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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歸以來，內地與香港在文化、民生各方面
交流越來越頻繁，語言作為溝通工具反映了當中
的變化。

以前，中環寫字樓內工作的白領，無論有無
內地背景，工作、生活用語都是清一色的英文。
而今，各大銀行內土生土長的香港人甚至外國僱
員都能講上幾句普通話，而「莎莎」連鎖店的年輕
導購們更需每周花上一個小時去學一次普通話。

香港教育學院公布的研究顯示，自上世紀八
十年代內地改革開放， 「埋單」、 「的士」等大
量香港詞語通過影視、流行歌曲等進入內地，而
近幾年，內地詞語 「南下」的數量也有所增加，
「微博」、 「黃金周」、 「自由行」等與香港發

展密切相關的詞彙，最為港人熟悉。
可以看到，兩地的深度融合正在演進，而

「融合之痛」也隨之而來。自由行政策推出後，
大批內地旅客湧至香港，再加上香港大專院校錄
取內地學生不斷增加， 「雙非」孕婦來港產子數
目明顯上升，衣食住行，無論哪一方面，都可以
在香港發現內地人的蹤影。

港人似乎有了新的憂慮，擔心內地人到香港
生孩子會佔用醫療資源、內地人到香港買樓購物
會推高香港樓價和物價、內地遊客不文明的行為
會對香港文化造成負面影響……一段時間以來，
融合過程中出現的爭議和衝突多次成為焦點。

對此，中山大學港澳珠三角研究中心陳麗君
教授分析說，兩地的合作過去是單向發展，主要
是港人到內地，因此還不存在對香港的負面作用
。隨着兩地雙向交往的深入，儘管兩地融合的正
面效應很大，但畢竟香港與內地是狹小的供應市
場與龐大的需求市場的融合。以自由行為例，內
地訪港遊客每年以兩位數字增長，2011年已達到
2500多萬人次。香港從基礎設施、相關制度機制
，到港人的思維，都需要一個調適過程，在此之
前，出現負面情緒在所難免。

事實上，本地人與外地人在某些問題上產生
一些矛盾，這是很多地方在不同時期都存在的現
象。兩地有識之士均認為，這些矛盾和摩擦，並
非內地與香港交往的主流。要消除這 「茶杯裡的
風波」，一是要相互體諒，相互尊重，二是不要
意氣用事，火上澆油，甚至因噎廢食。

中銀香港高級經濟研究員王春新建議，今後
，香港特區政府可採取更積極措施，包括興建居
屋、穩定樓價和租金、盡力緩解通脹、縮小貧富
差距，讓各階層都能分享到經濟融合與發展帶來
的利益，以盡可能減輕香港與內地交流中所產生
的負面影響。

10月1日晚，香港南丫島榕樹灣對開海面發生撞
船事故。消息傳來，胡錦濤、溫家寶、習近平等中央
高層馬上作出重要批示，對遇難者家屬和受傷人員表
示親切慰問。同時，粵港應急管理聯動機制立即啟動
，廣東省協助香港開展緊急救助工作。

多年來， 「你有危難，我伸援手」已成為中央處
理涉港事務的一個慣例。

危機來時不孤單
2003年，回歸進入第六個年頭的香港迎來了癸未

羊年的開年大吉，旅遊業和進出口雙雙勁增的勢頭讓
香港各界為之振奮，人們開始談論如何削減財政赤字
，如何讓香港經濟重上巔峰，然而就在這時，一場人
類歷史上從未有過的疫病卻悄然襲來。

這種後來被科學家命名為 SARS 病毒引起的疫病
在2003年的那個春天全面爆發。它傳播迅速，所到之
處嚴重威脅着人們的生命安全。

香港疫情的發展，引起中央政府的高度關注。當
年4月12日，正在廣東考察工作的國家主席胡錦濤在
深圳會見了時任香港特區行政長官董建華。胡錦濤強
調，中央高度關注特區防疫抗疫的情況及特區市民的
健康和福祉。假如特區有困難，例如在醫療物資及防
護器材的供應等需要內地協助的話，中央一定會全力
支援。

而當時正在曼谷出訪的國務院總理溫家寶，不僅
重申了中央政府對香港 「抗炎」的全力支持，而且還
鄭重宣布，凡是香港需要的醫療衛生物資和醫護人員
，中央政府全力支持，一切需要保證供得上、拿得出
，全部費用由中央財政承擔。他還飽含深情地說：
「我和你們一樣，身上都流着中國人的血。在這場災

難面前，我們應該同舟共濟，共渡難關。」
說完這席話不久，溫家寶總理就於當年6月30日

，親身來到當時 「生人勿近」的九龍淘大花園E座，
探望那裡的居民。淘大花園業主委員會聯會主席葉興
國接受媒體採訪時回憶道， 「溫總理來，連口罩都沒
有戴，對我們有很大鼓舞。是淘大居民和外人對淘大
花園重建信心的轉折點。」

背靠腹地創奇迹
對民生牽腸掛肚，對經濟倍加關注。為讓香港經

濟能夠在亞洲金融危機和非典疫情之後重新起飛，中
央政府與特區政府簽署了《內地與香港關於建立更緊
密經貿關係的安排》，隨後每年，內地與香港都簽訂
CEPA補充協議。如今，CEPA和8項補充協議使以香
港作為來源地的產品得以零關稅進入內地。截至今年
3 月，內地累計進口香港 CEPA 項下受惠貨物 49.6 億
美元，關稅優惠額 28.4 億元人民幣。CEPA 框架下，
香港服務業進入內地的領域、地域範圍不斷拓展，准
入門檻大大降低，許多領域已達到國民待遇。

不僅如此，中央還出台開放內地部分城市居民赴
港個人遊、擴大香港銀行人民幣業務等一系列 「挺港
」措施，為香港保持國際金融、貿易、航運中心地位
「下錨定樁」。

2006年公布的 「十一五」規劃提出：要加強內地
與香港合作，支持香港發展金融、航運、旅遊、資訊
等服務業，保持香港作為國際金融、貿易、航運中心
的地位。這是支持香港發展首次出現在國家國民經濟

和社會發展的五年規劃中。
時隔 5 年，2011 年 3 月公布的 「十二五」規劃綱

要，涉及香港和澳門的內容不再僅僅是 「一句話」，
而成為一個 「專章」。規劃進一步明確了香港在國家
發展中的戰略地位─ 「鞏固和提升香港國際金融、
貿易、航運中心的地位，增強金融中心的全球影響力
」， 「支持香港發展成為離岸人民幣業務中心和國際
資產管理中心」等等。

均衡、可持續發展的內地經濟，為香港提供了一
個不可多得的腹地。正是因為背靠 「腹地」，香港創
造了一個又一個奇迹。可以看到，中央一系列舉措，
不但幫助香港確立了新的經濟增長點，也推動香港把
握住 「中國機遇」。

港角色不可替代
當然，中央支持香港經濟發展的所謂 「送大禮」

政策，並非只有香港單方面受益。某種程度上，這是
「一國兩制」的制度設計所蘊涵的能夠同時造福內地

和香港的一種內在動力和獨特優勢。
回顧改革開放30多年的經驗，香港一直發揮 「防

火牆」的作用，充當內地許多開放措施的 「試驗場」
。統計顯示，香港是內地最大的外商直接投資來源地
和內地企業最大的境外融資中心，香港還是內地重要
的貿易夥伴和出口通道。截至2011年底，港資企業在
內地投資總額累計5267.1億美元，佔同期內地吸收境
外投資的45.1%。

值得關注的是，隨着中國經濟不斷躍升和經濟開
放度不斷提高，內地與香港的合作呈現一些新特點。
與以前偏重於引進資金和項目的情況相比，如今內地
省市到香港招商，洽談服務業交流合作的多了，考察
城市建設和社會管理的多了，開展人才引進與培訓的
多了，聯合進行海外推介的多了，利用香港資本市場
上市融資的多了。

「這說明，在內地發展中，香港能夠發揮作用的
領域更多了，扮演的角色更加豐富多彩了。」中聯辦
主任彭清華接受媒體採訪時說， 「由此可見，中央政
府出台一系列措施，支持香港發展經濟、改善民生，
既體現了中央堅決維護香港長期繁榮穩定的決心和誠
意，也是服務國家發展大局的需要，是利國利港、互
利共贏的。」

獅子山下獅子山下
求解治國理政新課題求解治國理政新課題

「好吧，我們錯了。」 國際權威財經雜
誌《財富》開門見山地寫道。時間回到
1995年6月26日，那天出版的《財富》雜
誌封面報道的題目是 「香港之死」 。2007
年，同一本雜誌發表了 「噢！香港根本沒有
死」 的評論文章，預測 「一國兩制」 下的香
港 「將會持續繁榮」 。

從中國南海邊的小漁村蛻變為光耀東方
的國際大都會，香港從來不缺少傳奇。而回
歸至今特別是近十年來，香港寫下了更為舉
世矚目的新傳奇。這當中有特區政府與700
多萬香港市民的自強不息、團結進取，更離
不開中央政府和內地人民的堅定支持、鼎力
相助。

本報記者 鄭曼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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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國務院總理溫家寶
來港出席 CEPA 簽署儀式，
自此近十年簽訂的多達八個
CEPA 補充協議，為香港經
濟發展產生深遠影響。

●2005年9月，當時主管港澳
事務的曾慶紅以國家副主席
身份訪問香港，深入社區與
市民面對面接觸，並出席香
港迪士尼樂園的開幕典禮。

●2006年6月，全國政協主席
賈慶林抵港訪問，並出席
CEPA 簽署三周年紀念活動
。12 月，全國人大常委會委
員長吳邦國訪港並出席世界
電信展。

●2007年6月下旬，國家主席
胡錦濤來港出席慶祝香港回
歸十周年大會暨香港特別行
政區第三屆政府就職典禮。

●2008年7月，主管港澳事務
的國家副主席習近平首次到
訪香港，檢查奧運馬術比賽
籌辦工作並考察香港特區。

●2011年8月，國務院副總理
李克強訪港，宣布了中央政
府 36 項挺港措施，包括推出
「港股半通車」 、起步金額

達 200 億元的 RQFII（人民
幣合格境外機構投資者基金
）；探討香港加入內地已簽
定自貿區協議等。

● 2012年 6月 29日，國家主
席胡錦濤訪港，出席慶祝香
港回歸祖國 15 周年大會暨香
港特別行政區第四屆政府就
職典禮。

（鄭曼玲整理）

國家領導人
頻訪港顯關懷

─貨物貿易方面，截至今年3月底，內地累計
進口香港CEPA項下受惠貨物49.6億美元，關稅優惠
額達到28.4億元人民幣。

─零關稅範圍更廣。目前享受零關稅優惠的香
港原產地貨品數量從最初的273種增至逾1730種，
累計批出的原產地證書申請超過8.1萬張，貨品出口
總值403億港元。

─服務貿易領域逐步拓寬。目前內地對香港服
務貿易的開放領域已拓展到47個，開放部門達到148
個，數量上甚至超過了服務貿易最開放的歐盟在世貿
組織中承諾開放的146個部門，而開放措施則達
到301項。
─內地訪港旅客人數逐年攀升。

2011年，內地訪港旅客已達2810萬人
次，而同期內地過夜旅客總消費達
1117億港元。

─ 「個人遊」 廣受歡迎。目前
，開通赴港 「個人遊」 的全國城市已
由最早僅限於廣東省內城市增至目前的
49個，覆蓋面十分寬廣。2011年 「個
人遊」 訪港旅客達1834萬人次，佔內地
訪港旅客人數總量的65.3%。

─內地企業在港投資增加。在2004年至
2010年間，隨着投資申請手續逐步簡化，已有3615
家內地企業來港開業，投資額超過582億美元。
─金融聯繫更加緊密。2011年經香港銀行處理

的跨境人民幣貿易結算交易量達19149億元人民幣，
同比升 4.19 倍。香港人民幣存款到 2011年底錄得
5885億元，同比增長87%。 （鄭曼玲整理）

數字看共贏

▲今年6月30日，國家主席胡錦濤在香
港視察啟德公共房屋發展項目 料圖片

▲內地遊客在一家
金舖選購金飾

資料圖片

▶ 2003年 5月 8日
，中央政府支援香
港抗擊 SARS 的第
一批醫用物品經深
圳口岸運往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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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歸以來，中央推出多項措施支持香港發展，
CEPA的日益深化，更為香港專業人士北上打開了
大門 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