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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在香港特別行政區成立二十五周年的時間節點，面對急劇變化的時代

背景，我們應如何展望與推動香港的未來發展？從2020年的「大灣區青年就業

計劃」、「大灣區青年創業資助計劃」到2021年的「北部都會區發展策略」，以

及與內地金融市場互聯互通的系列措施，香港的發展規劃已經前所未有地 

與「粵港澳大灣區」等中國全國發展規劃緊密扣連。粵港澳大灣區（以下簡稱

「大灣區」）規劃涵蓋了經濟、政治、民生、環保、文化等多個維度，其中對 

香港經濟產業的影響最廣受關注。本文提出，要分析大灣區時代香港的發展

前景，首先要把握大灣區作為一項國家發展策略的目標和發展方向，從中了

解香港的定位與功能。

我們認為，發揮香港在國家發展中的策略性作用是大灣區戰略的重要目

的，並以此作為本文的分析基礎。大灣區發展規劃旨在通過深化粵港澳區域

合作，整合不同城市的資源，發揮協同效應，使之成長為國際一流灣區。在

合作過程中，香港作為一個開放、發達的經濟體，將憑藉其獨特的制度和發

展經驗有力地促進珠三角的市場經濟體制改革與對外開放，帶動灣區經濟的

發展。與此同時，香港經濟也將受益於更深入的區域經濟整合，更好地實現

經濟結構的轉型，從而進一步提升發展持續性與國際競爭力。

一　粵港澳大灣區規劃的重點

「粵港澳大灣區」這一概念首見於2015年「一帶一路」倡議的綱領性文件〈推

動共建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願景與行動〉，並在2017年

的中央政府工作報告中首次被確認為一項國家戰略。報告提出，要「推動內地

超越「聯繫人」角色：
大灣區時代香港的發展機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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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港澳深化合作，研究制定大灣區城市群發展規劃，發揮港澳獨特優勢，提

升在國家經濟發展和對外開放中的地位與功能」1。顯然，在構思之初，大灣

區規劃的策略目的就是要更好利用港澳的特殊價值，藉此促進中國整體改革

開放；加強粵港澳合作是實現這一目標的途徑。

2017年7月，國家發展及改革委員會與粵港澳三地政府在香港共同簽署了

〈深化粵港澳合作　推進大灣區建設框架協議〉，為大灣區建設確立了合作的

目標、原則、重點領域與體制機制安排。及至2019年2月，中共中央、國務

院印發的〈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以下簡稱〈規劃綱要〉）則概述了大灣

區2019至2035年發展的戰略構想，包括各城市的角色與定位，以及七個發展

範疇的重點任務。總覽〈規劃綱要〉全文，大灣區規劃的重點可歸納為兩個方

面：擴大對外開放與促進區域協同發展。

（一）擴大對外開放

大灣區包括香港、澳門及廣東省珠江三角洲內的廣州、深圳、珠海、佛

山、東莞、中山、江門、惠州、肇慶九個城市組成的超大規模城市群（簡稱 

「9＋2」城市群）。其總面積約5.6萬平方公里，2020年的總人口超過8,600萬，

地區生產總值（GDP）高達16,688億美元2。「9＋2」城市群具備優越的自然條

件，人口規模、土地面積和經濟體量與三個成熟的國際灣區（東京灣區、紐約

灣區和舊金山灣區）相若，人流、物流量則遙遙領先，機場和港口貨物輸送量

甚至超過了其他三個灣區的總和（表1）。大灣區因而被媒體和學界譽為世界第

四大灣區3。

然而「灣區」並不單純是城市的機械組合，不能只依據經濟總量來衡量發

展水平。縱覽世界各個灣區的經濟發展歷史，以產業的持續轉型升級為主

線，灣區大致經歷了港口經濟、工業經濟、服務經濟、創新經濟四個發展階

段4。東京灣區、紐約灣區和舊金山灣區目前已邁向以知識、技術、制度為

主要驅動力的創新經濟，第三產業佔比均超過75%，且以金融業、先進製造業、 

科技行業等知識密集型產業為主要經濟支柱。另一方面，大灣區整體尚以工

業和進出口貿易為主，第三產業約佔66%，高端服務業發展仍然相對滯後，

製造業的附加值偏低5，人均GDP僅為三大灣區的五分之一到一半（表1）。

大灣區規劃的目標正是要充分釋放「9＋2」城市群的合作潛力，提升其國際競

爭力，將大灣區建設為名副其實的國際一流灣區。

灣區的發展本質上是全球要素不斷向灣區聚集的過程，也是灣區不斷走

向國際化的體現。灣區對世界高端要素的影響力是其核心競爭力的基礎6。

國際三大灣區通過聚集全球優質的人才、信息、資本、技術等創新要素與生

產要素，在全球科技創新、資源配置、產業布局中產生重大的影響力，成為

世界經濟的中樞與引擎7。對大灣區而言，香港、澳門擁有高度開放的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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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世界主要灣區指標比較，2020年

地區 粵港澳大灣區 舊金山灣區 紐約灣區 東京灣區

土地面積
（萬平方公里）

5.61 1.79 2.15 3.69

人口（百萬） 86.17 7.74* 19.22* 44.34

本地生產總值
（億美元）

16,792.6* 9,950.8* 18,611.5* 19,916.4#

人均生產總值
（美元）

23,116* 128,573* 96,853* 45,084#

機場客運量
（百萬人次）

101.5 25.8 40.8 40.8

機場貨運及
航空郵件量
（百萬噸）

7.66 1.06 1.78 2.72

港口貨櫃輸送
量（百萬標箱）

81.63 2.46 7.59 8.36*

第三產業佔
GDP比重（%）

66.1 75.0*△ 82.4*△ 75.9#

資料來源：香港貿易發展局：〈粵港澳大灣區統計數字〉，https://research.hktdc.com/tc/article/

MzYzMDE5NzQ5。

說明：（1）舊金山灣區包括環繞舊金山灣的九郡地區。紐約灣區（又稱「紐約大都會區」）包括紐約

（New York）、紐華克（Newark）、澤西（Jersey）和周邊的二十五郡。東京灣區包括東京都和周邊

七縣。（2）表格中的本地生產總值和人均生產總值以當時市價計算，美元價格以當年平均外匯兌

換率換算。標「＊」號的為2019年數，因其他灣區數據有滯後性，粵港澳大灣區採用2019年數據

以便於橫向比較；標「#」號的為2018年數；標「△」號的為估計數字。

經濟體系、發達的國際聯繫網絡，但珠三角地區的開放水平和國際要素吸引

力與之仍有較大差距。以〈規劃綱要〉提出的大灣區四大核心城市（香港、澳

門、深圳、廣州）之一的深圳為例，在2019年紐約、舊金山、聖何塞、東京、

香港、深圳六個灣區城市的比較中，深圳多項要素流動水平敬陪末座，綜合

得分（0.24分）落後於位居第三的香港（0.46分），不及排名第一的紐約（0.60分）

的一半（表2、表3）。因此，大灣區發展戰略的一個重點就是加快珠三角九市

的市場經濟體制改革與對外開放，在營商規則上進一步與港澳及國際接軌， 

表2　六大城市要素流動指數綜合得分，2019年

紐約 東京 香港 聖何塞 舊金山 深圳

指數綜合得分 0.60 0.54 0.46 0.42 0.39 0.24

資料來源：整理自王京生：〈世界四大灣區要素流動指數研究——基於紐約、舊金山、聖何塞、

東京、香港和深圳的比較分析〉，《深圳社會科學》，2020年第6期，頁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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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深圳與六大城市流動指數得分比較，2019年

人員流動 資金流動 物資流動 信息流動 流動環境 總得分

六大城市
均值

0.08 0.08 0.09 0.10 0.09 0.44

最高值 0.13
（紐約）

0.13
（東京）

0.17
（香港）

0.15
（東京）

0.14
（聖何塞）

0.60
（紐約）

深圳得分
值（排名）

0.03
（6）

0.04
（5）

0.11
（3）

0.04
（6）

0.02
（6）

0.24
（6）

資料來源：整理自王京生：〈世界四大灣區要素流動指數研究〉，頁10。

拓寬跨境投融資渠道，暢通信息交流和傳播，透過新的人才政策，促進全球

要素在大灣區的流動與匯集。

（二）促進區域協同發展

作為區域經濟發展的一種高級形態，灣區經濟強調區域內各個城市發揮

不同功能，整合不同城市的資源，從而產生協同效應，達致「1＋1＞2」的共

贏效果。經濟整合（economic integration）是實現區域經濟協同發展的主要途

徑。從1970年代末改革開放伊始，粵港澳區域經濟整合已經持續了數十年， 

從以粵港澳要素價格落差為動力自發形成的「前店後廠」的功能性整合，逐步

走向更高層次的制度性整合，即通過構建內地與香港、澳門《關於建立更緊密

經貿關係的安排》（CEPA）等政策安排，促進商品和生產要素的流動8。但過

往大灣區各城市政府間缺乏有效溝通與協作，相關政策的制訂實施緩慢，制

度性整合水平不高，未能充分釋放區域經濟發展的潛力。

首先，各城市的產業發展策略缺乏協調，導致城市功能部分重疊、產業

高度同質化，競爭激烈而合作不足9。以最有合作潛力的創新科技產業為

例，雖然「9＋2」城市在科技研發、技術轉化、產品製造等環節各有優勢，譬

如香港的金融體系較為完備、高端科研實力較強，深圳高新技術產業比較發

達，而廣州、東莞、惠州、佛山等市的製造業基礎牢固，但是區域內產業分

工尚未形成體系，跨城市合作、產學研（產業、學校、科研機構）合作仍不充

分，未能發揮相互促進、支撐的作用。2018年，大灣區內部跨城市專利合作

（即同一項專利由灣區內兩個及以上的城市共同研發申請）比率僅為0.95%，遠

低於世界其他三大灣區（3%至10%）bk。香港大學研究團隊2020至2021年問

卷調查和訪談顯示，儘管香港擁有科研優勢，但珠三角高新科技企業因為缺

乏相互了解、使用成本較高、技術與內地市場脫節等，很少使用香港的高新

科技、勞動力和生產性服務業bl。其次，港澳與珠三角城市之間的合作亦受

限於要素流動的障礙，其中又以人力資本流動為主要方面。研究發現，港澳

人力資本存量高，能夠提供優質的金融、會計、法律、建築等專業服務；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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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內地專業服務市場供不應求，但由於港澳專業資格多年以來未得到內地認

證等制度限制，雙方的供求關係未能有效匹配bm。這些問題構成了大灣區區

域內經濟合作的主要挑戰。

研究表明，主體間的多元性與差異性既是協同效應發生的基礎，也可能

對合作帶來負面影響，取決於是否有恰當的理論指導與管理戰略bn。大灣區

內部兩種制度、三個關稅區的客觀存在是其獨有的優勢，但如何適當應對制

度及文化差異也對區域合作構成了挑戰。三地政府需要更加積極、全面、深

入地溝通與合作，在保有「一國兩制」的優勢同時，提高經濟整合的水平。

二　國家發展尺度下香港獨特的策略性角色

粵港澳地區作為中國經濟發展與改革開放的前沿，向來受到中央的重點關

注。2008年12月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發布的〈珠江三角洲地區改革發展規

劃綱要（2008-2020年）〉是首份倡議粵港澳緊密合作的國家級區域發展規劃，

但其針對的主體僅包括珠三角九市，香港只是合作的對象。而前述於2019年

2月發布的〈規劃綱要〉則首次將香港納入規劃範圍內，意味着中央對香港提出

了更高的要求和期望，希望香港在粵港澳區域以至全國發展中扮演更積極的

角色。

（一）超越「聯繫人」

香港在中國的經濟格局中長期扮演着對外合作的中介人、聯繫人角色，

這一特殊定位與香港長期奉行的自由港政策共同構成香港經濟蓬勃發展的根

基。改革開放以來，香港作為通往中國的門戶，成為內地對外貿易、吸引外

資的主要平台，並且作為主要的投資者為內地引進了技術、人才、市場經濟

制度與管理經驗bo。二十一世紀頭十年，中國內地加入世界貿易體系、經濟

迅速發展，香港亦憑藉簡單稅制、市場開放、信息和資金流動自由、法制健

全等營商優勢，鞏固了國際金融、貿易與航運中心的地位。

面對持續發展的內地經濟與不斷變化的世界經貿格局，香港特區政府與

業界亦在強化自身的中介功能，發展高端、高增值服務業，並積極拓展新興

市場與豐富業務種類bp。譬如，2013年，時任香港特區行政長官梁振英正式

提出「超級聯繫人」的概念，旨在加強香港在中外經貿合作中的中介角色，針

對中國新的對外開放階段的需求，尤其是「一帶一路」倡議的機遇，開拓面向

傳統歐美市場外更廣闊國際市場的高增值專業服務bq。

〈規劃綱要〉對香港的角色有這樣的表述：「鞏固和提升國際金融、航運、

貿易中心和國際航空樞紐地位，強化全球離岸人民幣業務樞紐地位、國際資

產管理中心及風險管理中心功能，推動金融、商貿、物流、專業服務等向高

c191-202203032.indd   58c191-202203032.indd   58 30/5/2022   下午4:0730/5/2022   下午4:07



二十一世紀評論	 59

端高增值方向發展，大力發展創新及科技事業，培育新興產業，建設亞太區

國際法律及爭議解決服務中心。」br也就是說，香港一方面要提升傳統支柱產

業的國際競爭力，繼續作為溝通國內國外經貿往來的平台，發揮「超級聯繫

人」的功能，另一方面也要培育創科等優勢產業，為經濟持續發展增加新的 

動力。

但〈規劃綱要〉對香港的期待不僅於此，要求「依託香港、澳門作為自由開

放經濟體和廣東作為改革開放排頭兵的優勢，繼續深化改革、擴大開放，在

構建經濟高質量發展的體制機制方面走在全國前列、發揮示範引領作用」bs。

除資源整合外，區域協作過程必然涉及粵港澳三地的規則對接，經濟轉型、

產業升級也離不開制度的變革，其中港澳的制度安排與發展經驗對珠三角城

市有着重要的借鑒意義；珠三角九市在與港澳合作中積累的經驗又將為全國

新一輪改革開放發揮示範作用，這也是香港對國家發展的策略性價值所在。

（二）理解香港制度獨特性的價值

值得留意的是，社會上對於香港參與大灣區發展仍存有許多顧慮，譬如

香港人才向內地加速流動或會淘空香港的專業服務業，令服務業也趨於空心

化bt；發展大灣區不僅意味着要放鬆要素流動的邊界管制，還可能影響政治、 

法律、社會等制度與政策的設計。香港過往取得的經濟成就正是建基於自由

市場經濟、積極不干預政策、健全法治等制度優勢，區域的一體化是否會削

弱香港制度的獨特性，令香港向內地城市靠攏，最終「泯然眾人矣」？

這些顧慮無疑具有一定的實證基礎，但未必正確地預視未來的必然路徑。 

上述思路將大灣區戰略的目的，看作是要為中國建立一個高度發達的經濟區， 

又自然根據區域經濟學的理論，認為這就是要盡量消除香港與內地體制上的

差異與區隔，要求香港在各方面向內地體制靠攏，如此才可以實現制度的高

度統一協調，讓各類要素自由流動。我們認為這樣的看法忽視了歷史的啟

示，即香港對國家發展的最大價值正在於其自身制度的獨特性：「一國兩制」

政策下香港與內地制度的差異不是大灣區發展的阻礙，而是其獨有的優勢ck。

事實上，中央政府曾多番表示高度重視香港獨特的制度對於國家發展的

意義。國家主席習近平曾公開表示，「一國兩制」（及其背後體現的制度差異）

是港澳在內地改革開放中做出巨大貢獻的重要原因。除帶來資本與技術、引

入國際規則與發展經驗外，港澳人士深度參與了經濟特區的制度建設與事業

興辦，為全國的體制改革起到示範作用。他進一步指出，港澳在新一輪國家

改革開放過程中仍然具有特殊地位和獨特優勢，希望香港能夠繼續發揮不可

替代的作用cl。大灣區規劃是中國國家高層的決策，期以充分利用港澳推動

國家全面深化改革與進一步對外開放的策略性舉措，期望港澳在大灣區的平台 

促進珠三角城市完善市場經濟體制、接軌國際規則、擴大對外開放、建設創新

型經濟，進而為全國制度改革與開放型經濟的下一階段發展積累經驗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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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灣區的深度合作過程中，港澳與內地之間的制度差異便是激發其中

制度創新的重要來源cn。新制度主義理論指出，不同制度體系之間的差異會

在相互接觸中產生源源不斷的衝突和張力，這些緊張狀態將引發人們對習以

為常的制度的反思與改造co。如圖1所示，來自港澳與內地的組織或個人由於

根植於不同的社會、經濟、政治制度，擁有不同的價值、思維、習慣、利益， 

當他們溝通協作時，便會產生不同的行為主張，促使他們審視現行制度的不

足，並了解多種可能的制度安排，改革契機由此而生。細看相關文獻，可見

這個分析已反覆出現：「兩種制度」的共存是大灣區相對中國其他城市群甚 

至其他國際灣區的特殊優勢，建設大灣區的關鍵是要利用好第二種制度cp。

香港、澳門擁有高度開放、與國際接軌的制度體系，加強珠三角九市與港澳

之間的合作交流，在碰撞中激發思考與創造力，一方面將推動珠三角政府管

治思維與政策的變化，通過銜接港澳提高珠三角的開放度與國際化水平；另

一方面也將在民間引入新的思維、觀念、規範、商業模式等，激發經濟與社

會的發展活力。

圖1　制度差異促進制度創新

兩種制度共存 制度差異在合作中產生張力 制度創新

資料來源：作者繪製。

發現改革需求與
多種制度選擇

設計新制度

動員相關主體與

資源以實施改革

制度體系A

主體a的價值、
思維、習慣、
利益等

制度體系B

主體b的價值、
思維、習慣、
利益等

行為主張1

分歧與交流

行為主張2

三　大灣區時代香港的發展機遇

（一）合作共贏，突破瓶頸

區域間緊密合作為香港突破經濟增長與第三次結構轉型的瓶頸創造了難

得的機遇。香港自開埠以來經歷了兩次經濟轉型。1960年代，香港首先從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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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貿易港向工業化城市轉型。1970至1990年代，香港製造業向中國內地逐步

轉移，同時繼續發展設計、管理、營銷等服務功能，並大力發展轉口貿易、

服務貿易，使服務業取代傳統製造業成為主要產業。香港服務業的GDP佔比

自1990年代初便突破80%，2020年更高達93.5%cq。1990年代以來，世界經

濟已經開始從傳統經濟向知識型經濟轉型，許多國家已經建立起國家創新體

系，加強創新投入，而知識型經濟產業的發展也鞏固了這些國家的競爭力。

1996年，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國家的知識型經濟產業對GDP的貢獻

率已達到50%cr。特區政府自1990年代末提出數碼港、科學園等一系列發展

計劃以培育創科產業，試圖推動香港經濟結構進一步調整，但成效不彰 cs。

2007至2017年的十年間，雖然香港知識型行業的規模與就業人數持續增長，

但行業的GDP佔比一直徘徊於23.9%至27.2%，未能超越2007年的起始值

（27.2%）ct。

近年香港經濟的深層次矛盾逐漸浮現，經濟發展乏力、社會階層固化的

問題日益嚴峻。貿易及物流、金融服務、專業及工商業支援服務以及旅遊（合

稱「四大支柱產業」）是香港經濟發展的主要動力，文化及創意、教育、醫療、

環保、檢測和認證及創新科技（合稱「六項優勢產業」）被認為能夠推動香港經

濟結構多元化、走向知識型經濟，從2009年起得到政府認可及大力支持dk。

但在2008至2020年間，四大支柱產業的增加價值年均增長率僅為3.5%，遠低

於之前的增速，並且略低於本地GDP增速。六項優勢產業合計的GDP佔比亦

只由7.5%微升至9.5%dl。期間，金融與房地產依然成為香港經濟的主要驅動

力，但客觀的結果是廣大的中產階層和基層市民並未從中受益，香港亦成為

世界貧富差異最懸殊的城市之一dm。產業單一化、新優勢產業發展遲滯，使

得年輕人的就業選擇狹窄，向上流動愈發困難。

在此背景下，大灣區的規劃願景有望為香港經濟增添新的動力。一方面， 

中國更大規模、更深層次的對外合作以及內地市場的進一步開放，將為香港

傳統支柱產業開拓新的業務與市場。在「一帶一路」倡議下，中國與東南亞、

中亞、非洲等地區的經貿合作蓬勃，僅涉及的基建工程預計達萬億美元 dn。

另一方面，2022年1月1日生效的《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協定》（RCEP）將逐

步取消90%的貨物貿易關稅，釋放中國、日本、韓國、東盟、澳洲、新西蘭

之間的貿易潛力。這些境外項目與國際貿易活動將創造規模龐大的金融、 

物流、工商業支援服務的需求，帶動香港支柱產業的增長。此外，「債券通南

向通」do、地方政府境外發債、人民幣綠色債券等一系列措施，令香港金融界

受惠於高速增長的人民幣離岸業務，香港的人民幣離岸業務中心地位將會進

一步鞏固和發展dp。珠三角九市亦推出專業人士備案後直接執業、「港澳藥 

械通」dq等新政策，率先打破要素流動的障礙，向香港專業服務業開放廣闊的

內地市場dr。

香港與珠三角九市的產業合作將促進香港的產業多元化發展，有助知識

型經濟的發展進程。創科活動是知識型經濟發展的根本動力，在塑造生產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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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消費模式、經濟結構與組織之間聯繫協作等方面發揮重要作用ds。香港

擁有國際一流的大學和科研機構，上游的科技研發實力強勁，但由於人口市

場細小、產業價值鏈不完整，中游的應用研究和產品開發、下游的製造業都

很不足，因而未能有效地將科研成果轉化為社會性生產力dt。在創科產業鏈

中，下游的製造業是創新活動最為活躍的部門，透過轉化應用科技成果，對

上游科技研發發揮關鍵的支撐和促進作用。香港本地工業空心化，製造業的

GDP佔比長期徘徊在1%左右，拖慢了香港創科發展的步伐。2020年，香港創

科產業的增加價值所佔比重仍然只有1%。研究與發展投入不足是香港創科發

展的另一個主要制約因素。2020年香港本地研究與發展開支僅佔本地GDP的

0.99%，不僅遠低於英、美、日、韓等發達經濟體2%至5%的水平，也低於中

國內地的2.40%ek。

面對當前的局面，我們認為香港應當進一步加大科研投入、培養與廣納

研究專才、扶持初創企業，同時以高端製造業為主要方向推進再工業化，打

造完整的創科生態環境，為年輕人帶來向上流動性、在職培訓及多元化的就

業機會el。香港有足夠潛力成為醫療、生物科技、藥劑、電子等高科技產品

的製造與設計中心，開發智慧製造等高端工業技術來反哺食品、煙草、化工、 

紡織、鐘錶等傳統工業，促進產業升級em。與珠三角九市開展合作，既能紓

緩本港土地和人力資源的不足，亦可在較短時間內形成種類多元的研發— 

設計—製造產業鏈。香港科研機構與內地製造業和政府加強合作，能夠提高

科研成果產出速度及生產力的轉化效率en。以香港大學團隊研發的鼻噴式新

冠疫苗為例，該疫苗原型早於2020年便已研製完成，並於2021年7月完成一

期試驗。但由於缺乏來自藥企的投資支持，沒有本地疫苗工廠配合生產所需

實驗疫苗，且需要招募更大規模的人體對象作試驗，第二、三期臨牀試驗困

難重重，預期還需二至三年方能推出市場eo。若香港能夠建立本土的企業研

發中心及疫苗工廠，或港大團隊能順利與內地的藥企、疫苗工廠及醫院合

作，相信疫苗可以快速投入市場，挽救千萬生命，並創造巨額的財富價值。

（二）灣區合作進行時

近年中央、廣東省及港澳政府出台了多項支持大灣區金融、法律、專業

服務、創科等產業發展的政策，以及便利港澳居民在大灣區內地城市工作、

居住、學習的措施ep。2020至2021年，橫琴、前海、廣東省先後出台了便利 

香港建築及工程業界在大灣區開業執業的政策措施，以簡便的備案方式認可香 

港專業人士與機構的執業資格，並提供部分政府工程項目向港澳工程公司定向

招標eq。為便利香港法律從業者取得內地專業資格，2021年7月國家司法部首

次舉辦了大灣區律師執業考試，取得執業資格證書的香港律師可以在珠三角

九市內提供部分法律服務，吸引655名律師與大律師應考，並有450人考試合

格er。滙豐銀行於2021年2月成立「粵港澳大灣區業務部」，並於10月作為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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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試點銀行開通了「粵港澳大灣區跨境理財通」業務，發展面向內地的跨境投

資與貿易市場es。港商與專業界對「一帶一路」國家相關業務也表現出濃厚的

興趣，香港城市大學香港持續發展研究中心於2021至2022年舉辦的一系列探

討「一帶一路」倡議下香港投資者與專業人士發展機遇的工作坊，旨在加強香

港專業服務界別對境外經貿合作區的認識，以及深化境外經貿合作區相關人

士對香港專業服務優勢的了解，從而促進雙方交流與發掘合作新機會et。

2019年起，內地政府累計向香港大學及科研機構撥付了超過3.7億元人民

幣的研發經費fk。香港各大院校及公營機構在珠三角設立分校、醫院或分支

機構，並建立孵化中心網絡，培育本港初創企業。2021年8月，香港科學園與

香港科技大學簽署備忘錄，計劃於廣州南沙建立香港科學園廣州南沙孵化基

地fl。2021年1月，特區政府推出「大灣區青年就業計劃」，向有關企業按聘

用人數發放津貼，鼓勵企業聘請本地大學畢業生並派駐大灣區內地城市工作。 

在該計劃下，417間企業提供了約3,500個職位空缺，創科職位約佔一半；畢

業生共提交了超過兩萬份求職申請。截至2022年1月，已有1,091名畢業生成

功參與計劃fm。

四　結語

愛爾蘭、以色列和新加坡等國際小型經濟體的發展經驗表明，深入的區

域經濟整合往往能夠驅動經濟增長，而國際參與是生產力的增長引擎fn。當

然，資源和價值可以流入也可以流出，區域整合的過程包含風險與機遇。香

港作為高度開放的國際都會，各項要素並非只在大灣區內部流動，香港也是

全球要素流動的重要節點，同時要素流動的方向取決於經濟體的競爭力。作

為大灣區最開放的經濟體，香港必須繼續鞏固及拓展與國際的聯繫、增加對

人力資本和知識與創新的投資，善用和發展其制度的獨特優勢。香港與珠三

角、澳門共同成長，提升國際競爭優勢，便可源源不斷地從全球吸引企業和

人才，而無需憂慮港人港企北上發展會弱化香港的發展動力。流水不腐，戶

樞不蠹，流動性不是經濟發展的威脅，而是香港經濟生機與活力的源泉，同

樣也是大灣區各城市所要共同追逐的目標。

在回歸二十五周年之際，香港正踏入一個嶄新而多變的時代，更需要特

區政府明確思路，應對經濟、政治、社會變化帶來的挑戰。以近年最大的「黑

天鵝事件」新型冠狀病毒肺炎（COVID-19）疫情為例，自2020年初以來，中國

內地與香港、澳門實施了較為嚴格的邊境管制，在有效防止病毒傳入的同時

也限制了彼此間以及與世界的要素流動。新冠病毒正向高傳染性、低致命性

的方向演變fo，科學界的認識也日益深入，特區政府需要更好地依仗科學，

不斷檢討與靈活調整要素流動的控制措施，尋找有效、可持續的政策手段與

應對模式，以保障社會的均衡和持續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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