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高度國際化
的金融服務體系
。可承接與 「一帶
一路」 投融資任務
，助推內地自貿
區金融優化升

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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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規劃明確港澳新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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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江奮發 載 10

機遇 │篇
大公報記者 李理

年初經全國人大審議通過的
「十三五」 規劃，港澳部分再次

單獨成章，從而描繪了香港在國
家未來五年發展藍圖扮演的角色
，特別是專章明確支持香港參與
「一帶一路」 建設。接受大公報

訪問的內地多名港澳問題專家說
，香港參與 「一帶一路」 建設，
有助於香港跳出固化的思維，增
加香港自身發展紅利，為香港回
歸祖國後創造新輝煌。

繼 「十二五」規劃之後，「十三五」
規劃再次把港澳發展列為專章，除了重
申支持香港鞏固和提升國際金融、航運
、貿易三大中心地位外，最大的亮點當
屬提出 「支持港澳參與國家雙向開放、
『一帶一路』建設，鼓勵內地與港澳企業
發揮各自優勢，通過多種方式走出去」。

「十三五」為港繪藍圖
「支持內地與港澳開展創新及科技

合作」以及 「支持港澳中小微企業和青
年人在內地發展創業」等表述，則十分
貼近香港社會經濟發展狀況。

身兼中央港澳領導小組組長的全國
人大常委會委員長張德江在今年五月視
察香港出席 「一帶一路」高峰論壇指出

，香港是中國的一個特別行政區，也是
「一帶一路」建設的一個重要節點。中

國中央政府在制定 「十三五」規劃綱要
和設計 「一帶一路」願景與行動時，均
把支持香港參與和助力 「一帶一路」建
設作為重要的政策取向。香港在 「一帶
一路」建設中具備許多獨特優勢，能夠
發揮重要作用。

事實上，張德江在今年 「兩會」港
澳地區全國政協委員聯組會中就表示，
要抓住國家制定實施 「十三五」規劃的
新機遇，排除干擾，把精力集中到發展
經濟、改善民生上來，把國家的大戰略
、大舉措與港澳自身的優勢結合起來，
繼續為國家全面深化改革和擴大開放發
揮獨特而重要的作用，與祖國內地同發

展、共進步。
南開大學法學院副教授、台港澳法

研究中心執行主任李曉兵告訴大公報，
香港具有特殊的地理位置和各種制度優
勢。未來，港澳在國家經濟發展和對外
開放中的地位和功能將進一步提升。

內地香港水漲船高
在 「十三五」國家發展規劃專家委

員會委員、清華大學國情研究院院長胡
鞍鋼看來，內地和香港是 「水漲船高」
的關係。他指出，中國的經濟潮水還會
持續穩步地上漲，按照匯率法算，國民
生產總值從10萬億美元上升至17萬億美
元，貨物進出口貿易額從4.3萬億美元上
升至6萬億美元，對香港就是最大的機遇。

《香港政改觀察》作者、香港大學
訪問學者田飛龍告訴大公報說，香港深
度參與 「一帶一路」至少有四種比較優
勢。一是高度國際化的金融服務體系，
不僅可以成功承接與 「一帶一路」有關
的投融資任務，鞏固自身金融中心地位
，還可指導推動中國內地自貿區金融的
優化升級；二是成熟的普通法體系與法
治基礎，可以作為區域性貿易仲裁中心
與司法文明樞紐，服務於 「一帶一路」
的法治與糾紛解決需求；三是作為中國
內地聯繫海上絲綢之路沿線國家的樞紐
，重新獲得經濟發展機遇；四是利用 「
一國兩制」及深港澳合作地緣與技術便
利，形成港澳珠三角集群經濟優勢，作
為「一帶一路」與香港發展新的發動機。

參與一帶一路增自身發展紅利

兼具地理優勢和國際化優勢的香港航
運業，將在 「十三五」規劃中迎來新機遇
和活力，大連海事大學副教授楊曉楠如是
向大公報記者說。在這名從香港大學取得
博士學位的專家看來， 「十三五」規劃中
除了明確提升香港的航運中心地位外，還
涉及 「一帶一路」以及合作平台建設，隨
着 「一帶一路」建設的深入發展，可能增
加內地航運企業國際化的需求，部分企業
會以香港為跳板，在香港的分支機構，成
為內地相關產業國際化的平台和渠道。

航運業在香港的經濟產業計算中包括
在 「商貿和物流」領域內，是香港四大支

柱產業之一，約佔本地生產總值的四分之
一。楊曉楠說，評價航運中心的發展，通
常有技術人才、航運業務委託中介規模、
營商環境、可操控船舶總噸位、監管機構
、港口基礎設施等十餘項競爭力標準，比
較香港和其他港口可以清楚看到，香港具
有明顯的優勢。

不過，楊曉楠也指出，如何協調珠三
角港口關係，將是香港在 「一帶一路」發
展中的核心問題。她建議本港未來應該發
展多樣化的航運市場，研究開發散貨碼頭
、發展郵輪產業，以及對於非洲國家的海
上合作。

對於如何與鄰近的深圳等內地港口城
市協作，港交所首席經濟學家巴曙松說，
香港應該將結合自由港管理的經驗和深圳
特區的土地和企業優勢，將香港的自由港
與深圳的自貿區融為一體，最終共同形成
一個面向 「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產融
結合、互惠互利的海洋中心城市。

至於邁向非洲，楊曉楠稱，目前和香
港簽署避免雙重稅收協議的非洲國家僅有
南非，因此，香港應該積極開拓非洲國家
航運市場，爭取和多個非洲 「一帶一路」
沿線國家簽署避免雙重徵稅協議，一舉搶
得商機和先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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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航運競爭力強 聯深圳協同發展

作為全球重要的金融中心， 「
十三五」規劃的港澳專章中也提及
「強化全球離岸人民幣業務樞紐地

位和國際資產管理中心功能，推動
融資、商貿、物流、專業服務等向
高端高增值方向發展」。外界分析
指出， 「一帶一路」沿線新興市場
對金融服務的需求，能夠促進香港
不斷升級投融資平台，推出新的金
融增值服務和產品，從而幫助香港
樹立亞投行財資中心的地位。

料參建亞投行融資中心
亞投行6月底將在北京召開首

次年會，香港正式成為亞投行一員
也指日可待。亞投行行長金立群在
今年博鰲論壇中則強調稱，香港作
為亞洲金融中心，未來有機會參與
亞投行融資中心的建設，參與到包
括貨幣互換在內的多個項目。

「一帶一路」落地項目的
天量資金缺口，正好和香港
金融服務匹配。港交所首
席中國金融學家巴曙松分
析說，香港銀行業可利用
服務客戶的優勢，與客
戶形成良性互動，通過
加強與 「一帶一路」區

內沿線國、區外國家的業務聯動，
使客戶走到哪裏，香港銀行業的金
融服務跟到哪裏。此外，香港金融

機構還可以通過銀團貸款和發債等
方式向 「一帶一路」基建項目提供
人民幣融資，推動香港離岸人民幣
市場進行人民幣資金循環和跨境流
通。

香港特區政府商務及經濟
發展局局長蘇錦樑指出，香港

擁有高度發達的信息和通訊科
技產業，是開拓金融科技產
品的理想地方，而金融科

技透過運用流動通訊技術、人工智
能等科技，將會提升金融機構的營
運效率。

中信銀行國際首席經濟師兼研
究部總經理廖群認為，內地的對外
直接投資，有五六成是通過香港來
進行。如果亞投行在本港設立財資
中心，兩地金融界都可更有效地利
用資金，在使用對沖、槓桿等金融
工具上也會更有優勢。

◀今年1月，香港
首個聚焦 「一帶一
路」 戰略的研究機
構 「香港一帶一路
研究院」 宣布成立
，為 「一帶一路」
戰略實施提供交流
平台，提出建議供
政府和社會各界參
考 資料圖片

一帶一路助港升級投融資平台

◀香港貿發局連續第四次於京交會上設立 「香港館」 ，今年
的香港館以 「繁榮紐帶」 作為設計主題，此概念主要是受 「
一帶一路」 倡議所啟發 資料圖片

成熟的普通法
體系與法治基礎
。可作區域性貿易
仲裁中心與司法文
明樞紐，解決有
關法治與糾紛

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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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中國內地
聯繫海上絲綢
之路沿線國家的
樞紐，重新獲得
經濟發展機遇。

3 利用 「一國
兩制」 及深港
澳合作地緣與技
術便利，形成港
澳珠三角集群
經濟優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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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大優勢助港贏先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