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港 澳 台2017年6月17日 星期六4

香港回归祖国20年来，与内地的经
贸联系更加紧密，规模和层次不断提
高。20 年来，中央政府陆续推出 CE-
PA、开放香港人民币业务、“沪港通”等
一系列政策措施，为香港的稳定发展和
长期繁荣提供了强有力保障。同时，通
过经贸、金融、科技等多领域合作，香港
也为内地发展增添了活力。20年来，内
地与香港经济全面、深度融合，实现了两
地经济互利共赢发展。

机制保障 市场融合促繁荣

香港回归后，中央政府全面贯彻落
实“一国两制”方针和《基本法》，始终把
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和保持香
港长期繁荣稳定作为根本宗旨，支持香
港特区行政长官和特区政府依法施政、
发展经济、改善民生、循序渐进推进民主
进程。中央政府制定出台了一系列惠港
政策，并为贯彻落实这些政策措施，建立
了相应工作机制。

1999 年 11 月份，内地与香港建立
了作为内地与香港经贸部门高层次交流
与联络机制的商贸联系委员会，就两地
经贸往来中的诸多政策和问题开展协
商，共同举办形式多样的经贸活动，对加
强和促进彼此间经贸发展发挥了积极作
用。此外，中央政府积极支持和指导各
省市与香港的“牵手”活动，分别建立粤
港、沪港联席会议机制，通过专门的贸易
投资洽谈会，或组织两地考察交流等途
径互促互补互助。

2003年《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

密经贸关系的安排》（CEPA）的签署和
实施，标志着内地与香港经贸合作的新
起点和里程碑。之后，从 2004 年起至
2013年每年又分别签署《补充协议》，标
志着香港从充当内地与世界经济沟通中
的中介角色，转向与内地经济的全面、深
度融合。内地与香港在货物贸易领域全
面实现自由化，不仅巩固了香港作为国
际金融、贸易、航运中心等地位，也促进
了新兴现代服务业发展。而且，为克服
香港所面临的经济困难与挑战，保持香
港繁荣与稳定，增进两地经贸交流与共
同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

平台升级 互利互补谋共赢

回归20年来，香港已经成为内地最大
的境外投资来源地和最大的境外投资目的
地，也是内地最重要的贸易伙伴和最重要
的承包工程与劳务合作市场。据商务部统
计，2016年内地与香港贸易额为3052.5
亿美元，比 1996 年的 407.3 亿美元增长
649.4%。内地和香港特区政府始终在积极
寻求经贸合作的新定位和新模式。

2012年12月7日，习近平总书记对
前海开发作出了重要指示，他强调，要准
确把握中央给予前海“依托香港、服务内
地、面向世界”的定位，将前海建设为粤
港合作、深港合作的新平台。

4 年多来，前海打造高水平的对外
开放门户枢纽，提升深港合作对外开放
的战略水平，深港合作再上新台阶。在基
础设施建设、打造国际化法治化营商环
境、落实优惠政策等方面着力，为港人港

企拓展空间，为香港企业进入前海提供
了良好条件。在入驻前海的企业中，香港
企业贡献突出。2016 年，片区新增注册
港企 1894 家，累计港资背景企业达到
4223家。全年注册港企实现增加值占片
区 27.7%；完成固定资产投资占片区
41.2%，纳税占片区 31.7%；合同及实际
利用外资分别占片区的 95%和 94.8%，
港资作为经济支柱作用日益显著。

如同前海平台，内地与香港在金融、
航运、贸易、两地青年创业和专业服务业
等范畴优势互补、互利共赢的合作模式
正逐步成熟，共同开发建设的合作格局
逐渐形成。

立足优势“一带一路”现商机

据香港特区政府统计处发布的数
据，自 2006 年，香港每年的离岸贸易货
值都高于转口货值，从 2002 年至 2011
年的 10 年间，离岸贸易货值增加超过
200%，远高于同期香港转口货值 130%
的增幅。在离岸贸易模式下，贸易中间
商扮演着供应链管理、整合和优化的角
色，从而又促进了与贸易有关的服务外
包和集成，推动香港服务业向高端和高
增值环节转变。

内地改革开放后，香港经济由制造
业为主转变为以服务业为主，在贸易形
态上则由本港产品出口为主转变为转口
贸易为主。但是，随着内地沿海港口设
施的改善和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香港
转口贸易所依赖的传统要素优势，诸如
现代化的港口设施、自由港的便利清关、

优越的地理位置等优势被不断弱化，离
岸贸易逐渐成为主要的贸易形态。

“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为香港获
得新的增长点又开辟了新的空间。有专
家指出，“一带一路”建设能够极大地拓
展香港离岸贸易相关服务的市场空间，
解决香港高端服务业发展的市场瓶颈，
为香港金融服务、贸易服务和专业服务
等支柱产业向高增值环节的转型升级提
供机遇，进而推动香港从传统国际贸易
中心向现代国际贸易中心转型。

回归20年来，在中央政府大力支持
下，香港已经发展成为全球最大的离岸
人民币业务、融资与资产管理中心，市场
深度和广度持续提升。人民币合格境外
机构投资者（RQFII）试点和“沪港通”

“深港通”的开通，进一步巩固了香港作
为首要离岸人民币业务中心的地位。环
球银行金融电信协会（SWIFT）2016 年
发布的报告显示，2013 年 6 月份，人民
币仅排名第10位，在全球支付金额中只
占 0.87%的份额，到 2016 年 6 月份，人
民币在全球支付金额中的占比已达到
1.72%。在处理人民币的全球支付方
面，香港稳居世界最大的离岸人民币中
心地位，处理 71%的人民币支付业务。
香港金管局的数据显示，截至今年 3 月
底，人民币客户存款及存款证余额5831
亿元，经香港银行处理的人民币贸易结
算额达 8214 亿元。香港已成为亚洲基
础设施投资银行（亚投行）的新成员，未
来香港将以此为契机，继续发挥金融服
务优势，争取包括丝路基金在内的更多
内地资金通过香港管道“走出去”。

依托祖国发展 实现长久繁荣
——回归20年来内地与香港经贸合作交流回顾

本报记者 朱 琳

20年前，1997年6月30日下午4点，记者与数百位同行
聚集在位于港岛上亚厘毕道的港督府门口，目睹了最后一任英
国香港总督彭定康在港督府的最后时刻。

那天下午，天阴沉沉的，太平山顶弥漫着青灰色的云
雾。刚下过阵雨，街道、树木、草坪仍然有些湿漉漉的。

港督府是历任英国总督的官邸，始建于 1851 年，竣工
于 1855 年。港督府占地大约有 24000 平方米，官邸坐落在
绿色的树木和园林中间，背后是香港中环的高楼大厦。香港
第四任港督宝宁爵士是港督府的第一位主人。一百多年来，
先后有 25 位英国总督住在这里。港督府另一个功能是接待
英国皇室成员和举办各种社交活动。最初华人是被禁止进入
港督府参加社交活动的，直到第七任港督坚尼地上任后，才
开始允许华商进入港督府参加社交活动。

这里是英国对香港殖民统治的中心。《英皇制诰》 和
《皇室训令》 中有一条贯穿全文的原则，就是将一切统治大
权集中在港督手中，维护英国的殖民统治利益并保持英国政
府对香港的绝对控制权。港督(兼驻港英军总司令)由英国委
派，英国皇室通过国务大臣下达的命令掌握并行使香港的行
政、立法大权及部分重要司法权力。

港督控制着行政、立法两局。行政局是为港督制定政
策、起草法案、行使管治权力的咨询机构；立法局是港督行
使立法权的咨询机构。对于立法局通过的法案，港督有权酌
处，批准或否决，有权随时解散立法局。从1843年至1993
年的150年中，一直由港督兼任立法局主席，掌握着立法局
的最终权力。

在《英皇制诰》第18条中，明确规定：“英王要求及命
令全体文武官员及平民均须服从、协助及支持港督”。此
外，在英国法律 《殖民地规例(一九七七年)》 第 105 条中还
规定：“港督是向英女王负责并代表英女王独一无二的最高
权威”。对于港督的政治法律地位，曾在香港任过10年港督
的葛量洪在回忆录中写道：“在这个英国直辖殖民地，港督
的地位仅次于上帝。”

但是，当历史走到了 1997 年 6 月 30 日的这个下午，昔
日车水马龙的港督府门口却一片静谧。身穿白衣黑裤的仪仗
队和身穿红色苏格兰格子绒服饰的风笛手们在阴霾密布的天
空下静静地站着，鸦雀无声。

忽然，200多名港督府员工和家属默默地从港督府鱼贯
而出，在草坪上一一站好。大家都在等待港督彭定康在港督
府的最后时刻。在这些员工中，有人不止一次地参加过港督
离开前的告别仪式——但这次不同，这是最后一位港督的最
后一次告别仪式。

“结局总是一样的。”英国记者布赖恩·拉平在他的著作
《帝国斜阳》中曾这样描写英国撤出非洲殖民地的一幕：“在
大约吃午茶的时候，总之是日落前一个方便的时候，或者是
为了安排宴会而需要变动的某个时候，在殖民地政府大厦旗
杆上的英国国旗最后一次落下⋯⋯当地驻军团队的军士长发
出口令，一名士兵用手一下一下松开绳索落下国旗，熟练地
叠好交给军士长，军士长把它交给负责军官，然后再交给总
督，总督则把它交给英国君主的代表⋯⋯”

英国是个老牌殖民主义国家，从十六世纪起就开始海外
殖民，到本世纪初，包括白人自治领土在内，英帝国总面积
达 1270 万平方公里，人口达 4.31 亿。然而，沧海桑田，斗
转星移。英国依靠武力殖民扩张和掠夺的时代一去不复返
了。1997 年 6 月 30 日午夜，港督将成为英国对香港殖民统
治的历史名词，永远走进历史博物馆。

天空中，又开始飘起了小雨。
下午 4 点 20 分，港督彭定康携夫人林颖彤及三个女儿

步出港督府中门。彭定康身着深蓝色西服，打着深蓝色领
带，神情肃穆，快步走上台阶。这时，英国国歌 《天佑女
皇》奏起。彭定康低头肃立。

8 名英军士兵组成的仪仗队开始表演步操。没有音乐，
三分钟的步操时间里，只有脚步单调的踏踏声。

雨大了，淅淅沥沥的雨点，打湿了彭定康的西服。
一名穿白色制服的号手，吹响了悠长而低沉的落日号。

号声中，英军步操教官指挥仪仗队整齐列队，旗手缓慢地开
始降旗。港督府高高的旗杆上，英国国旗米字旗在一下一下
地降下。

彭定康神情黯然，他环视四周，不时用手抹去脸上的雨
水。《天佑女皇》 的乐曲再次奏响时，彭定康双手接过降旗
军官捧给他的米字旗。

港督专用的劳斯莱斯轿车开过来了，彭定康一家恋恋不
舍地上了轿车。按照惯例，车队在港督府绕了三圈。据说，
这是历任港督遗留下来的仪式，象征主人有一天可以返回。
但是，从这一刻起，对香港殖民统治达150年之久的英国香
港总督再也不可能卷土重来了。

4 点 40 分，蒙蒙雨雾中，末代港督彭定康永远离开了
港督府。

香港回归后，港督府更名为香港礼宾府，成为特区政府
接待国内外贵宾和举办各类活动的重要官方场所。特区政府
的一些重要仪式也在礼宾府内举行，例如特区政府的授勋仪
式和香港运动员出战奥运会的授旗仪式等。2006 年以后，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迁入礼宾府居住和办公。

礼宾府已被列为香港的法定古迹，每年定期向市民开
放。礼宾府的杜鹃花已经成为香港一景，春天时杜鹃花盛
开，姹紫嫣红。每逢开放日，特别是杜鹃花盛开的季节，前
来游览的市民和游客熙熙攘攘，络绎不绝。市民和游客除了
可进入礼宾府的花园观赏花卉树木外，还有导赏员介绍礼宾
府的历史及建筑特色，市民和游客还可以进入礼宾府，参观
行政长官举办官方活动和接待八方宾客的大厅。

末任港督黯然离去
——目击英国国旗从港督府降下

本报记者 毛 铁

香港基本法是国家为实施“一国两
制”政策颁布的国家法律。香港回归后，

“一国两制”从构想变成现实，基本法设
立的宪政体制在香港落地生根。香港基
本法为保持原有制度和生活方式不变，
保障居民的权利和自由，有序发展香港
的民主建设，保障香港的社会稳定和经
济繁荣，发挥了制度保障作用，成为“一
国两制”在香港成功实践的法律基石。

回归 20 年来，香港特区实行的高度
自治，享有的行政管理权、立法权、独立
的司法权和终审权等，都是在香港基本
法的规范下行使的。1982 年全国人大增
写了宪法第31条，规定“国家在必要时设
立特别行政区。在特别行政区内实行的
制度按照具体情况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以法律规定。”还增写了第 62 条第十三

项，“决定特别行政区的设立及其制度”。
1990年4月4日，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
会第三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香
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奠定了“一国两
制”的法律基石。基本法充分凝聚了包括
广大香港同胞在内的全体中国人民的共
同意志，展现出强大的生命力。基本法颁
布 27 年来，不仅保障了香港的平稳过渡
和顺利回归，而且也保障了香港回归后
保持长期繁荣稳定。香港回归后出现的
一些问题和挑战，最终都能得到妥善解
决，显示出“一国两制”的生命力以及基
本法的科学性、适应性及制度韧性。

基本法保障了香港原有制度和生活
方式保持不变。至今香港仍是全球最自
由经济体，是全球竞争力排名领先的经
济体，也是全球法治水平较高的地区之
一。从1995年起，香港连续23年被美国
传统基金会评为全球最自由经济体。过
去 10 年，香港有 9 年在洛桑管理学院的
竞争力排名中位列前三，其中还有4年登
顶。在世界经济论坛编制的全球竞争力

报告中，香港也从过往的10名开外，进步
到近5年连续位列10名之内。加拿大菲
沙研究所在2016年人类自由指数排行榜
中将香港列在榜首。

基本法保障了香港的经济繁荣。回
归 20 年来，香港继续保持国际金融、贸
易、航运中心地位，是全球第八大证券市
场、第八大贸易体、第四大外汇市场和第
四大船舶注册地。在 1997 年到 2016 年
间，香港本地生产总值由 1.37 万亿港元
增长至 2.49 万亿港元，年均增长 3.2%。
同时，财政储备由 4575 亿港元增长至
9083 亿港元，增长了近一倍；外汇储备
由 928 亿美元增长至 3862 亿美元，增长
了3.16倍。

基本法保障香港循序渐进发展民
主。香港回归前，英国对香港实行殖民
统治的法律依据是《英皇制诰》和《皇室
训令》。《英皇制诰》和《皇室训令》规定，
港督由英皇委任，是香港的最高统治者，
集行政及立法大权于一身。香港回归
后，按照基本法 45 条和 68 条的原则，香

港特区循序渐进发展民主，港人第一次
有了选举特区行政长官的权利。第一任
行政长官由 400 名港人组成的推选委员
会选举产生。第二任行政长官选举时，
选举委员会扩展到 800 人。第四任行政
长官选举时，选举委员会又扩大到更具
广泛代表性的 1200 人。香港特区立法
会选举中的直选议席和选民范围也在不
断增加和扩大。去年的第六届香港特区
立法会换届选举，投票人数超过 220 万，
创历史新高，投票率也打破历史纪录。
香港回归后的民主发展进程、速度已相
当于西方过去的100多年。

近年来，在香港“一国两制”实践中，
在基本法的实施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
新的情况。“一国两制”是一项前无古人
的政治实践，在发展过程中遇到新问题
在所难免。因此，在未来“一国两制”实
践中，仍然只有全面准确地理解香港基
本法，全面准确地理解国家宪法和香港
基本法的关系，才能确保“一国两制”在
香港的实践不走样、不变形。

香港基本法为“一国两制”奠定法律基石
羽 祺

本版编辑 廉 丹

最后一位港督离开香港，标志着英国
对香港殖民统治的终结。回顾那段历史，
港督管制香港的时代华人无任何政治、民
主权利可言。回归 20 年来，香港政治、经
济、社会实现持续、稳定发展⋯⋯

图 1 两名儿童在香港中环海
滨玩耍。 （新华社发）

图2 2001年7月，香港市民欢
庆北京申奥成功。

图 3 解放军驻港部队举办军
营开放日活动，吸引众多香港市民
参观。

图 4 2008 年，香港举办“中国
改革开放 30 年知识竞赛”，中学生
踊跃参加。

本报记者 毛 铁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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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归祖国 20 年来，香港这颗

“东方之珠”迎来了无数璀璨瞬间，

也经历过几许风风雨雨。从殖民地

变为特别行政区，香港不仅一洗被

殖民的屈辱，更获得前所未有的机

遇。香港同胞一起欢呼喝彩，一起

迎难而上，在这片土地上努力创造、

享受美好的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