開發區稅收優惠政策如何影響微觀企業的生產率水平。 

 

在學術論壇的第四場，三位學者以「企業和要素市場」為主題，分享了他

們的學術研究。復旦大學的吳建峰老師主持了改場討論。臺灣大學的羅竹平教授

分享了關於企業年齡和生產率水平的宏觀經濟模型。復旦大學泛海金融學院的郭

翔宇教授報告了其關於房地產租售指數的研究。在本論壇的最後一場演講中，上

海大學的汪健教授報告了一個基於新經濟地理的模型，探討了集聚、分類和城市

生育率的關係。 

 

除了學術報告者，滬港發展聯合研究所副所長、復旦大學管理學院的錢世

政教授、上海科技大學的王龍教授等校內外的其他學者和同學一起參與了本次年

會，並和報告人就相關問題進行了積極討論。 

 

本次年會特別謝謝滬港所復旦大學行政團隊和同學的支持，尤其是詹璐老

師和王梓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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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屆李達三博士滬港發展講座 

王緝思：「世界政治的發展趨勢：是否進入新冷戰時代？」 

 

香港中文大學滬港發展聯合研究所於 2018年 11月 23日舉辦第六屆李達三

博士滬港發展講座，出席嘉賓包括北京大學博雅講席教授王緝思教授、中大社科

院院長趙志裕教授等，並由滬港所副所長沈建法教授主持講座。王緝思教授應邀

擔任本屆李達三博士滬港發展講座主講嘉賓，吸引近二百名學者、學生、金融界

人士及公眾人士出席。 

 

李達三博士是一位非常成功，著名的企業家和慈善家。李博士數年來積極

參與社會服務和公益活動，對寧波、上海和香港的社會發展、教育，作出了巨大

貢獻，並捐建了香港中文大學、復旦大學，和浙江大學的「李達三樓」。惠蒙李

博士慷慨解囊，於 2013 年捐贈滬港發展聯合研究所五百萬港元，以支持本所各

種學術活動和出版不同類型刊物。為了感謝李博士的慷慨資助，香港中文大學由

2013 年起每年舉辦李達三博士滬港發展講座，邀請國際知名學者或經濟、金融

及政策研究專家主講當前滬港的熱門課題，為學界、商界、政界精英以及老師、

同學分析香港與上海發展，推動滬港雙城合作、學術研究與交流，從而切實地貢

獻社會。 

 

2018 年第六屆李達三博士滬港發展講座之講者為王緝思教授。王教授為北

京大學博雅講席教授、國際戰略研究院院長。曾任中國社會科學院美國研究所所

長、中共中央黨校國際戰略研究所所長、北京大學國際關係學院院長。現於美國

亞洲協會政策研究所、埃及開羅美國大學全球事務與公共政策學院、阿富汗戰略

研究所、國際危機組織等單位擔任顧問。主要教學和研究方向為美國外交、中國

外交、亞太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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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次講座的主題為「世界政治的發展趨勢：是否進入新冷戰時代？」。王教

授從冷戰結束說起，解釋民主化與市場經濟浪潮，帶來國際關係與國內政治的相

互影響。雖然戰爭威脅減少，人類財富增加，但是經濟不平等、政治不平等、社

會不平等，以及族群之間的關係引致矛盾和衝突，影響和平與發展這人類的永恆

主題。世界因而產生四方面的變化，形成四種趨勢。 

 

第一個趨勢是民族主義和民粹主義的冒升。民粹主義者代表窮苦百姓向建

制、掌權者挑戰；民族主義者在現今的經濟環境下，鼓勵財產轉移到本地，建立

貿易壁壘。民粹主義和民族主義的結合，產生民粹右翼的政治家，雖然部分沒有

鮮明路線，既爭取窮人利益，又有保守的一面。 

 

第二個趨勢是威權主義和強人政治的回潮。冷戰結束後，強人政治大概結

束，但是現在，原來的民主化、多元文化主義有人堅決擁護，也有人堅決反對。

馬來西亞的馬哈迪、印度莫迪、菲律賓杜特爾特等，與受壓迫的群體直接商量，

推動大政府敢作敢為，回應人民帶來革命性的變化。 

 

第三個趨勢是地緣政治和軍事競爭的重現。國家至上的心態吹捧強大的軍

隊和警察，催生領土爭端。領土分裂、恐怖主義、暴恐事件頻繁發生，中國面對

南海和釣魚島爭端，阿拉伯世界與伊斯蘭世界也沒有結束爭鬥，敘利亞有俄羅

斯、美國土、歐洲、土耳其介入，非洲也有各種各樣的。地緣政治衝突越來越嚴

重，各國為了防衛，軍費比過去增加很多，戰爭的危險也同時增加。 

 

第四個趨勢是人工智能和高新技術的發展。新科技、創新技術是一把雙刃

劍，帶來效率亦會淘汰低技術、低學歷勞工。社會調整速度一般不及科技發展，

貧富差距只會進一步深化。而在世界政治的層面，新技術應用在大規模衝突，往

往剝奪人的自由，在戰爭手段上甚至帶來生靈塗炭。出入境管制、理財系統、人

面聲音識別，均使人的自由大大減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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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四種趨勢下，世界上沒有進入新冷戰時代，而且不可能進入舊形式的

冷戰。過去的冷戰，是兩大軍事集團、兩大意識形態、兩種完全對立的經濟制度

之間的對抗，這種對抗相互不交往。中國跟美國在政治意識形態是對立的，但是

沒有達到全世界分裂為兩個陣營的地步。而且，美國和蘇聯在經濟上是完全沒有

關係的，但現在經濟上貿易往來頻繁，若視各個歐盟國為單一貿易單位，中國和

美國互相就是最大的貿易夥伴。再者，美國與韓國、日本、澳大利亞等等的軍事

同盟，沒有變成對抗中國的盟國。中國沒有也不打算建立軍事同盟。 

 

不過，中美關係結構性矛盾上升，戰略上互相懷疑，越來越不信任，軍隊

碰撞可能難以避免。中美關係不好，而且變壞，原因有五。第一，美國國內政治

傾向民族主義，難以向中國這一主要競爭者妥協。第二，經濟貿易問題上，高技

術領域的競爭直接挑戰美國領先地位。第三，與經濟分不開的是政治制度問題，

即是對共產主義的敵視。第四，「中國模式」帶來社會制度上的競爭，削弱西方

制度的吸引力。第五，中美對霸權爭奪已演變世界範圍的權力鬥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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滬港前瞻 

 

上海：邁向高質量發展的一年 

陳詩一 滬港發展聯合研究所聯席所長 

 

2018 年是上海經濟發展邁向高質量的一年。面對複雜嚴峻的外部環境，尤

其是中美貿易爭端不斷加劇，作為全國改革開放排頭兵、創新發展先行者，上海

在 2018 年堅持穩中求進工作基調，按照推動經濟高質量發展和創造高品質生活

的要求，加速建設國際經濟、金融、貿易、航運、科技創新等五個中心和國際大

都市，全力推進「上海服務」、「上海製造」、「上海購物」、「上海文化」四大品牌，

在經濟結構、經濟效益和社會協調和可持續發展方面取得了豐碩成果。 

 

穩中求進的綜合經濟 

 

經濟發展穩中求進。2018 年上海全市實現地區生產總值 32,679.9 億元，按

可比價格計算，較上年增長 6.6%。2018 年上海人均 GDP 達到了 13.5 萬元人民

幣，折合 20,398 美元，首次跨過了國際公認的發達經濟體標準的人均 GDP 20,000

美元的門檻，躋身發達經濟體行列。從經濟增速上來說，2015 年以來，上海的

GDP 增速保持在 7%左右，高於全國 GDP 增速水平。2018 年上海的 GDP 增速為

6.6%，和全國齊平。 

 

從產業結構來看，上海繼續向「三、二、一」的方向優化，經濟發展更加

均衡和可持續化。2018 年上海的三次產業比重分別為 0.3%、29.8%和 69.9%。同

期全國的比重為 7.2%、40.6%和 52.2%。就製造業來說，汽車製造、電子信息、

生物醫藥、成套設備製造、鋼材製造、石油化工是上海六大傳統重點產業。與此

同時，上海緊抓製造業走向綠色化、智能化、信息化的發展機遇，結合互聯網和 



21 滬港年刊 2018 

 

 

大數據等創新要素，大力推進產業轉型發展，優化升級「上海製造」。2018 年第

三產業增長對全市經濟增長的貢獻率達到 92.0%，在經濟增長中發揮著「穩定器」

的作用。 

 

引領高質量發展的五大中心建設 

 

除了建設國際經濟、金融、貿易、航運中心中心，2018 年上海新增科技創

新中心，形成「五個中心」，全力推進城市高質量發展。2018 年，上海實現商品

銷售總額、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分別達到 11.95 萬億元和 1.27 萬億元；金融增加

值達到 5,781.6 億元；市場交易總額超過 1,645.8 萬億元。上海國際金融中心建設

步伐加快，上海金融法院獲批成立，原油期貨成功上市，中國人壽上海總部、建

信金融科技等總部型功能性機構落戶，人民幣跨境使用範圍進一步拓展。 

 

全年上海口岸貨物進出口總額 85317.0 億元；全年上海關區貨物進出口總額

64,064.29 億元。2018 年上海集裝箱吞吐量再創歷史新高，達到 4,001 萬標準集

裝箱，上海港口連續九年成為世界上最大的集裝箱吞吐量港口。 

 

上海市對外貿易和投資額呈現增加趨勢。2018 年上海市貨物進出口總額

34,009.93 億元，其中高新技術產品出口佔全市比重為 42.0%。對主要國家出口保

持增長態勢。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和重要節點城市建立經貿合作夥伴關係，

貨物貿易額佔全市比重達到 20.6%。 

 

2018 年上海新設外商直接投資項目 5597 項。全年備案和核准對外直接投資

項目 792 項。2018 年上海舉辦各類展覽會項目 1,032 個，包括成功舉辦首屆中國

國際進口博覽會。中國(上海)自由貿易試驗區建設五年來，2018 年大力推動投

資、貿易、金融和事中事後監管等領域的制度創新，著力營造法治化、國際化、

便利化的營商環境。2018 年上海自貿區實現稅收總額 2,680.2 億元，外商投資實

際到位 67.7 億美元，實現規模以上工業產值 4,965.6 億元，外貿進出口總額 14,600

億元，期末監管類金融機構數 887 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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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學技術發展是推動上海製造業和服務業從低端向高端、從低質量到高質

量發展的重要動力。2018 年，上海市用於 R&D 經費支出佔生產總值的比例達到

4.0%。2018 年上海全市科技小巨人和科技小巨人培育企業共 1798 家，技術先進

型服務企業 305 家。2018 年共認定高新技術企業 3653家。 

 

穩步發展的城市建設和居民收入水平 

 

2018 年上海的常住人口城鎮化率為 88.1%，是全國城鎮化率最高的地區。

伴隨著城鎮化水平的提升，上海的城市公共服務和基礎設施改善明顯增強。2018

年上海的城市基礎設施投資比2017年增長9.3%。其中，公用事業投資增長51.8%， 

公共交通運輸投資增長 12.3%，電力建設投資增長 11.6%。2018 年上海的公交專

用道路達到 363.7 公里。2018 年上海的自來水供水能力為 1250 萬立方米/日，供

水總量為 30.6 億立方米，售水總量為 24.4 億立方米。 

 

城鎮化穩步發展的同時，上海的城鄉收入水平也在不斷提高。2018 年上海

的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達到 68,033.6 元，在全國城市排名中居於最高。與此

同時，農村居民可支配收入也有了大幅提升，2018 年達到 30,374.7 元。城鄉收

入比也從 2017 年的 2.25 縮小到 2018 年的 2.24。 

 

主要參考文獻 

上海市統計局（2019）。《2018 年上海市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統計公報》，3

月。 

上海社科院（2019）。《上海經濟發展報告（2019）》，4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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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拓展土地讓經濟再出發 

杜巨瀾 滬港發展聯合研究所聯席所長 

潘學智 滬港發展聯合研究所副研究員 

 

2018 年，貿易保護主義和貿易摩擦的風險陡升，中國正處於全球經濟風暴

的中心，香港在國家發展戰略及國際政局層面何去何從，令人高度關注。外圍不

明朗因素眾多，香港的投資者皆抱持相當審慎的態度，不過往年仍錄得 3%的GDP

增長，可見其經濟根基穩健，有能力抵抗短期的下行壓力。積極應對外部環境風

險的同時，香港內部面對發展空間不足、營商成本增加的挑戰，既要提供住宅單

位滿足民生需求，又要增闢工商用地推動經濟發展。大國角力帶來的動盪狀況可

能會延續一段時間，土地短缺問題始終是中長期發展的絆腳石。 

 

土地房屋新策改善供求失衡 

 

過去一年，地土房屋是特區政府的施政重點。特首林鄭月娥在施政報告中，

宣布六項房屋政策新措施，期望改善長期供求失衡的情況，坊間稱之為「娥六

招」。現時樓市高企，資助出售房屋原本售價約為市價七折，新招下與市值脫鈎，

讓市民容易負擔。針對「上車難」問題，推出「港人首次置業」先導項目，將樓

盤以折扣價供應給首次置業人士。為滿足基層需要，增撥私人住宅樓地為建造公

屋的用地，最終將公私營房屋供應比例由 6:4 提升至 7:3。推動改善惡劣居住環

境的社會房屋共享計劃，興建過渡性房屋，為劏房戶提供較舒適的居所。至於地

產商方面，政府徵收一手樓空置稅，並修改預售樓花同意書，促進房屋供應量。 

 

除了從房屋供應量著手，政府亦希望改善土地規劃，增加可建屋的土地供

應。政府成立土地供應專責小組展開為期五個月的「土地大辯論」，推出 18 個供

應選項，包括近岸填海、發展棕地、利用私人遊樂場地，由公眾及專家透過辯論

交流，化解分歧。同時，提出土地共享先導計劃，以政府現存土地換取發展商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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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土地，利用公私營合作方式發展農地。另外，原有的發展計劃亦相繼展開，東

涌新市鎮擴展填海及前期工程開始動工，以 2023 年遷入首批人口為目標；規劃

長達二十年的新界東北發展計劃開始收地，預計首階段工程可收回 68 公頃的私

人土地。 

 

長遠發展願景助香港再定位 

 

「明日大嶼」願景計劃是未來二、三十年的長遠發展願景，在交椅洲和喜靈

洲附近分階段填海興建人工島，填海面積達 1,700 公頃，是增加供應的長遠解決

方案。作為第三個核心商業區，人工島將滿足香港中長期的經濟及就業需要，而

島上七成的住宅用地會劃分為公營房屋，幫助基層人士儘快上樓。填海部分將發

展策略性交通基建連接港島西、機場島及屯門，配合廣深港高鐵和港珠澳大橋，

與粵港澳大灣區互聯互通，發揮「雙門戶」經濟潛力。 

 

對香港經濟影響深遠的四大家族，均以房地產發跡。長和系主席李嘉誠、恒

基地產主席李兆基等相繼交棒，由新一代接班，象徵香港經濟發展史步入新時

代。在下一波發展過程中，香港將面對國際頂尖城市的戰略調整和再定位。新一

輪科技革命遇上全球價值鏈變革，香港要再次轉型已有相當的不確定性，而土地

壓力一日未舒緩，難度只會加劇。要處理這個過去多屆政府致力解決的首要任

務，社會需要上下一心，共同解決困擾香港多年的土地供應問題，重塑未來發展

願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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滬港大事年記 

 

上海 

一月 

 5 日，《上海市城市總體規劃（2017-2035 年）》（簡稱「上海 2035」）正式發

佈。「上海 2035」的目標願景為：立足 2020，建成具有全球影響力的科技創

新中心基本框架；展望 2035，基本建成卓越的全球城市；夢圓 2050，全面

建成卓越的全球城市。繼續轉變發展模式、優化空間格局、探索治理方式，

建設更具活力的繁榮創新之城，更富魅力的幸福人文之城，更可持續的韌性

生態之城。 

 18 日，上海市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局就業促進中心日前發佈的《上海市居

民就業滿意度調查報告》顯示，2017 年度上海市居民就業滿意度指數為

144.0，總體就業滿意度較高。其中，市民就業滿意度上升，創業者就業滿

意度高，80 後對工作最滿意，文體業就業滿意度最高，晉升空間滿意度最

低，僅有 30%市民未有過跳槽。 

 20 日，上海發佈 2017 年上海市國民經濟運行情況。2017 年上海全年生產總

值完成 30133.86 億元，按可比價格計算，比上年增長 6.9%，與上年持平。

其中，第三產業增加值佔比 69.0%，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58,988 元，名義

增長 8.6%，實際增速比上年加快 1.3%。 

 22 日，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上海市第十三屆委員會第一次會議開幕。政

協主席吳志明做工作報告：一、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作為主軸，鞏

固團結奮鬥的共同思想政治基礎；二、圍繞全市中心任務協商議政，助推上

海當好改革開放排頭兵、創新發展先行者；三、緊扣群眾關切加強民主監督，

積極回應市民群眾美好生活訴求；四、堅持大團結大聯合，為上海改革發展

廣泛凝心聚力；五、強制度建設，提高履職制度化規範化程式化水準；六、

以提高「兩個能力」為重點，加強隊伍建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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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 日，上海市第十五屆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在世博中心開幕。市長應

勇作政府工作報告：在過去五年，本屆政府勝利完成「十二五」規劃，順利

實施「十三五」規劃，全面完成工作目標和任務。今後五年將緊緊圍繞統籌

推進「五位一體」總體佈局和協調推進「四個全面」戰略佈局，堅持以供給

側結構性改革為主線，全面做好穩增長、促改革、調結構、惠民生、防風險

各項工作，加快推進國際經濟、金融、貿易、航運、科技創新「五個中心」

建設，全力打響上海服務、上海製造、上海購物、上海文化品牌。 

 25 日，市十五屆人大一次會議聽取市高級人民法院和市檢察院工作報告。

過去5年法院共受理各類案件 317.84萬件、審結314.79萬件，同比上升54.2%

和 52.7%。審判質效始終保持全國前列。檢察機關堅定不移反對腐敗,依法

查辦和預防職務犯罪，5 年來立案偵查職務犯罪 1,815件 2,236 人。 

 27 日，上海市政協第十三屆委員會第一次會議圓滿完成各項議程，勝利閉

幕。 

 29 日，上海市監察委員會正式掛牌成立，標誌著上海按照中央統一部署，

全面如期完成市區兩級監察委組建掛牌。市委書記李強為市監察委員會揭

牌。市紀委書記、市監察委員會主任廖國勳主持。 

 30 日，上海市第十五屆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圓滿完成各項議程，勝利

閉幕。大會表決通過了關於上海市人民政府工作報告的決議、關於上海市

2017 年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計畫執行情況與 2018 年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

計畫等決議。 

 31 日，上海發佈《關於加強本市城市管理精細化工作的實施意見》三年行

動計畫（2018—2020 年），設定明確的「繡花」目標：到 2020 年，上海在

城市設施、環境、交通、應急（安全）等方面的常態長效管理水準全面提

升，市民對城市管理的滿意度明顯提高，城市更加有序安全乾淨、宜居宜

業宜遊，生活更加方便舒心美好，努力做到像繡花一樣精細管理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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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月 

 8 日，全球 56 家資管機構、16 家協力廠商服務機構近日在陸家嘴齊聚一堂，

醞釀發起設立陸家嘴全球資管聯合會。據悉，聯合會的資產管理總規模超

過 30 萬億美元，約佔全球資產管理總規模的 40%。隨著陸家嘴全球資管聯

合會的籌備和成立，標誌著陸家嘴向全球資產管理亞太新中心「進軍」。 

 13 日，市委書記李強就深化上海國資國企改革、推動國企創新發展，前往

光明集團、上汽集團調研。指出深化國資國企改革意義重大。要深入學習

貫徹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思想，以更大力度將改革推向深

入，以國資管理創新帶動國企改革發展，真正管好國資、放活國企。 

 14 日，商務部與上海市人民政府在滬簽署部市合作框架協定。商務部將重

點支持上海在加快建設國際消費中心城市、推動內貿流通改革創新發展、

進一步提升市場治理能力、共同提升上海時裝周影響力、建設國際會展之

都、培育外貿競爭新優勢、打造以貿易便利化為核心的貿易制度環境體系、

拓展利用外資新領域新路徑、推進服務國家「一帶一路」橋頭堡建設、開

展商務領域前瞻性戰略性政策研究等 10 個方面深化改革創新。同時，上海

將聚焦自貿試驗區建設、推動服務貿易創新發展、辦好中國國際進口博覽

會、供應鏈體系建設試點、改善外商投資環境、促進對外投資合作等 11 個

方面攻堅突破。 

 23 日，市委書記李強赴崇明調研指出：必須堅定不移貫徹落實習近平總書

記關於長江沿線「共抓大保護、不搞大開發」的指示精神，始終把生態立

島的理念貫穿於崇明經濟社會發展的全過程。要進一步增強責任感和使命

感，結合崇明的定位和特色，持續努力推動高品質發展、創造高品質生活，

舉全市之力建設與上海卓越的全球城市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國際大都市目標

願景相匹配的崇明世界級生態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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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月 

 1 日，上海市經信委和市公安局、市交通委聯合制訂的《上海市智慧網聯汽

車道路測試管理辦法（試行）》正式發佈。全國首批智能網聯汽車開放道路

測試號牌在滬發放。上海汽車集團股份有限公司和上海蔚來汽車有限公司獲

得第一批智慧網聯汽車開放道路測試號牌，獲得智能網聯汽車測試道路的資

格。 

 4 日，第 28 屆華東進出口商品交易會落下帷幕。本屆華交會的到會客商和

出口成交均略有增長。到會境外客商 22,311 人，來自 109 個國家和地區，

客商總數比上屆略增 0.77%。其中亞洲客商超過八成，日本仍是到會客商最

多的國別地區。本屆華交會累計成交 23.20 億美元，比上屆增加 0.16%。對

亞洲成交為 15.05 億美元，增長 14.34%，日、韓、美仍居前三位。 

 9 日，汪洋副總理參加十三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上海代表團審議時，指出上

海在國家發展全域中佔有重要位置，要全面貫徹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

主義思想，堅持新發展理念，堅持品質第一、效率優先，繼續深化供給側結

構性改革，把發展經濟的著力點放在實體經濟上，培育高端產業集群，推動

經濟發展品質變革、效率變革、動力變革，在高品質發展上走在全國前列。

上海應推動改革開放不斷有新作為、新突破，著力打造國際化、法治化、便

利化的一流營商環境，進一步激發市場活力和社會創造力，切實承辦好首屆

中國國際進口博覽會。 

 13 日，上海國資國企工作會議舉行。2017 年地方國有企業實現營業收入 3.2

萬億元，同比增長 7.8%；利潤總額 3,430 億元，同比增長 10.2%；已交稅費

總額 2,633 億元，同比增長 7.7%。截至 2017 年底，地方國有企業資產總額

超過 18 萬億元。全市共有 83 家地方國有控股境內外上市公司，總市值 2.88

萬億元，國有股市值 1.11 萬億元。83 家企業集團二級及以下企業完成公司

制改革。 

 23 日，2017 年度上海市科學技術獎共授獎 272 項（人）。21 項成果獲得自

然科學獎，31 項獲技術發明獎，216 項成果榮獲科技進步獎。著名有機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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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家林國強院士和著名材料學家王曦院士被授予科技功臣獎。國際合作獎

則授予瑞士科學家庫爾特·赫爾曼·維特裡希和美國籍專家孫毅。在所有第一

完成人中，年齡在 50 歲以下的中青年科學家佔到總數的 57.8%。 

 26 日，中國原油期貨在上海期貨交易所正式上市交易。歷經 17 年探索，其

作為中國期貨市場對外開放邁向國際化的第一個品種，將有利於形成反映

中國和亞太地區石油市場供需關係的價格體系，有效服務國家「一帶一路」

倡議，助力我國金融對外開放以及上海國際金融中心建設。 

 

四月 

 2 日，上海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局舉行外籍人才永久居留身份證發證儀式。

包括瑞士籍諾貝爾獎得主維特裡希·庫爾特·赫爾曼在內的 6名外籍人才獲頒

「中國綠卡」。 80 歲的維特裡希 2002 年獲得諾貝爾化學獎，目前是上海科

技大學特聘教授。6 位外籍人才中，既有基礎研究領域的科學家，也有應用

研究領域的領軍人才，還有上海重點產業領域的企業家。 

 5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國政協主席汪洋在上海調研時強調，中國特

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對人民政協工作提出更高要求。要深入學習貫徹習

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和黨的十九大精神，旗幟鮮明講政治，毫

不動搖堅持黨的領導，認真落實黨中央關於加強協商民主建設和人民政協工

作的決策部署，牢牢把握團結和民主兩大主題，緊跟新時代步伐，在繼承中

發展、在發展中創新，扎實做好人民政協各項工作。 

 13 日，市委創新社會治理加強基層建設推進大會舉行。市委書記李強指出，

創新社會治理、加強基層建設，是實現人民對美好生活嚮往的重要工作，要

深入貫徹黨的十九大精神，認真學習落實習近平總書記關於社會治理的一系

列指示要求，從人民群眾關心、讓人民群眾滿意的事情做起，把黨建引領貫

穿始終，在智慧化上加快步伐，更好激發社會參與活力，不斷增強基層隊伍

本領，全面構建既井然有序又充滿活力的社會治理新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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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日，市委書記李強會見以全國政協常委、香港江蘇社團總會會長唐英年

為團長的香港蘇、浙、滬社團聯合訪滬代表團一行。李強表示滬港兩地交

流往來頻繁，歡迎香港蘇浙滬籍鄉親社團積極參與滬港新一輪合作交流，

為促進長三角一體化發展發揮更大作用。唐英年表示，希望以上海及長三

角地區下一步發展為契機，進一步深化雙方各領域交流合作，為促進滬港

共同發展和長三角一體化作出更大貢獻。 

 19 日，第六屆中國（上海）國際技術進出口交易會在上海世博展覽館開幕

並持續至 21 日。來自 14 個國家和地區的多項國際領先技術集中展示，並新

設 7500 平方米的人工智慧和智慧服務機器人專區。作為我國第一個專為技

術貿易設立的國家級綜合性展會，上交會以促進技術貿易、保護智慧財產權

為宗旨，已經成為技術供需對接、資本與技術對接的重要平臺，中小創新創

業企業技術交流與合作的重要載體。 

 24 日，上海市委、市政府召開全力打響「四大品牌」推進大會。市委書記

李強指出，要以打響「四大品牌」作為落實國家戰略的重要載體，推動中

心城市功能落地、做優、做強，進一步提升城市能級和核心競爭力。要充

分認識打響「四大品牌」是推動高品質發展、創造高品質生活的重要抓手，

是改革開放再出發的重要實踐。「打響四大品牌」包括提高「上海服務」輻

射度，彰顯「上海製造」美譽度，增強「上海購物」體驗度，展現「上海

文化」標識度。 

 

五月 

 1 日，4 月底披露結束的上市公司 2017 年年報顯示，2017 年 3000 多家上市

公司淨利潤總額首次突破 3 萬億元大關，業績增速達 19.12%，為近年最高。

鑒於目前整體股價都比較低，滬深股市平均市盈率降到歷史最低區域，股

市具有極高的投資價值。 

 10 日，以「中國品牌 世界共用」為主題的首屆中國自主品牌博覽會在上海

展覽中心開幕。50 餘個代表團、600 多家國內知名品牌企業、100 多家創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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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中小企業和 20 多個品牌服務機構集中展示我國自主品牌的魅力。本次系

列活動為期 3 天，設置中央展區、地方展區、品牌服務展區等三大展區。

上海館是本屆博覽會面積最大的展館，按「上海服務」「上海製造」「上海

購物」「上海文化」和「上海科創」五大板塊佈局，演繹上海品牌特別是「四

大品牌」的品牌精神。 

 2018 年中國品牌日活動在上海開幕。國務院總理李克強作重要批示，指出：

加強品牌建設，增加優質供給，是實現高品質發展、更好滿足人民群眾對

美好生活需要的重要內容。國務院副總理胡春華出席首屆中國自主品牌博

覽會開幕式，宣佈開幕，並巡視了中央企業整體形象展示區和上海市展區

等。之後，胡春華出席中國品牌發展國際論壇並致辭。 

 14 日，博鼇亞洲論壇期間，我國宣佈一系列擴大金融業對外開放的新舉措，

上海抓緊推進落實，在六個方面先行先試：包括銀行業、證券業、保險業、

金融市場對外開放，拓展 FT 帳戶的功能和使用範圍，以及銀行卡清算機構

和非銀行機制的市場准入。 

 19 日，2018 年上海科技節在上海科技館正式啟動並持續 8 天，本屆科技節

主題為「萬眾創新——向具有全球影響力的科技創新中心進軍」，全市 143

所高校、科研院所重點實驗室向公眾開放，與大家一起感受科技的魅力。在

開幕式上，為上海科創中心建設展默默奉獻的 20 位科學家走上紅毯，接受

鮮花與掌聲。 

 23 日，文化和旅遊部、工業和資訊化部發佈第一批國家傳統工藝振興目錄，

南翔小籠饅頭、六神丸、周虎臣毛筆、曹素功墨錠等上海 19 項傳統製作工

藝入選。 

 26 日，「上海論壇 2018」年會在復旦大學開幕。本次論壇的主題為「變動世

界中的亞洲責任」。本次論壇分為「全球治理」「生態治理」「公共安全」「社

會治理」「科技創新」和「文化文明」六個板塊，共有 13 場圓桌，14 場子

論壇，議題涉及大國關係、「一帶一路」、人工智慧、綠色治理、綠色金融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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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數位健康、老齡化應對、極地開發與治理等亞洲乃至全球共同關注的話

題。 

 

六月 

 1 日，長三角地區主要領導座談會在上海召開。會議認真貫徹習近平總書記

關於長三角地區一體化發展的重要指示精神，以「聚焦高品質，聚力一體化」

為主題，全面分析了新時代長三角地區一體化發展的新內涵新要求，圍繞長

三角地區實現更高品質的一體化發展要求，著重就做好規劃對接、加強戰略

協同、深化專題合作、統一市場建設、創新合作機制等方面進行深入討論，

審議並原則同意《長三角地區一體化發展三年行動計畫（2018-2020 年）》

和《長三角地區合作近期工作要點》。 

 6 日，2018 年上海市電子商務發展聯席會議召開，2017 年，全市實現電子

商務交易額 2.4 萬億元，同比增長 21.0%，佔全國比重為 11.6%，已連續 6

年保持 20%以上高速增長。其中，商品類網購交易額達到 3674 億元，相當

於全年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的 31%，20 家上海企業獲評國家級電子商務示

範企業，在全國省市排名第一。2018 年則爭取實現電子商務交易總額達 2.85

萬億，同比增長 20%；網路購物交易額力爭超過 1 萬億元，同比增長實現

30%。 

 14 日，「2018 陸家嘴論壇」在浦東香格里拉酒店開幕。本屆論壇主題為「邁

入新時代的上海國際金融中心建設」，全球金融機構、企業領袖以及知名專

家學者齊聚上海展開深入探討。論壇舉行兩天，共有六場全體大會和兩場專

場論壇，聚焦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思想與中國金融發展、經濟全球

化下的世界經濟增長與金融治理體系建設、深化金融改革開放與防控金融風

險、「一帶一路」建設及世界級城市群建設中的金融合作等世界和中國的熱

點問題，希望為世界經濟的可持續增長和金融穩定發展提出具有啟迪意義的

思路和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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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 日，第 21 屆上海國際電影節開幕，本屆電影節以光和影築就全民盛宴，

助力「上海文化」品牌建設。電影節面向全球的參賽參展征片，收到來自

108 個國家和地區的 3,447部影片報名。電影節期間，還將成立 「一帶一路」

電影節聯盟，創辦 「一帶一路」電影周。 

 22 日，《上海經濟年鑒·2018》（第 34 卷）出版發行。該書由市政府發展研

究中心編撰，全書分為綜合經濟、產業經濟、地區經濟、城市建設和社會事

業五個部分，記載了 2017 年全市經濟運行總體平穩、穩中向好、好於預期

的發展態勢。該書對上年度本市在建設「一帶一路」橋頭堡、加強科創中心

建設、打造生態宜居城市、加快國際金融中心集聚效應等方面新進展都作了

全面記述。 

 27 日，中共上海市第十一屆委員會第四次全體會議在世博中心舉行。全會

審議並通過《中共上海市委關於面向全球面向未來提升上海城市能級和核心

競爭力的意見》。提出到 2035 年，把上海基本建成與我國綜合國力和國際地

位相匹配的卓越全球城市，令人嚮往的創新之城、人文之城、生態之城，具

有世界影響力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國際大都市，具有全球影響力世界級城市群

的核心引領城市。 

 

七月 

 10 日，2018「新華·波羅的海國際航運中心發展指數」在滬發佈，新加坡、

香港、倫敦位列全球國際航運中心前三，上海排名提升一位至第四，亞洲航

運中心崛起趨勢愈加明顯。根據《上海國際航運中心建設三年行動計畫

（2018-2020）》，到 2020 年，上海將基本建成航運資源高度集聚、航運服務

功能健全、航運市場環境優良、現代物流服務高效、具有全球航運資源配置

能力的國際航運中心。 

 10 日，上海市進一步擴大開放推進大會舉行。市委書記李強強調，上海應

開放而生、因開放而興，堅持開放立市、開放興市。貫徹落實國家進一步擴

大開放重大舉措、加快建立開放型經濟新體制行動方案明確了 5 個方面、20



滬港大事年記：上海 34 

項任務、100 條舉措。在「上海擴大開放 100 條」中，金融領域對外開放舉

措佔 32 條。 

 11 日，2018 年中國航海日論壇在滬開幕，主題為「航海新時代 絲路再出

發」，由上海市國際航運中心建設工作推進小組、中國航海學會與交通運輸

部水運科學研究所主辦。上港集團、中遠海運集團與「一帶一路」沿線的港

航企業和機構發出四點倡議：以設施聯通推進港航多層次合作，以貿易暢通

促進港航深度聯動，以資訊互通推進港航無縫銜接，以科技創新推進港航可

持續發展。交通運輸部與上海市政府簽署《關於深化上海綜合交通運輸體系

發展 加快推進上海國際航運中心建設 2018—2020 合作協定》。 

 11 日，2017 年上海金融景氣指數在滬發佈。本年度上海金融景氣指數穩中

有升，繼續保持良好發展態勢。結果顯示，2017 年上海金融景氣指數達 5,399

點，較上一年增長 432 點，增幅達 8.7%。金融業整體處於正常趨緩狀態，

發展狀態正常。其中金融人才，金融國際化，金融生態環境處於正常趨漲狀

態，而金融市場，金融機構，金融創新則處於正常趨緩狀態。 

 17 日，《上海改革開放 40 年民生成就專題系列報告》在滬發佈。報告顯示，

2017 年上海人均可支配收入 58,988 元，排名全國第一。2017 年，上海城鎮

和農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別達到 62,596 元和 27,825 元，分別是 1978

年的 154 倍和 96 倍，年均增長 13.8%和 12.4%；扣除價格等因素，實際分

別增長 20 倍和 12 倍，年均實際增長 7.9%和 6.6%。 

 18 日，市政府新聞發佈會發佈，上半年上海經濟運行總體平穩，第三產業

增加值比重接近七成，上半年全市生產總值 15,558.15 億元，按可比價格計

算，比去年同期增長 6.9%。全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32,612 元，比去年同

期名義增長 9.1%，扣除價格因素，實際增長 7.5%，增速比去年同期提高 0.9

個百分點，且高於全市生產總值增幅。 

 24 日，副市長翁鐵慧等相關部門領導在市政府新聞發佈會上對《關於推進

健康服務業高品質發展 加快建設一流醫學中心城市的若干意見》（上海「健

康服務業 50 條」）進行了介紹和詳細解讀。該意見抓准健康醫療、健康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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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保險三大重點領域，以 50 條實質性舉措，形成政策聚焦，力求重點突

破，分門別類明確未來產業發展的主要方向和配套措施，出實招、求實效，

並提出到 2035 年分三步走的目標任務。 

 

八月 

 9 日，上海海事法院召開新聞發佈會，專題通報涉「一帶一路」海事審判情

況及十大典型案例。這次發佈的白皮書是全國首份專題涉及「一帶一路」海

事審判工作的白皮書。3 年來上海海事法院共受理涉「一帶一路」案件 308

件，涉案標的總額人民幣 7.1 億元。涉及案件較多的國家包括韓國、印尼和

菲律賓等。在案件類型上，海上貨物運輸糾紛最為多發。 

 9 日，市委書記李強專題調研半導體產業發展情況，實地察看積體電路企

業，主持召開座談會深入瞭解產業發展態勢並聽取企業意見建議。李強指

出，積體電路具有戰略性、基礎性，要把積體電路作為打響「上海製造」品

牌的重點所在、科創中心建設的關鍵核心領域，立足上海實際，厚植產業優

勢，全力突破核心關鍵技術，真正把積體電路打造成為 「上海製造」的重

要代表。 

 11 日，第六屆上海國際芭蕾舞比賽在上海國際舞蹈中心落幕，經過 9 天的

角逐，中國選手史越、敖定雯分獲成人組男女金獎，女子少年組金獎則由中

國的李偲旖摘得，比賽最高獎項「大獎」空缺。 

 15 日，以「我愛讀書、我愛生活」為主題的 2018 上海書展暨「書香中國」

上海周正式拉開帷幕，市委書記李強在上海書展主會場察看主題圖書展示、

瞭解閱讀活動情況。今年書展各項閱讀活動超過 1150場，15 萬種圖書與觀

眾見面。書展組織方精選出 500 種首發圖書和 200 場首發活動重點推介。 

 20 日，全國首個金融法院，上海金融法院正式揭牌成立。上海市委書記李

強和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王東明為上海金融法院成立揭牌。上海金融法

院將對標國際最高標準，進一步提高金融審判專業化水準，提升金融審判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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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和司法公信力，助力上海實現國際金融中心的戰略目標。網路借貸、互聯

網股權眾籌等新型金融民商事糾紛亦首次納入金融法院的管轄範圍。 

 24 日，以「科普——讓生活更美好」為主題的第五屆上海國際科普產品博

覽會，在上海展覽中心開幕。本屆博覽會展期四天，展品數量 3500 餘件，

參觀人數 12.5 萬人次，現場交易額近 1,200 萬人民幣，意向交易額突破 1

億元人民幣。 

 27 日，上海「16 至 65 周歲人口終身學習狀況報告」首次發佈，由上海市教

育科學研究院、華東師範大學等單位組成的調查專案組，在全國首次建構了

成人終身學習需求與能力的監測指標體系。該體系既包括國際通用指標，也

包括指向上海本土問題解決的特定指標。調查顯示 56-65 歲市民最愛學習，

上海市民在終身學習能力方面還有很大的提升空間，與發達國家仍有不小差

距。 

 30 日，中共上海市第十一屆委員會第五次全體會議在上海展覽中心召開。

全會審議了《上海市機構改革方案（草案）》，同意上報黨中央審批。 

 

九月 

 4 日，上海市依法治市領導小組舉行會議。市委書記、市依法治市領導小組

組長李強主持會議並講話。會議指出，法治環境是一個地區重要的軟實力之

一，要抓好重點環節，努力使法治成為上海核心競爭力的重要標誌。科學立

法要抓牢提高品質，嚴格執法要聚焦有效實施，公正司法要抓住深化改革，

全民守法要抓住領導幹部。 

 5 日，2018（第七屆）上海崇明生態島國際論壇開幕。本屆論壇以「生態優

先 綠色發展——高品質建設崇明世界級生態島」為主題，是 2016 年崇明確

立世界級生態島建設目標以來舉辦的首次論壇。論壇還設有 2 場分論壇(生

態系統分論壇和都市現代農業分論壇)、鄉村振興區長諮詢會以及 5 場專題

論壇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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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日，在市政府新聞發佈會上，上海市旅遊局局長徐未晚介紹了《關於促進

上海旅遊高品質發展加快建成世界著名旅遊城市的若干意見》編制情況。《意

見》由總體要求、打造更具吸引力的旅遊目的地、推動上海旅遊轉型升級等

6 方面 30 條構成，簡稱為「上海旅遊 30 條」。並提出兩個階段性目標：到

2020 年，上海入境旅遊人數達 1,000 萬人次，旅遊總收入超 6,000 億元；到

2035 年，上海入境旅遊人數達 1,400 萬人次，將上海建成高品質的世界著名

旅遊城市。 

 7 日，上海社會科學院成立 60 周年大會暨第四屆世界中國學貢獻獎頒獎儀

式舉行。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蔡昉出席並致辭。上海市委常委、宣傳部部

長周慧琳出席並講話。 

 14 日，上海市品質大會在滬召開。市長應勇頒發 2017 年度上海市市長品質

獎，並與副市長許昆林等共同頒發上海市品質金獎。上海電力設計院有限公

司、上海振華重工（集團）股份有限公司總裁黃慶豐獲市長品質獎。上海市

政工程設計研究總院（集團）有限公司、銀行間市場清算所股份有限公司等

8 家單位和盧奕、華建剛等兩位個人獲市品質金獎。 

 17 日，2018 世界人工智慧大會在上海徐匯西岸藝術中心開幕。本屆大會為

期三天。30 多場主題論壇、150 多家前沿企業、200 多位全球人工智慧領域

最具影響力的科學家、企業家以及政府重要領導人，以「人工智慧賦能新時

代」為主題進行高端對話。國家主席習近平致信祝賀大會開幕。國務院副總

理劉鶴出席開幕式並講話，上海市委書記李強宣讀賀信並致辭，全國政協副

主席徐匡迪，工業和資訊化部部長苗圩出席，上海市長應勇主持。大會應用

體驗區專設 AI+交通、健康、教育、金融、零售等七個未來智慧生活星球，

觀眾可以親身體驗智慧城市給生活帶來的便利。 

 21 日，2018-2022 年上海五年立法規劃發佈。本次規劃分為正式專案、預備

專案和調研專案三類， 5 年立法規劃 123 件，正式專案 49 件，預備專案 26

件，調研專案 48 件。並將關注「六大主題」：加強民主政治建設， 創新社

會治理和改善民生，加強國際文化大都市建設，推進生態文明建設，提高超

大城市建設、管理、安全水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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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21 日，國家副主席王岐山在江蘇和上海調研。他強調，要以習近平新時

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為指導，全面貫徹新發展理念，深入實施創新驅動

發展戰略，在擴大開放中推動科技創新再上新臺階。在滬期間，王岐山來到

中科院上海光學精密機械研究所、上汽集團等，考察科學研究、技術創新、

市場經營、中外合作等情況。 

 26 日，「勇立潮頭——上海市慶祝改革開放 40 周年」大型主題展覽在上海

展覽中心開幕。本次展覽分為序篇、負重前行謀突破（1978-1990）、實現跨

越當「龍頭」（1990-2012）、闊步邁進新時代（2012-2017）、改革開放再出

發（2017-2035）五個篇章，採用大量案例和攝影作品，集中展示上海改革

開放四十年特別是十八大以來的光輝歷程、偉大成就和寶貴經驗。 

 30 日，上海市政府舉行 2018 年 「上海市榮譽市民」稱號、「白玉蘭榮譽獎」

頒授儀式，日本籍人士藤本道生獲「上海市榮譽市民」稱號，愛爾蘭籍人士

派特裡克·萊特維奇等 10 人獲「白玉蘭榮譽獎」。市長應勇為獲獎者及代表

頒授證章、證書，並會見「榮譽市民」。 

 

十月 

 3 日，上海市政府印發《上海市深化服務貿易創新發展試點實施意見》。上

海將通過實施「服務貿易潛力企業培育計畫」，分批培育 200 家「高端化、

國際化、品牌化」的服務貿易品牌企業、20 個具有行業引領優勢的服務貿

易示範區、20 個國際化的服務貿易公共服務平台，形成重點企業引領出海、

中小企業積極創新的發展格局，全力打響「上海服務」品牌。 

 9 日，《中國 （上海）自由貿易試驗區跨境服務貿易負面清單管理模式實施

辦法》《中國 （上海）自由貿易試驗區跨境服務貿易特別管理措施 （負面清

單） （2018 年）》正式發佈實施，標誌著自貿試驗區跨境服務貿易負面清單

管理模式的建立。該清單是全國第一張服務貿易領域負面清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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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青海省委書記王建軍，省長劉甯率領的青海省黨政代表團 10 月 9 日至 10

日在滬考察訪問。9 日下午，上海市委書記李強，市長應勇與青海省黨政代

表團舉行滬青對口支援合作座談會暨簽約儀式。座談會上，應勇和劉寧分別

介紹兩地經濟社會發展情況和對口支援情況，並代表雙方簽署兩省市加強對

口支援和重點領域合作框架協議。 

 12 日，長三角區域大氣污染防治協作小組第七次工作會議暨長三角區域水

污染防治協作小組第四次工作會議在滬召開。會議審議通過《長三角區域大

氣污染防治協作小組工作章程》（修訂草案）和《長三角區域水污染防治協

作小組工作章程》（修訂草案），重點部署區域秋冬季大氣污染綜合治理攻堅

行動和重污染天氣應急聯動等工作。 

 16 日，上海政務「一網通辦」總門戶正式上線。市委書記李強，市委副書

記、市長應勇在上海市大資料中心調研「一網通辦」工作，出席「一網通辦」

總門戶正式上線開通儀式。儀式上，李強開通上海政務「一網通辦」總門戶。

「一網通辦」以「中國上海」門戶網站為總門戶，以「市民雲」為移動端載

體，為公眾提供全面、規範、便捷的一體化政務服務。 

 18 日，由民建上海市委和中共徐匯區委聯合舉辦的「2018 上海中小企業發

展論壇」在上海漕河涇開發區現代服務企業總部園區舉行。本次論壇 以「激

發中小企業活力，提升城市核心競爭力」為主題。論壇發佈的「2018 年上

海中小微企業生存發展指數」為 64.86 分，與去年相比下降 1.2 分。 

 19 日，第二十屆中國上海國際藝術節正式開幕。市委書記李強出席開幕式，

文化和旅遊部部長雒樹剛致辭並宣佈開幕，市長應勇致辭。葉小綱交響神話 

《創世秘符》、紐約城市芭蕾舞團、楊麗萍 《春之祭》、西班牙瑪利亞·佩姬

舞團弗拉明戈舞劇 《我，卡門》等同時作為開幕演出與觀眾見面。至 22

日，45 台中外劇 （節）目將在主機板塊上演，還有 53 個國家與地區的 460

家機構參與的 12 個展覽，350 多項系列活動在上海和無錫、寧波、合肥等

陸續展開。本屆藝術節關鍵字是「2040」，20 指的是藝術節邁入第 20 個年

頭，40 則是慶祝改革開放 40 周年。 



滬港大事年記：上海 40 

 20 日，第三屆上海國際詩歌節在上海開幕，本次詩歌節主題為「詩和我的

故鄉」。中外詩人交流會暨 《上海文學》「第三屆上海國際詩歌節特刊」首

發式日前在上海作家協會舉行。丹麥詩人亨裡克·諾德布蘭德榮獲第二屆「金

玉蘭」詩歌大獎。 

 23 日，上海市統計部門公佈資料顯示上海經濟運行總體平穩，第三產業保

持較快增長。前三季度全市生產總值 23,656.69 億元，比去年同期增長 6.6%。

其中，第三產業增加值增長 8.2%，佔全市 GDP 的比重為 69.6%。1-8 月規

模以上工業企業實現利潤總額 2281.85 億元，同比增 9.6%，人均可支配收

入 48339 元，比去年同期名義增長 9.0%，實際增長 7.4%。上海海關關區實

現進出口 4.74 萬億元，比去年同期增長 7.8%。其中，出口 2.71 萬億元，增

長 5.1%；進口 2.03 萬億元，增長 11.7%。 

 28 日，第 30 次上海市市長國際企業家諮詢會議舉行，市長應勇在會上作題

為 《新時代、新起點、新作為——新形勢下上海高水準對外開放》的主題

報告。本次會議以「新時代、新起點、新作為——新形勢下上海高水準對外

開放」為主題，應勇在報告中指出上海過去的發展得益于開放，未來的發展

更加需要開放。上海開放的大門永遠不會關閉，只會越開越大。 

 世界頂尖科學家論壇在滴水湖開幕。包括 26 位諾貝爾獎得主在內的 37 位世

界頂尖科學家，17 位中國科學院、中國工程院院士，18 位中外傑出青年科

學家——代表著當今世界科學最頂級與最活躍的科學家群體，匯聚上海臨

港，共同探討光子科學、生命科學、創新藥研發與轉化醫學、腦科學與人工

智能等科學前沿課題，並發佈未來科技的前沿趨勢和熱點領域。 

 30 日，2018 浦江創新論壇在上海東郊賓館開幕。上海市委書記李強出席開

幕式並作主旨演講，科技部部長王志剛作主旨演講，上海市長應勇致辭。本

屆論壇將持續四天，主題為「新時代創新發展與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論壇

由「1+4+11」組成，即 1 場開幕式暨全體大會，4 場特別論壇，11 場圍繞創

業者、區域、金融、政策、產業、未來科學、文化等不同主題的專題論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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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月 

 2 日，世界銀行發佈《2019 營商環境報告》，中國在全球 190 個經濟體中位

列第 46 名，比去年上升 32 位，取得歷史最好名次。而作為世行評價中國營

商環境的兩個樣本城市之一，上海佔了 55%的權重。上海過去一年在優化

營商環境中付出的努力，為提升中國的排名和評分，作出積極貢獻。 

 4 日，上海市委市政府發佈《關於全面提升民營經濟活力大力促進民營經濟

健康發展的若干意見》（促進民營經濟健康發展「27 條」），意見從進一步降

低民營企業經營成本、營造公平的市場環境、提升民營企業核心競爭力等七

個方面共二十七條對進一步助推民營經濟發展作了部署：降低「四項成本」

減輕企業負擔，打破「捲簾門」、「玻璃門」、「旋轉門」，「五個支撐」為核心

競爭力提升創造條件，「三個 100 億」緩解融資難融資貴。 

 5 日，首屆中國國際進口博覽會——世界上首個以進口為主題的大型國家級

展會在上海國家會展中心啟幕。本屆博覽會於 11 月 5 日至 10 日舉行。全球

172 個國家、地區和國際組織參會，3,600 多家企業參展，5,000 多款產品首

次在中國亮相，超 40 萬名境內外採購商到會洽談採購，4,100 多名記者參會

報導。國家主席習近平出席開幕式並發表題為《共建創新包容的開放型世界

經濟》的主旨演講，強調開放合作是增強國際經貿活力的重要動力，要共建

創新包容的開放型世界經濟。中國將在激發進口潛力、持續放寬市場准入、

營造國際一流營商環境等方面繼續加大推進力度、進一步擴大開放。並增設

中國上海自由貿易試驗區的新片區；在上海證券交易所設立科創板並試點註

冊制；支援長江三角洲區域一體化發展並上升為國家戰略。本屆進博會期間

累計進場客商和觀眾達 80 萬人；按一年計，累計意向成交 578.3 億美元。 

 6 日至 7 日，國家主席習近平在上海考察。習近平希望上海繼續當好全國改

革開放排頭兵、創新發展先行者，勇於挑最重的擔子、啃最難啃的骨頭，發

揮開路先鋒、示範引領、突破攻堅的作用，為全國改革發展作出更大貢獻。

習近平對上海提出五個方面工作要求：一是更好為全國改革發展大局服務；

二是推動經濟高品質發展；三是推動改革開放向縱深發展；四是深化社會治

理創新；五是提高黨的建設品質和水準。明確要求上海在三個方面「下功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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緊緊抓住「三個變革」，進一步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瞄準世界科技前沿，

使創新成為高品質發展的強大動能；把著力點放在實體經濟上，加快建設現

代化經濟體系。 

 11 日，市委、市政府召開上海市機構改革動員會，明確上海市機構改革的

任務書路線圖，對全面推進改革進行動員部署。機構改革後，上海共設置黨

政機構 63 個。其中，黨委機構 20 個，政府機構 43 個。市級機構改革工作

在 2018 年年底前基本落實到位。區級機構改革工作在 2019 年 3 月底前基本

落實到位。 

 12 日，資產管理總規模超 30 萬億美元、佔全球資產管理總規模約四成的資

產管理行業巨頭和專業服務機構齊聚上海陸家嘴金融城，宣佈成立全球資產

管理機構聯合會。全球第三大資管公司道富等 12 家世界重量級機構同步入

駐，標誌著上海進一步擴大開放在金融領域取得新的重大進展。 

 14 日，第十屆陸家嘴法治論壇在上海國際會議中心舉行。本次論壇的主題

是「國際商事爭端解決」，旨在探討如何通過建立訴訟、調解、仲裁有機銜

接的多元化糾紛解決機制，公正、專業、高效地解決國際商事糾紛，營造公

平、透明的法治化營商環境。司法部副部長劉振宇，上海市委政法委書記陳

寅，上海市政協副主席周漢民出席論壇並講話。 

 上海市政府發佈《關於加快本市高新技術企業發展的若干意見》。意見圍繞

「實施高新技術企業培育工程」、「提升高新技術企業創新能力」、「優化創新

政策環境」和「提升政府創新服務水準」四個方面，提出了 12 項政策措施。

預計到 2020 年，全市有效期內高新技術企業總量達到 1.5 萬家左右，營業

收入超過 3 萬億元，利潤總額達到 2,800 億元，研發費用投入超過 2,000 億

元。 

 26 日，作家何建明所著的 40 萬字大型報告文學《浦東史詩》由上海文藝出

版社出版，《浦東史詩》出版座談會暨贈書儀式在上海浦東新區舉行。《浦東

史詩》是第一部全景展現浦東開發開放歷程的長篇報告文學，以獨特的視

角、詳實的資料和生動的故事反映了浦東所取得的舉世矚目成就，凸顯了浦

東開發開放在中國改革開放歷程中的樣本意義與時代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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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 日，上海積體電路設計產業園正式揭牌，上海市政府與紫光集團有限公

司簽署戰略合作框架協定。市委書記李強對紫光集團等企業入駐上海積體電

路設計產業園並簽署相關合作協定表示歡迎。市長應勇為上海積體電路設計

產業園揭牌並見證簽約，對紫光集團等企業表示祝賀。 

 

十二月 

 2 日，2018 年中國海歸創業大會暨第六屆上海海歸人才創新創業大會在滬舉

行。市委副書記尹弘出席並講話。本次大會以「智匯長三角，共圓海創夢」

為主題，各界嘉賓共話實施長三角一體化發展國家戰略、加快推動人工智慧

產業發展等為海歸人才創新創業帶來的新機遇。 

 6 日，2018 上海智慧城市體驗周在世博博物館開幕。本次體驗周活動為期七

天，將圍繞「AI 時代的智慧城市」主題，聚焦智慧製造、工業互聯網、物

聯網、大資料、兩化融合等重點領域，凝聚各方行業專家智慧，加強上海智

慧城市建設的統籌規劃，形成產業發展合力，打響「上海製造」品牌。 

 11 日，首屆全球 IC 企業家大會暨第十六屆中國國際半導體博覽會在滬舉

行。受產業週期規律影響，全球積體電路行業近期增速放緩，與會企業家預

計明後年可能進一步陷入困難期。但長遠來看，積體電路行業在未來 10 年

會有翻番式增長。而上海也在把加快發展積體電路產業作為建設全球科創中

心的重要支撐和「上海製造」品牌的重要代表。工業和資訊化部副部長羅文，

上海市副市長吳清等人出席開幕式並致辭。 

 12 日，「2018 外灘金融上海國際股權投資論壇」在黃浦舉行。本次論壇主題

是「新機遇新思路新格局」，共設 4 個圓桌論壇，議題分別為「中國經濟新

風向：並購重組正當時」、「科創板，中國的『納斯達克』」、「數字經濟與 AI

共同構建未來」、「消費升級 vs消費降級還是消費分級」，參會嘉賓就近期熱

點話題進行觀點的交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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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日，由上海交通大學上海高級金融學院、中國金融研究院和國際金融家

論壇主辦的 2018 年上海金融論壇在滬舉行，本屆論壇聚焦「開放的中國金

融與世界」主題，來自全球的專家學者齊聚一堂，為金融與全球經濟增長中

的關鍵課題探尋新路徑。同時，由交大上海高級金融學院及中國金融研究院

聯合全球關注中國金融發展的機構與專業人士共同發起的國際金融家論壇

正式成立。 

 17 日，在上海金融服務實體經濟簽約儀式上，滬上 15 家金融機構與 15 家

民營企業當場簽約，共為 50 個實體經濟專案提供金融支援。中國工商銀行

上海市分行等金融機構將通過項目貸款、綜合授信、投貸聯動和債券承銷等

多種金融服務和產品，為 50 個實體經濟專案提供近 1,000 億元。簽約的民

營企業分別來自先進製造、航空航太、生物醫藥、人工智慧、新能源、新材

料、現代農業等多個實體經濟重要領域。 

 27 日，《上海年鑒（2018）》日前正式出版，系統記載了 2017 年上海城市的

自然、政治、經濟、文化、社會等方面情況。《上海年鑒（2018）》總計 150

萬字，設 48 個欄目、280 個分目、1755 個條目（包括資料條目 25 條），收

錄表格 199 張，圖片 437 幅，附主題索引、資料索引、表格索引、圖片索引。 

 28 日，中國共產黨上海市第十一屆委員會第六次全體會議在世博中心舉

行。全會審議通過《關於深入學習貫徹落實習近平總書記考察上海重要講話

精神奮力譜寫新時代上海改革發展新篇章的意見》和《中國共產黨上海市第

十一屆委員會第六次全體會議決議》。市委書記李強作工作報告，就《意見》

起草情況作說明並講話。市長應勇就貫徹落實中央經濟工作會議精神做好經

濟社會發展工作作具體部署。全會指出要做到五個「牢牢把握」：要牢牢把

握「四個放在」的工作基點、重要戰略機遇期的科學判斷、穩中求進的重大

原則、改革開放再出發的使命任務和富於創造的實踐要求。三項新的重大任

務連同進口博覽會，共同構成了上海推進改革開放的四大戰略支撐，是當前

和今後相當長一段時期的有力抓手。 



45 滬港年刊 2018 

 

香港 

一月 

 5 日，國務院根據行政長官林鄭月娥的提議和提名，公佈任命大律師鄭若驊

接替以私人理由請辭的袁國強出任律政司司長。 

 17 日，黃之鋒、岑敖暉及黃浩銘等 16 名人士，於 2014 年佔領旺角清場行

動中違反禁制令，被裁定刑事藐視法庭罪成。黃浩銘及黃之鋒分別被判處監

禁 4.5 個月及 3 個月，其餘人士被判處緩刑及罰款。 

 23 日，國際調查機構 Demographia 發表去年國際樓價負擔能力報告，本港

連續第八年成為樓價最難負擔的城市，樓價收入比率更創新高至 19.4 倍，

為歷年最高。 

 27 日，選舉主任因香港眾志意識形態為鼓吹港獨，有違基本法，裁定港島

區參選人香港眾志常務委員周庭參選立法會補選提名無效。 

 29 日，香港金管局公布，2017 年環球經濟表現理想，投資市場暢旺，外匯

基金全年投資收入創新高，賺 2,520 億元。 

 

二月 

 3 日，香港連續二十四年被美國傳統基金會評選為全球最自由的經濟體，在

「財政健康」、「營商自由」、「貿易自由」和「金融自由」等方面獲得全球最

高分。 

 5 日，東涌新市鎮擴展填海及前期工程進行動工典禮，是近年第一個填海造

地的新市鎮計劃， 預計於 2023 年完成。 

 6 日，被控衝擊政府總部東翼前地的黃之鋒、羅冠聰和周永康不服上訴庭改

判加刑，提出上訴。終審法院推翻上訴庭決定，維持原判毋須入獄，但認同

量刑指引，指法庭未來不會容忍涉及暴力的非法集結罪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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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日，一輛巴士於大埔懷疑超速入彎失控翻側，釀成 19 死 66 傷，為香港

歷來第二多人死亡的車禍。 

 13 日，2016 年立法會選舉期間，香港民族黨召集人陳浩天被取消參選資格，

原訟法庭裁決其選舉呈請敗訴。判辭確立選舉主任有權以參選人之政治主張

為由取消其參選資格。 

 20 日，香港迪士尼樂園公佈去年度業績，淨虧損為 3.45 億，連續三年虧損，

亦是自 2011 年以來最多。 

 28 日，財政司司長發表 2018/19 年度財政預算案，2017/18 財政年度盈餘逾

1380 億元，創歷史新高。財政司司長表示會用近四成盈餘與市民共享，包

括寬減薪俸稅上限三萬元、寬免四季差餉，及向領取綜援、生果金等市民派

「三糧」。 

 

三月 

 2 日，政府將在 2018/19 年財政年度開始，全面公布政府售地招標時所有競

投者的中標價錢。業界普遍歡迎，認為有助遏制盲目搶高地價的情況。 

 11 日，2018 年立法會補選舉行，填補香港島、九龍西和新界東及建築、測

量、都市規劃及園景界功能界別議席 4 個空缺。投票率為 43%，建制派及

民主派各取兩席。 

 16 日，長和系董事局主席李嘉誠正式宣佈於 5 月 10 日股東大會後退休，改

任集團資深顧問，其長子李澤鉅將接任主席。 

 16 日，政府向立法會提交《國歌法》本地立法文件，訂明公開及故意篡改

或貶損國歌即屬犯罪，最高罰款五萬元及監禁三年。 

 20 日，政府完成私人遊樂場地契約政策檢討，建議參考有助推動體育發展

而續約，並須於續約徵收三分一市值地價，批評指變相向私人體育會作七成

低價補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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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 日，有報導指聯合國一份調查報告認為香港成立公司手續簡易，有公司

涉嫌協助朝鮮突破國際制裁。政府發聲明表示，高度關注違反制裁令的可疑

事件及活動。 

 22 日，房委會推出新一期居屋共 4,431 個單位，派出共 2.4 萬份申請表，派

表數目較去年居屋推出時首日減少四成。 

 23 日，政府推出「關愛共享計劃」，向年滿 18 歲、無繳交薪俸稅、在港無

物業、無領取政府援助、持香港身分，通常居港的人發放 4,000 元現金津貼，

預料 280 萬人受惠。 

 24 日，以社會房屋為主題的扶貧委員會高峰會舉行，邀請參與社會房屋項

目的社福機構、社會企業和慈善團體的代表分享意見和經驗。 

 29 日，政府就取消強積金對沖定下初步方案，擬投放 172 億元在十二年過

渡期內向雇主提供雙層補貼，最快 2022 年透過積金易平台實施方案。 

 

四月 

 3 日，民航處就香港使用航拍機系統的規管展開公眾諮詢，擬按照無人機的

重量及其風險設立規管。 

 8 日，荷蘭王國首相馬克。呂特訪港兩日，並於禮賓府於署理行政長官張建

宗會面。呂特時首位訪港的荷蘭首相，張建宗表示熱烈歡迎，並強調香港會

與荷蘭商界合作，抓緊「一帶一路」建設和粵港澳大灣區發展帶來的龐大機

遇。 

 12 日，菲律賓總統杜特爾特私人訪港，就 2010 年馬尼拉人質事件正式道歉，

指發生有關事件是遺憾，希望以後不會發生同樣悲劇。 

 15 日，香港首次舉辦國家安全教育日，行政長官林鄭月娥表示以此為契機，

深入開展有關國家安全教育的宣傳，切實增強香港社會和國家安全的意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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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 日，立法會行管會決定不再追討早前被取消議員資格的梁國雄、劉小麗、

羅冠聰和姚松炎全部薪津，只要求私人歸還已預支營運資金、手提電話等資

本項目，金額由 19 萬至 31 萬不等。 

 25 日，無國界記者發表《2018 世界新聞自由報告》，香港排名 70，上升三

位。報告指香港過去一年甚少遭受暴力對待、多家網媒獲政府接受採訪，以

及有組織地抵抗干預。 

 26 日，土地供應專責小組正式展開為期五個月的「土地大辯論」，推出 18

個供應選項，包括發展棕地、利用私人新界農地儲備、整合佔地廣的康樂設

施等。 

 

五月 

 3 日，教育局局長證實，學校課程檢討專責小組將就整個課程設計提供意

見，包括通識教育科等不同科目內容及所佔時間進行討論和諮詢，研究取消

1 至 5**評級，只設「合格」與「不合格」，甚或剔出核心科。 

 3 日，機場航天城 2 期商業項目由新世界奪得 48 年發展及管理權，可建 377

萬平方呎樓面，總投資額 200 億元，打造一個集學習、探索及歷奇於一身的

國際化娛樂及零售新地標。 

 12 日，政府公佈第一季 GDP，按年增長 4.7%，為 2011年第二季以來新高，

亦是連續第六季高於過去 10 年平均每年 2.7%的趨勢增長率，反映環球經濟

維持普遍良好的勢頭，外部需求增長加快，同時勞工市場情況理想、營商氣

氛正面、內部需求亦有增強。 

 14 日，國家主席習近平首次表示支持香港成為國際創新科技中心，中央容

許資金跨境在香港使用。創新及科技局局長楊偉雄表示，將會繼續推出新政

策融合兩地科技界，為香港的大學、研發機構和科創產業帶來前所未有的新

機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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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 日，教育局公佈初中中國歷史科及歷史科的修訂課程大綱，內容包括不

再將香港發展史單列為獨立課題，而併入不同時期一同教授，並取消教授六

四事件及六七暴動。新課程大綱最快於 2020 年 9 月的中一級實施。 

 31 日，法官郭偉健裁定旺角騷亂案件 10 名被告暴動罪成，各人被判監兩年

四個月至四年三個月不等，以及判入教導所；強調保護公眾安全是法庭的壓

倒性責任、暴力行為在法治社會是不能容許。 

 

六月 

 3 日，行政長官表示教育是政府為未來最值得的投資，承諾每年投入 50 億

元教育新資源至由幼教到大學的各個教育範疇。 

 6 日，2016 年旺角騷亂案，「本土民主前線」時任發言人梁天琦因一項暴動

罪及一項襲警罪分別被判監禁六年和一年，兩項刑期同期執行。 

 7 日，全球高等教育分析機構 Quacquarelli Symonds（QS）公佈世界大學排

名，香港大學在亞洲地區排名第五；報告指香港高等教育體系優勢依然明

顯，港大、中大及科大均在學術聲譽方面獲得全球前 100 名。 

 8 日，香港作家、「文壇教父」劉以鬯在東區醫院辭世，享年 99 歲。 

 14 日，立法會以 40 票贊成、20 票反對、1 票棄權，通過《廣深港高鐵（一

地兩檢）條例》草案。 

 15 日，港鐵舉行閉幕傳媒簡報會，發布紅磡站鋼筋接駁位造假事件調查報

告，指紮鐵分判商泛迅建築稱按承建商要求剪短鋼筋。路政署收到有關消

息，認為有刑事成份並報警處理。 

 22 日，政府刊憲，《廣深港高鐵（一地兩檢）條例》正式成為法律。條例列

明，高鐵西九龍站內地口岸區及高鐵香港段營運中的客運列車均視為香港以

外、並處於內地之管轄範圍，行使內地法律實施管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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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 日，英國《泰晤士高等教育》公佈「2018 年亞太地區大學排名」，香港有

六所大學入榜，香港大學及科技大學分別升至第五位及第六位，中文大學升

至第十位。 

 29 日，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公佈六招房屋政策新措施，增加房屋供應。有關

措施旨在達到三個目標，包括令資助出售單位更可負擔、增加資助房屋單位

供應及加強支援過渡性房屋供應，和鼓勵一手私人住宅單位盡早推出市場。 

 

七月 

 3 日，環境局長聯同兩電代表在記者會交代兩電未來五年發展計畫，以及在

管制協議下電費調整幅度，兩電准許回報由 9.99% 下調至 8%。兩電未來電

費預計上漲，政府擬動用 87 億元公帑向每個住宅用戶提供 3,000 元作電費

補貼。 

 4 日，發展局公佈七月至九月買地計劃，合共推出五福住宅用地，分別位於

山頂、啟德、屯門及離島，提供約 1,850 伙，按季上升 2.7 倍，遠低於六年

來的平均季度供應，亦未有推出商業地及工業地項目。 

 5 日，經歷近四年司法覆核訴訟，終審法院裁定英國女同志 QT 被入境處拒

發簽證的政策屬性傾向歧視。 

 6 日，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出席香港國際機場啟用二十周年慶祝酒會，機場興

建第三條跑道，有信心香港能夠把握粵港澳大灣區的發展機遇。 

 9 日，食物及衛生局局長陳肇始表示醫療券在港大深圳醫院使用情況理想，

料將計劃擴展至大灣區其他醫院或診所，多年未能解決的兩地救護車互通安

排亦正進行磋商。 

 10 日，創辦多間學校的慈善家田家炳去世，享年 99 歲。多名教育界人士表

示哀悼，基金會將秉承其遺志，繼續為國家教育事業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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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日，房屋協會將準備清拆的香港仔漁光村 200 個已騰空的細單位翻新，

提供過渡性房屋舒緩基層居民住屋情況。 

 13 日，立法會財委會通過撥款 7 億 7,440 萬元資助擴展光纖網絡至 300 個偏

遠鄉村，惠及 17 萬名居民，是政府首次動用公帑擴展光纖網絡。 

 20 日，前特首曾蔭權就其公職人員行為失當罪上訴失敗，減刑至 12 個月，

須返回監獄繼續服刑，其後因感到不適轉到瑪麗醫院羈留病房留醫。 

 24 日，金管局及三間發鈔銀行推出 2018 香港新鈔票系列，同年 12 月 12 日

起流通。新鈔票首次採用直幅方式去配合主題的版面設計。 

 

八月 

 3 日，國務院宣佈取消「台港澳人員在內地就業許可」，台港澳人員在全國

各地工作均毋須申辦就業證。建制派議員對此舉表示歡迎，認為能夠鼓勵港

人如內地居民般自由選擇職業，亦可避免內地企業因手續繁複而拒絕招聘港

人。 

 6 日，大學聯招放榜，2018 年有 20,119 人獲學士學位取錄，八成獲派首三

志願，較去年高九個百分點。 

 7 日，運輸及房屋局公佈港鐵提交有關沙中線紅磡站工程報告有資料不乎及

嚴重偏差；警方重案組循偽造文書方向調查，並直言對相關管理層失去信

心，要求接觸有關人員職務。工程總監黃唯銘請辭即時生效，另外亦有三名

負責沙中線的總經理級人員離職。 

 13 日，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去信菲律賓總統杜特爾特，要求對方正式港人鄧

龍威 18 年前在菲律賓捲入販毒案案件。 

 14 日，香港外國記者會邀請「香港民族黨」召集人陳浩天演講。署理特首

張建宗批評講者明顯推動及宣揚「港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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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 日，國務院發布「港澳台居民居住證申領發放辦法」通知，港澳台居民 9

月 1 日起可申領「港澳台居民居住證」，有效期限為五年。在內地居住半年

以上的港澳台居民日後可享有與內地居民相同的公共服務和便利。 

 18 日，西九管理局昨宣佈，由於總承建商母公司新昌集團面臨嚴重財務困

難，新昌營造面臨破產，因此即日解除與新昌的工程合約，在覓得新承建商

及管理公司，M+ 工地將暫時灌迷。。 

 31 日，奧地利共和國總理塞巴斯蒂安。庫爾茨訪港，在禮賓府與行政長官

林鄭月娥會面。香港和奧地利簽訂合作備忘錄，期望進一步推動兩地在發展

智慧城市及文化藝術的設施和氛圍。 

 

九月 

 4 日，《廣深港高鐵（一地兩檢）條例》正式實施，中國內地人員即日開始

在西九龍站內地口岸區工作。運輸及房屋局局長陳帆及廣東省人民政府副秘

書長林積於西九龍站主持內地口岸區啟用儀式。 

 14 日，2014 年佔領運動期間，因在旺角執勤時傷人的退休警司朱經緯，被

高等法院法駁回襲擊致造成身體傷害罪的上訴，維持判囚三個月。 

 16 日，超強颱風山竹襲港，天文台發出十號颶風信號，山竹最高風力一度

達每小時 250 公里，為本港有史以來最強颱風。山竹在各區造成嚴重破壞，

多處出現海水倒灌、大量樹木倒塌阻塞馬路，300 多人受傷。 

 23 日，廣深港高速鐵路香港段通車，首班車早上七時於西九龍站開出。行

政長官林鄭月娥、兩名政協副主席董建華及梁振英、港澳辦主任張曉明等人

主持通車儀式，其後登上「動感號」高鐵列車直達廣州南站。 

 23 日，「光纖之父」、前香港中文大學校長高錕離世，享年 84 歲。高錕研發

光纖科技為全球通訊科技帶來劃時代突破，中文大學設弔唁區讓公眾悼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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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 日，政府在憲報刊登號外公告，保安局居住行使《社團條例》權力，禁

止「香港民族黨」運作，任何人自稱幹事或成員、參與集會或向其付款、給

予援助等皆屬違法。 

 27 日，匯豐十二年來首次宣布加 P 息 0.125 厘，香港區行政總裁表示本港利

率正常化的周期已經啟動，相信本港已準備就緒加息。財政司司長陳茂波警

告香港超低息環境將成過去，加上一手供應大幅增加，會為樓價帶來下行壓

力。 

 28 日，政府深夜公佈在大幅放寬沉降上限的前提下，同意港鐵恢復會展站

挖掘工程。屋宇署及路政署確認現時受影響的私人樓宇結構安全，路政署亦

確認其她構築物、公用設施、道路結構及運作安全。 

 

十月 

 4 日，恒生指數被美國道瓊斯工業平均指數超越，是自 2003 年 4 月 28 日以

來首次。道指及恒指近年走勢不再像以往般同步，恒指較多受內地企業及國

策影響，經濟越漸依賴中國市場。 

 8 日，外國記者會、香港記者協會、獨立評論人協會、國際記協聯會、大專

新聞教育工作者區會及無國界記者到政府總部請願，要求政府交代外國記者

會副主席馬凱被拒絕續發工作簽證的原因。 

 10 日，行政長官林鄭月娥發表新一年度施政報告，推出 244 項新措施，主

要以房屋土地政策為主，包括「明日大嶼願景」人工島計劃，以及全面禁止

電子煙。 

 18 日，入境事務處公佈全新的智能身份證換領計劃，市民分階段需到換領

中心換證。新證加入九個防偽特徵，晶片加入數碼相片和性別，有助配合金

融機構推出容貌辨識服務及簡化醫護人員輸入資料的程序。 

 18 日，世界經濟論壇（WEF）公佈 2018 年度全球競爭力報告，香港排名全

球第七，在亞太區排名第三，僅次於新加坡及日本。報告指香港較缺乏創新

能力，全球排名僅第 26 位，勞動市場效率亦較遜於新加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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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 日，《施政報告》提出與非政府機構合作推出試行計劃，鼓勵香港青年善

用大灣區創新創業基地。香港青年北上創業，可獲六個月免租，更可獲協助

申請牌照及在內地註冊公司等，試驗計劃為期三至六個月。 

 20 日，新鴻基地產前主席及帝國集團創辦人郭炳湘在昏迷兩個月後於港安

醫院逝世，終年 68 歲。 

 23 日，港珠澳大橋通車儀式於珠海舉行，習近平、韓正、林鄭月娥、崔世

安等人出席儀式，翌日，港珠澳大橋正式通車，預計首日有三萬內地旅客訪

港，超過 100 架巴士接載 5,000 名乘客來香港口岸。有市民批評安排不周。 

 25 日，立法會三讀通過《2018 年僱傭（修訂）條例草案》，落實將男士侍產

假由三日延長至五日。 

 30 日，行政長官與行政會議批准恆生管理學院升格為大學，中、英文名稱

分別改為「香港恒生大學」及「The Hang Seng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現有五個學院，提供 17 個學士學位課程予 5,000 個全日制學生。 

 30 日，武俠小說作家查良鏞在養和醫院逝世，享年 94 歲。以筆名金庸創作

的多部武俠小說屢被拍成電影及電視劇，膾炙人口。 

 31 日，環境局將向立法會提交《2018 年廢物處置（都市固體廢物收費）（修

訂）條例草案》，以實施都市固體廢物收費，從而達至減廢減碳。 

 

十一月 

 1 日，運輸署公佈「免入息審查公共交通費用補貼計劃」，凡交通開支超出

400 元，八達通卡持有人可於指定八達通閱讀器拍卡領取津貼。 

 11 日，行政長官林鄭月娥等人率領港澳代表團訪問北京，出席慶祝國家改

革開放 40 年活動，林鄭月娥表示改革開放成就了香港成為國際金融中心，

認為香港既是受惠者、也是貢獻者。 

 12 日，房委會最新數據顯示，公屋輪候平均 5.5 年，為 18 年來新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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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日，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及澳門特首崔世安等人在北京與中共中央總書記

習近平和國務院副總理韓正會面。習近平表示中央充分肯定港澳在改革開放

進程中的作用和貢獻，發揮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14 日，香港政治家、「政壇教父」、前行政會議召集人鍾士元逝世，享年 101

歲。 

 15 日，美中經濟與安全審查委員會發表年度報告，指北京干預香港的情況

令人憂慮，建議美國商務部考慮將香港和中國內地視為同一個關稅區域地

位。特首林鄭月娥反駁報告失實。 

 19 日，政府公佈 2017 年香港貧窮人口達 138 萬，創近九年新高。政務司司

長預料貧窮數據將面對更大壓力。 

 20 日，2018 年 IMD 世界人才報告，香港排名下跌六級至第 18 位。在「投

資與發展人才」的排名由去年 24 位大幅下跌至 31 位、「吸引與留住人才」

由 11 位跌至 14 位、「人才準備度」由第 6 位跌至第 9 位。 

 25 日，立法會九龍西補選舉行，由陳凱欣當選。建制派首次在地區直選及

功能組別的議席都過半數，泛民主派失去分組點票否決權。 

 30 日，《2018 年應課稅品（修訂）條例》禁止向十八歲以下人士售賣和供應

酒類正式實施；衛生署控煙酒辦公室亦於即日執行新法例，規定任何人在業

務過程中無論是否涉及付款，均不可售賣和供應令人醺醉的酒類。 

 

十二月 

 5 日，英國市場研究機構「歐睿國際」公佈 2018 年「全球 100 個城市目的

地」，香港連續八年榮登榜首。 

 6 日，民政事務局前局長何志平被控賄賂非洲官員案，在美國紐約南區聯邦

地區法院被裁定罪名成立，八條控罪中有七條罪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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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日，政府新聞處在香港歷史博物館舉行「飛躍四十載：同發展。共繁榮」

展覽揭幕，慶祝中國改革開放四十周年，以及回顧香港在當中的角色。 

 12 日，首批 2018 年一千元鈔票正式流通，新一批一千元鈔票首批印製量為

9,000 萬張，約為流通量四成。 

 13 日，高等法院裁定「一地兩檢」合乎憲法，人大的決定對香港有約束力，

設立內地口岸區體現高度自治。 

 16 日，20 個被納入香港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作名錄的項目在北京展出，旨

在展現香港豐富多樣的傳統文化，由正值訪京述職的特首林鄭月娥主持開幕

禮。 

 16 日，財政司司長陳茂波發表網誌，2018 年訪港旅客人數持續增加，10 月

已超過 580 萬人次，預計全年總旅客量超過 6,000 萬人次，打破 2014 年歷

來最高紀錄。 

 21 日，運輸及房屋局公佈《長遠房屋策略》報告，政府調整供應房屋比例

由 6:4 調整至 7:3，即公營房屋供應目標為 31 萬 5 千個單位、私營房屋供應

目標為 13 萬 5 千個單位。 

 23 日，香港警務處新成立的鐵路應變部隊首日投入運作，加強鐵路系統的

反恐能力，部隊一共有 34 人，包括 1 名督察、1 名警署警長、8 名警長及

24 名警員，部分成員有機場特警、飛虎隊及反恐特勤隊經驗。 

 29 日，政府公佈 2018 至 19 財政年度第四季度賣地計劃，預料推出四幅住

宅地，合計興建 1,860 個私人單位，連同其他土地供應來源，共涉及 3,950

伙。全年四個季度較供應目標相差約 23%，即近五個年度以來首次不達標。 

 31 日，政府公佈土地供應專責小組報告，建議政府有限研究及推行三個短

中期及五個中長期土地供應選項，大約可提供 3,235 公頃土地。 

 31 日，政府擬訂立全新的《動物福利法》，以取代現行《防止殘酷對待動物

條例》，新法例引入「照顧者責任」，棄養動物即屬違法，並規定照顧者須為

動物提供合適環境及飼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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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第 5 期，頁 48-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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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琳琳（2018）。〈上海自貿區跨境服務貿易負面清單制定的法律問題〉。《國際商

務研究》，第 1 期，頁 86-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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濟研究》，第 2 期，頁 81-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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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 》，第 1 期，頁 138-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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葉亞飛、石建勳（2018）。〈人民幣國際化進程中的貨幣替代效應研究——以香港

地區離岸人民幣為例〉。《經濟問題》，第 3 期。 

鄒新陽、鄧瑤（2018）。〈滬港通對滬港兩市波動性的影響——基於 GARCH 模型

的實證分析〉。《當代金融研究》，第 1 期。 

關紅玲、吳玉波、宋媚婷、張珂（2018）。〈粵港澳大灣區“9+2”城市創新科技關

鍵因素比較分析〉。《港澳研究》，第 1 期。 

陳廣漢、劉洋（2018）。〈從「前店後廠」到粵港澳大灣區〉。《國際經貿探索》，

第 11 期。 

馬光明、任穎、郭東方（2018）。〈跨境貿易人民幣結算比重影響因素的實證研究〉。

《世界經濟與政治論壇》，第 1 期。 

 

歷史類 

上海 

方書生（2018）。〈1908—1948 年上海工業總產值再估算〉。《中國經濟史研究》，

第 5 期，頁 46-56。 

牟振宇（2018）。〈太平天國運動對上海土地市場的影響(1860-1869) 〉。《社會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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