聚焦 五 中 全 會 與 十 四 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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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中全會公報對香港着墨不多，上周五中共中
央舉行介紹五中全會的新聞發布會上，提出進一
步支持香港鞏固提升競爭優勢。本港業界相信「十四五」規
劃中會有有關港澳部分的專章。專家認為香港在大灣區作為
國際金融、航運、貿易中心和航空樞紐的定位不會改變，在
目前內外大環境下，香港配合內地推進「雙循環」戰略，有
利港企進入內地龐大的內銷市場，助經濟盡快走出困局。同
時預期日後兩地互聯互通進一步擴容，本港金融
業仍大有可為。

■香港文匯報記者 周曉菁

中全會提出宏偉的 2035 年遠景目標，以及「十四五」時期經濟社會
發展主要目標，面對國家即將跨入「十四五」時期，將迎來新發展
格局，香港在新的時期如何配合「十四五」規劃和進一步融入粵港澳大灣
區的發展，將是本港在目前內憂外困的低迷環境下，走出困局，加快經濟
復甦的關鍵。

五

不限大灣區 遠拓京津冀
「內地『內外雙循環』格局之下，中國經濟自然更講究拉動內需，香港
企業和個人須北上發展，近可以到大灣區，遠可以去長三角甚至京津冀地
區，參與未來『十四五』規劃中。」信銀國際首席經濟師廖群在接受香港
文匯報訪問時表示。他認為，香港作為內地與世界溝通橋樑的角色不會改
變，但在美國與中國脫鈎、力圖拉攏其他國家一起打壓中國的情況之下，
香港向外的循環難免會遇到阻力，惟有轉頭北上，緊貼粵港澳大灣區發
展。
他相信，若內循環流暢，相信
「十四五」
後的大局面也能愈發順利。

需鞏固及提升
「向外」
功能
內循環為主自然會牽連到投資者的長遠部署。廖群建議，產業結構調整
過程中會有部分夕陽產業逐漸走弱，但也能看到信息、環保及醫療等九大
新興產業迅速崛起。他十分看好信息技術產業的增長潛力，相關投資組合
有長遠發展前景。
分析認為，香港最大的優勢在於其「向外」的功能，例如貨幣自由兌
換、資金自由進出、以至與國際接軌的法律制度等，這些優勢都是內地城
市暫時未能做到的，香港必須繼續鞏固及提升。高力國際資本市場及投資
服務副常務董事胡孝直指出，香港在金融、財富管理業務方面的發展具有
優勢，未來仍會繼續吸引海外公司在此落戶。

發揮
「一國兩制」
推動轉型
香港可持續發展教育學院實務教授陳鳳翔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也認
為，香港未來可繼續發揮「一國兩制」優勢，例如自由開放的經濟體系、
簡單低稅制、具國際化優勢與西方接軌的司法制度等，同時借助深圳在創
科和製造上的能力，取長補短，推動香港經濟結構轉型，令香港成為連接
大灣區，以及海外市場的重要窗口，實現互利共贏。
不過，陳鳳翔指出，香港回歸以來，國家對香港的期許從未改變，給予
香港融入國家戰略改革和發展的政策也只多不少。香港政府如何消化政
策、如何落實，提出的建議民間是否「買賬」、百分百實施，才是困境所
在。他建議，無論是港府、中央政府都應多多向外界「發聲」，加強正
面、積極的文宣和普及教育。尤其是港府，相信在過去幾個月已經重新作
出檢討，如何重建、修補與各方面的聯繫，不應再被無謂的爭拗，浪費光
陰及精力。

緊貼內銷復甦香港
自強善用國際定位

鞏固提升競爭優勢
專家:香港「十四五」要有作為

信銀國際
首席經濟師廖群
■香港作為內地與世界溝通橋
樑的角色不會改變；十分看好
信息技術產業的增長潛力。

香港可持續發展教育學院
實務教授陳鳳翔
■香港未來可繼續發揮「一國
兩制」優勢，借助深圳在創科
和製造上的能力，推動香港經
濟結構轉型。

李秀恒:充分利用龐大內銷市場

香港文匯報訊（記
者 岑健樂）內地推
進大灣區建設及「雙
循環」等戰略，香港
經貿商會會長李秀恒
在接受香港文匯報訪
問時認為可為香港帶
來重大發展機遇。由
於內地率先走出新冠
■香港經貿商會會長李秀
肺炎疫情陰霾，因此
恒認為，深港之間既有合
透過加快大灣區一體
作，又有競爭。資料圖片
化，有利香港企業進
入內地這個龐大的內銷市場，令香港經濟重拾增
長動力。他認為，香港青年應了解現時內地的發
展優勢，把握在大灣區內學習、就業及生活的機
遇，提升自身競爭力。

深港既有合作又有競爭

為更好推動香港融入國家的發展大局，他建
議可於大灣區內設立具寄宿制度的中學與小
學，以香港的課程內容施教，因為這不但可服
務在大灣區內工作的港人子女，增加港人前往
大灣區發展的誘因，同時可令年輕人更深入地
認識祖國，更好地把握內地的發展機會。

支持
「港資港法港仲裁」
對於上述提議，李秀恒表示歡迎，因為內地採
用大陸法，與香港的法制不同，若果在內地牽涉
訴訟，港商通常「較為輸蝕」，若律政司司長的
提議得到落實，將可為港商帶來更多保障。惟他
關注仲裁後的結果，能否得到內地承認以及有效
執行，期望律政司司長的提議得到落實後，內地
日後能有相關措施出台配合。

互聯互通續擴容 港金融業大有可為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周曉菁） 在「十三五」
規劃期間，過去5年香港與內地金融市場的互聯互
通取得多項重要發展，包括「滬港通」、「深港
通」、「債券通」及「ETF互掛」等依次開通，
今年6月又頒布「跨境理財通」業務試點框架。業
界預期，在「十四五」規劃，兩地金融的互聯互
通會進一步擴容，本港金融業仍大有可為。
信銀國際首席經濟師廖群在接受香港文匯報
訪問時預料，理財通將是互聯互通1至3年內最
為主要的開放措施。或許相關細節並不會在
「十四五」規劃中具體涉及，但在粵港澳大灣
區政策以及跨境改革開放，將會得到進一步的
披露。

把握人民幣國際化機遇
而投資者更為關心的全面「股票通」、「保
險通」，廖群認為並不僅僅是個人額度及市場
機制的問題，還需要配合人民幣國際化一同前
進。他估計，在「十四五」期間，中央會在風
險可控情況下，盡快推進人民幣國際化的進
程。
廖群相信，「十四五」香港市場在發展人民
幣業務上可以有所作為，「有動力，有需求，
自然人民幣市場可以更加壯大」。香港是資本
驅使的市場，首先要解決人民幣兌換便捷且流
通自由的問題；隨後可以通過政策鼓勵企業更
頻繁使用人民幣，如購買原材料等等；銀行和
金融機構亦應該發布更豐富且多元化的人民幣
產品。
同時，「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
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將是未來數年內
地經濟發展的主調，也將成為「十四五」具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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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深圳被委以「大灣區建設重要引擎」的
角色，會否削弱香港的地位？李秀恒回應認
為，深圳與香港之間的關係，既有合作，又有
競爭，雖然深圳GDP 總量已經超越香港，但香
港人均GDP 仍然佔優，而且深圳經濟特區設立
至今已 40 年，香港亦可從中受益，奠定國際金
融、商貿、物流、航運和專業服務中心的地
位。國家進入「十四五」，大灣區的經濟發展
更上一層樓，香港亦可從中受惠。
律政司司長鄭若驊早前表示，正積極研究在大
灣區實施「港資港法港仲裁」的可行性，即希望
大灣區內的港資企業訂立民商事合同，在沒有
「涉外因素」的情況下，選用香港法律作為合同
的適用法律，約定若有爭議時，將在香港進行仲
裁，藉以吸引更多企業在大灣區內投資。

規劃的主要思
想；加上年初通
過的外商投資法
後，可以預料有
更多外資企業會
進入內地市場，
這些改變有機會
增加境外企業和
個人對人民幣的
需求，從而促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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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可持續發
展教育學院實務教授陳鳳翔則對香港在推廣數字人
民幣，能夠發揮積極作用十分看好，認為即使國際
形勢不好，但對香港而言，東南亞各國仍是一個
「國內國外雙循環」可以獲得突破的市場，可為跨
境數字貨幣提供多元、豐富的試驗場景。

積極試驗跨境數字貨幣
陳鳳翔指，相對於大灣區，數字貨幣的下一
步試驗必然就是跨境數字貨幣的使用。與內地
應用場景不同，在香港，或在香港與東南亞的
貿易、物流往來間，應用場景將更為多元和複
雜，能推動數字貨幣更快、更完整的發展。作
為網購較為普及的新興市場，東南亞對電子支
付司空見慣，對數字貨幣的接受程度也會相應
增加，而香港與東南亞各國一向保持良好的貿
易往來關係，相信香港對東南亞各國的外銷，
將是除港澳與大灣區外，最好的跨境數字
貨幣之試驗平台。

張宏業籲港府增力度推動融合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顏倫樂）本港各界
對國家「十四五」規劃有很多期望，經常往
返香港與內地的特許測計師兼中國房地產估
價師張宏業在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認為，
踏入「十四五」時期，港府必須更關注對香
港融入大灣區有更多具體的支援措施，例如
對港人於大灣區生活所享有的稅務優惠等應
要更多着墨，有任何優惠政策都要多做宣
傳，「這對於吸引港人到內地發展相當重
要。」而在融合中香港面對的問題，香港自
己也應主動着手解決。

多做實事 勿只掛嘴邊
因工作需要經常往返香港與內地，張宏業
熟悉大灣區城市發展。他直言，「十三五」
期間，港府雖然在一些硬件例如交通上有進
步，好像開通高鐵與內地鐵路網絡銜接，但

整個長遠規劃上並未具大灣區發展思維。許
多港人並不清楚在大灣區生活、創業及稅務
等不同優惠與政策，「硬件有，但軟件不
足」。他認為港府雖然經常把香港與大灣區
的融合發展掛在嘴邊，但過去在推動香港融
入大灣區上的力度並不足夠，宣傳也不足。
今次五中全會提出，把科技自立自強作為
國家發展的戰略支撐，廣東省省長馬興瑞早
前亦提出未來應集中力量解決「卡脖子」(核
心技術受限)問題，包括攜手港澳加快建設國
際科技創新中心。張宏業認為，港府應抓緊
機會，向香港年輕科創專才或初創企業等宣
傳大灣區的各種政策，令他們了解政策與香
港的異同、需要留意的地方等。
較早前內地宣布推出港澳台居民居住證，
令居住在內地的港人生活更方便。近日深圳
市政府亦擴大老年人敬老優惠，包括免費乘

地鐵、巴士等，港澳台年滿 60 歲以上人士也
可享受。張宏業認為，兩地在「十四五」期
間可更進一步，「例如可否讓港人直接於內
地提取退休金、公積金等？不用每次都回港
才能提取，便利港人大灣區生活。」
港人在內地所需醫療設施亦有待解決。目前
大灣區只得一間香港大學深圳醫院，他建議未
來9個大灣區城市都興建類似醫院。而兩地對
藥物管制機制不同，部分香港醫生處方藥物未
能進口內地，這方面亦應逐步改善。至於兩地
大中小學的銜接與專業認證問題亦需解決，雖
屬細節部分，但都是需要正視的問題。

盼用心發展河套創科園
政府計劃於落馬洲河套地區發展港深創科
園。張宏業表示，類近項目為珠澳跨境工業
區，該項目由兩地政府管理，但目前成果有

限，除因待遇不足以吸引人才外，兩地貨物
查驗問題及稅務問題亦削弱工業區成效。他
認為河套區日後應吸取相關經驗，將來河套
區貨品出入香港與內地兩地亦涉及查驗及繳
稅問題，是否設立「保稅區」？如何便利
兩地貨品及人員來往？未來都需要深圳與
香港共同解決，「千祈唔好浪費咗幅
地。」

要定大方向 忌浪費時間
中央公布深圳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先行
示範區綜合改革試點實施方案，包括推動更高
水平的深港合作，增強在大灣區核心引擎功
能。張宏業認為，深圳未來將朝高生產企業方
向前進，香港如何能於這個大環境下尋找發展 ■ 特許測計師、中國房地產
機遇，一定要定下大發展方向，否則只是再一 估價師張宏業希望港府用好落
次浪費時間，「呢樣嘢就係最大忌。」
馬洲河套區土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