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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灣區機遇多 呼籲港青北上

改革開放四十年，港商是最先響應國家政策的號召，到內地投資和參
與建設的先行者，對內地制度改革起了很大的推動作用。全國政協委員、
香港太平紳士陳紅天接受大公報記者專訪時表示，香港為內地改革開放輸
送了資本、人才、知識，到今天仍然是連接內地與國際的 「超級聯繫人」
。國家進一步改革開放，香港不能缺席，應積極融入粵港澳大灣區，攜手
參與 「一帶一路」 建設，助推國家發展，帶動自身騰飛。

港商是改革開放的堅定支持者。陳紅天表示
，內地有龐大的商機，有十三億人口的廣闊市場
。港商在內地的投資，代表的不只是資本向利益
的湧動，也代表了對中央政府敞開胸懷、對外開
放態度的信任。

助力中國成「世界工廠」
在陳紅天看來，中國成為 「世界工廠」，港

商功不可沒。從1979年到1999年的二十年間，大
多數港商在內地的經濟活動圍繞貿易和辦廠，處
於 「三來一補」階段，雖然 「兩頭在外」（原材
料和產品在外），但港商的經營理念對內地的經
濟發展起到了很大影響。1999年之後，港資來料
加工廠逐漸轉變為獨資和合資企業，在內地採購
原料，部分產品內銷。借此機會，部分港企升級
改造，成長為內地行業的優秀企業。

四十年間，港商 「聯繫人」角色也經歷了蛻
變。陳紅天認為，港商從早期接訂單到內地生產
，到全面引進技術、設備、資金乃至人才，同時
由單向輸入變為雙向交流，即內地的人才、資金
和技術亦可以通過香港走向海外。 「內地、香港
和海外市場三方各取所需，才可稱之為交流。」
他說： 「港商這個中間人角色不斷升級，也是港
商對改革開放貢獻的升級。」

不畏困難 轉型直面挑戰
回顧國家四十年發展之路，一向敢言著稱的

陳紅天表示，內地早期處於發展 「窗口期」，有

些部門運作不規範，出現問題在所難免。1990年
，陳紅天在香港創辦祥祺集團，後以香港、深圳
為雙總部。九十年代初期，祥祺集團在內地投資
五家製衣廠，後轉做房地產投資。他介紹，集團
曾出資1.8億元人民幣（相當於現在的40億元）
投資購入一個國有房地產項目，分銷出售，成為
深圳第一批房地產企業。之後，逐步退出項目開
發，轉做財務投資。

「房地產項目由施工單位施工，政府部門監
理，我們只是投資人，工程出現質量問題後，我
們作為投資人卻被推到媒體和公眾前面，受到很
多不公平待遇。」陳紅天坦言，社會上很多人戴
「有色眼鏡」看待房地產商，作為企業家不想惹

麻煩，於是轉型投資。如今，祥祺主要着眼於全

球核心都市經濟圈優質經營性物業、資本市場優
質企業股權和金融資產的投資併購，形成 「投
資＋運營」的雙輪驅動模式。

呼籲檢討《勞動合同法》
陳紅天長期在內地投資發展，他認為，一方

面，港商期待內地營商環境盡快跟國際接軌；另
一方面，歐洲國家高福利高稅收的政策不符合當
前中國國情，不可 「拿來主義」。他舉例，《勞
動合同法》施行至今已經十年，一直爭議不斷。
這十年恰恰是中國經濟社會轉型的十年，勞動爭
議案件居高不下，勞動關係矛盾已進入凸顯期和
多發期，勞動者的利益訴求也逐漸多元化，幾乎
每年都有不同情形的勞動法熱點事件出現。

「《勞動合同法》由於過度保護勞動者利益
，忽略了勞資關係最起碼的公平和平等關係。」
作為全國政協委員，陳紅天多年來一直呼籲，《
勞動合同法》對企業的保護十分不足，降低了中
國勞動力市場靈活性，修改《勞動合同法》是非
常有必要的。

陳紅天以自己的企業為例，祥祺集團在
2008年之前曾投資多個勞動密集型的項目，
2008年之後遭遇多次勞資糾紛，對於聘請員工
變得越來越謹慎，近些年陸續將酒店管理、
物業管理、大型旅遊項目等轉讓出去，原因
是 「這些都需要聘請大量員工」，歸根到底
是勞動力市場不夠靈活、企業用工成本比較
高。

作為粵港澳大灣區企業家聯盟聯席主
席，陳紅天多次向粵港澳三地政府部門建
言獻策。他深刻感受到，大灣區資源整合
之後，將是全世界最有競爭力的灣區。隨
着港珠澳大橋、深中通道、虎門二橋、高
鐵香港段及蓮塘香園圍口岸等一系列基建
項目逐步落成，香港和大灣區其他城市之
間的地理和時間距離將大大縮短，香港人
的生活和事業發展空間將會有突破性的變
化。

「作為投資人，我已經在香港獲得了一
定成績，今後更是看好大灣區的機遇。香港

年輕人更是應該將人生職業規劃乃至生活
放眼到大灣區。」陳紅天建議，港人北上
不只選擇深圳，其他城市房價便宜，工
作機會亦很多，適合年輕人闖蕩。 「我
們內地公司有很多百萬年薪的員工。
只要努力提高自己，用心工作，香
港年輕人很多機會。」

不過，他坦言，與早期高薪
聘請香港人不同，內地企業現
在只看個人能力不看身份，
「港人身份並不會加額外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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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粵港澳大灣區香港青年實習計劃六月初啟
動，逾300港生赴穗參與 中新社

▲虎門二橋工程建設進入到主樑架設階段，為
2019年上半年建成通車打下基礎 中新社

▲粵港澳大灣區樓盤吸引香港投資者。圖
為廣東珠海一個房地產項目的工作人員向
香港市民介紹該樓盤的區位優勢 中新社

改革開放40年
大公報記者 熊君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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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粵港澳大灣區生機勃勃。圖為深港相連的深圳河 中通社

◀陳紅天還有一個令人矚目的社會身份──深圳同心俱樂部
主席，圖為陳紅天在同心俱樂部大會上發言 受訪者供圖

一場西瓜夢
成就踏實作風

作為兩屆全國政協委員，陳
紅天低調，但 「敢言」性格卻非
一般人可比。他不迷信權威，撰
文批評香港某知名經濟學家 「中
國樓市泡沫是腐敗惹禍」的觀點
，稱其 「只懂財務不懂經濟學
」；他樂於認同張五常論述 「
《勞動合同法》過於超前」，
同時警示中國勿重蹈 「日本八
十年代後期房地產經濟泡沫」
的覆轍。

陳紅天說，當年一場 「西
瓜夢」，讓他一輩子謹記 「踏
實勤奮」才是成就事業之法寶
。上世紀八十年代的內地掀起
經商熱潮，當時陳紅天還是南
海縣一名服裝設計老師，月收
入42.5元，他聽說從湛江運西
瓜到廣州去賣利潤豐厚，就想
收購百噸西瓜來賣。在沒有找
到貨源、落實運輸、確定買家
的情況下，他在無數人的 「口
頭認購」中完成了百噸西瓜的
「大生意」。

「西瓜未見一個，我卻
彷彿覺得已經富甲一方。」
他說。熱鬧之後，當意識到收
購無門、無法保管，這盤生意
根本無法實現時，他才發財夢
醒。一場 「西瓜夢」，令他往
後無論經商還是參政，無不腳
踏實地，認真鑽研。

港商為改革開放貢獻力量
1990年，陳紅天從深圳投資

移民香港，穿梭粵港之間，見證
港商北上投資的榮光與背後辛勞
。2008年曾經爆發一批製造業港企
倒閉，甚至創始人辭世的消息，無
不令人扼腕。

陳紅天深知北上打拚的港商所承
受的壓力。 「香港老闆大多踏實穩健
，每天工作時間比工人還長，承受的
巨大壓力非外人所知。」他認為，曾經

北上參與國家改革開放的港商不該被遺
忘。如今國家飛速發展，大量中資企業南

下香港尋找機會，為港人提供了就業機會
。香港應該繼續調整定位，在未來中國改

革開放中，尋找與內地發展現實更新的契合
點，繼續為中國改革開放貢獻一分力量。

▲陳紅天說，當年一場 「西瓜夢」
，讓他一輩子謹記 「踏實勤奮」 才
是成就事業之法寶 新華社

▲深港遊艇首航互往 中通社

與許多投資內地的港商一樣，陳紅天
在內地的發展遇到各種各樣前所未有的難
題，但 「即使有損失，也沒改變我對國家
的感情，沒有放棄在內地的投資。」他說
，我們這一代人憑藉香港的優勢，受惠於
國家的發展，所以應時刻不忘以己之力反
饋國家和社會。

連任同心俱樂部主席
陳紅天還有一個令人矚目的社會

身份——深圳同心俱樂部主席。
2012年全國兩會期間，在深投資
的二十多位全國政協委員和全
國人大代表，共同倡議發起成
立 「深圳市同心俱樂部」，以
實際行動踐行 「同心」思想，
為深圳的改革發展做出應有的
貢獻。如今，深圳市同心俱樂
部百分之七十成員是香港工商
界知名人士，百餘名成員中有
全國人大代表和全國政協委員

數十人。
同心俱樂部創立之初，陳紅天當選為

第一屆主席，並於2016年連任至今。俱樂
部成員陣容豪華，吸引了包括騰訊董事會
主席馬化騰、康美藥業董事會主席馬興田
、比亞迪董事會主席王傳福、順豐速遞總
裁王衛、寶能集團董事長姚振華、京基集
團董事長陳華等。同心俱樂部也被稱為濃
縮版的 「全國工商聯」。

陳紅天表示，同心俱樂部的成員
，幾乎八成是香港居民或者是華僑

，而且大部分在內地做生意，反
過來又在香港投資，這個過程
本來就是讓兩地經濟緊密交流
的一個紐帶，所以對深港兩地
的交流起到了非常積極的作用
。他坦言： 「希望幫助會員解
決在內地投資遇到的困難，維
護大家北上投資的熱情外，還
希望能夠增進深港兩地企業家
的了解，大家共同發展。」

受惠國家發展 不忘回饋社會

▲騰訊董事會主席兼
首席執行官馬化騰也
是深圳同心俱樂部成
員之一 新華社

內地城市發展快於香港
「改革開放是前無古人的事業，

鄧小平說 『摸着石頭過河』，1987年
提出的中國經濟建設分 『三步走戰略
』如今基本實現，這就是國家制度優
越性的體現。」十多年來，隨着內地
政策不斷完善、經濟騰飛，而香港社
會分化嚴重，陳紅天看到香港在發展
中落後於內地之處。

以城市更新、舊城改造為例，香
港政府做規劃、重建受掣肘頗多。相
反，內地儘管產權分散，卻往往能夠

做到 「個人利益服從大眾利益，大眾
利益服從社會利益」。

在企業用人方面，陳紅天也深刻
體會到，內地員工更為進取。 「二、
三十年前，很多香港人看不起上海和
深圳。」

他說，作為一個香港企業，祥祺
集團在內地、香港以及歐洲都有公司
，香港、深圳更是公司雙總部， 「深
圳的員工給人感覺觀念更加進步、工
作更為進取。」

▶映襯在藍
天白雲下的
上海景觀

新華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