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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着近期一系列試飛、演練等準備
工作完成，經過6年建設的香港國際機
場第三跑道預計在今年投入使用。這座
於24年前搬至大嶼山赤鱲角的新機場，
見證了香港回歸祖國後一次次騰飛，又
將與香港一起實現新的飛躍。

2017年7月1日，習近平總書記出席
慶祝香港回歸祖國20周年大會暨香港特
別行政區第五屆政府就職典禮並發表重
要講話指出： 「香港背靠祖國、面向世
界，有着許多有利發展條件和獨特競爭
優勢。特別是這些年國家的持續快速發
展為香港發展提供了難得機遇、不竭動
力、廣闊空間。」

回歸25年來，香港充分發揮 「一國
兩制」 制度優勢，競爭優勢持續鞏固，
經濟社會繁榮穩定。

經濟發展的「蛋糕」越做越大
「我們對面就是香港國際機場第三

跑道，旁邊是新的航站樓，這一側還要
建酒店和商業綜合體。」 香港機場管理
局行政總裁林天福拿出一張規劃圖，盤
點那些即將落成的項目。他介紹，三跑
道系統項目工程除了要新建一條跑道
外，還包括新行李處理系統以及相關交
通配套設施等， 「相當於在已經運作的
機場旁再建一座新的機場」 。

香港地理位置優越，5小時飛行航
程範圍可覆蓋全球逾半人口。在香港經
濟發展過程中，機場發揮着重要支撐作
用。1998年7月，擁有兩條跑道的赤鱲
角機場正式啟用，取代了只有一條跑道
的啟德機場。短短20多年時間，香港新
機場的容量就趨近飽和。數據顯示，
2018年，香港國際機場的年客運量約為
7500萬人次，位居全球前列；年航空貨
運量超過500萬噸，位列全球第一。

——25年來，香港經濟發展的 「蛋
糕」 越做越大。1997年香港本地生產總
值為1.37萬億港元，2021年為2.86萬億港
元，年均實質增長2.7%。截至2022年5
月，香港特區財政儲備從回歸之初的
3700億港元增長到9000多億港元，外匯
儲備從回歸之初的800多億美元增長到
4650億美元。

——25年來，香港國際金融、貿易

和航運三大中心的地位得以保持和提
升。研究機構發布的全球金融中心指數
排名中，香港總排名常年居全球第三
位。截至2022年4月，香港銀行港元存
款總額比回歸之初增長3.7倍，股市市值
比回歸之初增長7倍，2021年度債券總
發行額是1997年的20倍。根據世界貿易
組織統計，2020年，香港是全球第六大
商品輸出地，以集裝箱吞吐量計算，香
港在全球排名第九。

——25年來，香港產業優勢不斷鞏
固和發展。貿易及物流、旅遊、金融、
專業服務及其他工商業支援服務四大支
柱產業繼續發揮重要作用。2019年，四
大產業增加值共佔香港本地生產總值的
56.4%，吸納就業人數佔總就業人數的
45.3%。香港還着力培育和發展文化及
創意、創新及科技、檢測認證、環保等
新興產業。

「一國兩制」是香港發展最大優勢
香港過去的成功、現在的發展，都

離不開國家的發展。大河有水小河滿，
國家的快速發展是香港經濟發展的最大
機遇。背靠祖國，是香港保持繁榮的最
大底氣。

香港金融管理局總裁余偉文表示，
回歸祖國以來，香港金融體系始終保持
穩健， 「這得益於香港審慎的政策與健
全的監管，更得益於香港背靠祖國、面
向世界的獨特優勢。」

——在中央支持下，香港目前已建
成全球最大離岸人民幣業務樞紐。截至
2022年1月，人民幣客戶存款及存款證
餘額增長至11135億元人民幣，佔全球
離岸人民幣存款約60%，處理全球約76%
離岸人民幣結算業務。

——在中央支持下，香港資本市場
持續做大做強。截至2022年4月，內地
企業在港上市達1370家，佔港交所上市
企業總數53.3%，市值37.6萬億港元，佔
港股總市值77.7%；2021年滬港通和深港
通下的港股通日均成交金額分別為
200.79億港元及216.3億港元；香港交易
所2021年首次公開募股（IPO）集資總
額422.97億美元，居全球第四位，其中
新上市內地企業集資額佔總額98%。

堅守 「一國」 之本，善用 「兩制」
之利， 「一國兩制」 是香港發展的最大
優勢。

「 『一國兩制』 為香港創造了獨特
的營商優勢。」 香港特區政府投資推廣
署助理署長蔣學禮表示，在基本法的保
障下，香港成為全世界最自由的經濟體
之一，同時保持着低稅率的簡單稅制，
對企業非常有吸引力。

截至2021年底，在香港設有辦事處
的內地和海外企業總數達9049家，創歷
史新高，其中，1457家企業在香港設立
地區總部。 「去年我們共幫助333家公
司在香港成立或擴充業務，其中186家
公司由於看好粵港澳大灣區發展機遇而
選擇投資香港。」 蔣學禮說，一方面，
香港可以為內地企業提供法律、融資等
服務，協助它們 「走出去」 ；另一方
面，香港還可以將國際投資機構和企業
「引進來」 ，讓他們充分用好大灣區的

資源，在亞洲乃至世界市場取得更好發
展。

積極把握國家發展新機遇

香港回歸以來，中央政府始終全力
支持特區政府依法施政、發展經濟、改
善民生，結合國家所需，發揮香港所
長，全力推動香港融入國家發展大局，
保持香港繁榮穩定。 「十四五」 規劃綱
要為香港未來擘劃了光明前景，粵港澳
大灣區建設正在向縱深推進，香港迎來
新的機遇。

近些年，香港金融管理局在持續推
動離岸人民幣市場發展方面發力。在余
偉文看來，隨着國家經濟體量持續擴
大，人民幣在貿易、投資和儲備方面的
需求將大大增加，香港作為離岸人民幣
業務樞紐，將發揮更關鍵的作用。

「人民幣國際化水平提高，持有人
民幣資產的投資者越多，就越需要一個
繁榮的人民幣離岸市場。」 余偉文說，
香港金融管理局正研究推出多項措施，

提供更多以人民幣計價的投資渠道和工
具，讓人民幣能更好地在離岸市場循環
流轉，發揮好香港全球離岸人民幣業務
樞紐的作用，助力人民幣國際化。

香港擁有相對成熟的法律和司法制
度、優質的專業服務、完備的知識產權
保護制度，面對參與國內國際雙循環、
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等機遇，發展區域知
識產權貿易中心正當其時。

「香港是一處朝氣無限又充滿創意
的地方，為企業家提供一個自由及公平
的營商環境，並且給予知識產權一切所
需的法律保護。」 香港知識產權署署長
黃福來表示，落實 「十四五」 規劃綱要
提出的支持香港建設區域知識產權貿易
中心，就要繼續優化知識產權保護制
度，促進知識產權貿易能力的提升，更
要用好香港的獨特優勢，協助大灣區及
內地企業打入國際市場，同時便利海外
投資者在內地發展。

「 『十四五』 規劃綱要明確提出，
支持香港建設亞太區國際法律及解決爭
議服務中心，這正是我們多年來努力的
方向。」 香港特區政府律政司司長鄭若
驊表示，在國際法律及解決爭議服務方
面，香港一直處在世界前列。在2021國
際仲裁調查中，有50%來自世界各地的
調查受訪者表示會選擇香港作為仲裁
地，排名全球第三。

鄭若驊表示，在共建 「一帶一路」
和粵港澳大灣區建設中，香港作為國際
金融、貿易、航運中心，在國際法律方
面擁有豐富的經驗，在人才培養、法律
服務等方面大有可為。

香江之畔，天高海闊。站在新的起
點上，香港正迎來再創輝煌的大好機
遇。背靠祖國、面向世界，充分發揮
「一國兩制」 的制度優勢， 「東方明

珠」 必將綻放更加燦爛的光芒。

【大公報訊】 「香港發展一直牽動着我的心。」 一直以
來，習近平總書記對香港發展牽掛在心，始終關心香港繁榮
穩定，始終心繫香港同胞利益福祉。

《人民日報》海外版昨日刊登《香港背靠祖國 優勢凸
顯活力無限》文章指出，香港過去的成功、現在的發展，都

離不開國家的發展。國家的快速發展是香港經濟發展的最大機遇。背
靠祖國，是香港保持繁榮的最大底氣。背靠祖國、面向世界，充分發
揮 「一國兩制」 的制度優勢， 「東方明珠」 必將綻放更加燦爛的光
芒。以下為《人民日報》文章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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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公報訊】記者吳俊宏報
道：為慶祝香港回歸25周年，九龍
東區各界聯會（東聯）將啟動 「十全
十美慶回歸」 主題活動，舉辦共10
項文創加藝術的慶祝活動（詳見
表）。其中，觀塘海濱將打造成為
「香港市民團聚的大笪地」 ，觀塘避
風塘海上會展示一幅巨型3D藝術
畫，供市民觀賞。東聯會長李誌峰介
紹是次活動的原創吉祥物 「咚咚
龍」 ，設計寓意國家與香港感情深

厚，共同繁榮。
李誌峰介紹回歸25周年的慶祝

活動，今次以文創加藝術的主題舉辦
10項慶祝活動，希望吸引青年共同
參與回歸的慶祝活動。東聯銳意打造
全城矚目的回歸打卡熱點，將觀塘海
濱花園打造為 「香港市民團聚的大笪
地」 。當中重頭戲是一幅巨型3D藝
術畫。屆時觀塘避風塘海上將會出現
一幅由香港知名藝術家黃俊飛團隊創
作，長寬高分別為30米、10米和11
米的巨型3D藝術畫，畫當中 「咚咚
龍」 母子乘坐香港標誌中式帆船乘風
破浪，雀躍抵達勝利彼岸。象徵着香
港和祖國風雨同舟、同心同行，祖國
永遠是香港最親密和堅實的後盾。

咚咚龍與民同樂 觀塘海濱打卡熱點

ANNIVERSARY
2525慶祝回歸 周年

「十全十美慶回歸」活動
1.同譜新篇，東龍出海
•在觀塘避風塘展示巨型3D主體藝術畫。
日期：6月28日至7月3日

2.繁華盛世，東龍獻瑞
•日本燈藝設計師獨家設計的紫荊花燈
飾。
日期：6月28日至10月31日

3.流金歲月，東龍情懷
•光影貫穿香港人文化符號的懷舊時光隧
道。
日期：6月28日至10月31日

4.百變觀塘，東龍展翅
•在觀塘道啟業邨展示3D錯視藝術壁畫。
日期：7月1日開始，長期展出

5.揚帆起航，東龍遨遊
• 「東龍號」 維港遊兼近距離打卡。
日期：6月29日至7月3日

6.美聲清風，東龍映像
•位於觀塘海濱花園發現號3的LED牆。
日期：6月29日至7月3日

7.心手相連，東龍告白
•原創 「咚咚龍」 動畫。
日期：6月28日發布

8.普天同慶，東龍有禮
•東聯精心設計的 「咚咚龍」 特色慶回
歸紀念品。
日期：6月29日至7月3日，每日供應數
量有限，先到先得

9.社區異彩，東龍呈藝

•為鴻圖道兩面工業大廈牆身進
行藝術創作。

日期：7月1日開始

10.青藝創科，東龍潮玩

•推行各類比賽，包括：首屆全
港學界NFT設計比賽、初創比
賽、粵港澳大灣區航拍攝影比
賽、四格漫畫比賽等。

日期：即日起至10月31日

網址：www.kea.h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