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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特区政府候任行政长官林郑月娥
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曾表示，过去 20 年，在
香港落实“一国两制”的成功之处就在于保
持了香港的繁荣、稳定。

回归以来，香港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
瞩目的成就：2016 年香港本地生产总值达
3200 亿 美 元 ，较 1997 年 累 计 名 义 增 长
81% ；财 政 储 备 截 至 今 年 3 月 31 日 近
10000 亿港元；2016 年香港是全球第七大
商品贸易经济体系⋯⋯今日的香港，经济
稳步增长、市场繁荣、贸易活跃、金融发达、
就业稳定。栉风沐雨，植根祖国怀抱的紫
荆花开得更加艳丽、繁盛，为全球经济增添
了一道亮丽的风景。

国家好，香港才更好

1997 年 7 月 1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正
式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年届六十的董建
华宣誓就任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一任行政长
官。作为回归 20 年的亲历者，董建华深有
感触地说：“回到祖国的怀抱，每当香港遇
到困难，都有国家做强大的后盾。国家好，
香港才更好。”

香港回归 20 年里遭遇过两次金融危
机。亚洲金融风暴于 1997 年 7 月爆发，在
国际游资攻击下，东南亚各国面临严峻挑
战，香港也难独善其身。在祖国大力支持
下，新成立的特区政府成功击退炒家，渡过
风浪。2008 年，国际金融危机冲击香港金
融市场，同样靠中央支持，香港经受住了考
验，进而成为境外最大的离岸人民币中心，
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得以巩固。

“回归以来，我们经历的两次金融危机
对香港的冲击都不小，但我们的金融系统
经受住了不同危机的震荡。”香港金融管理
局署理总裁余伟文坦言，在香港这样一个
高度开放的经济体中，维持金融稳定是艰
难但又至关重要的工作。两次金融危机最
能检验香港国际金融中心成色。

继“沪港通”“深港通”之后，今年 6 月 7
日，被境内外投资者广泛关注的债券通有
限公司在香港宣布成立。这家由中国外汇
交易中心与香港交易所联合出资成立的合

资公司，将为债券通相关交易服务提供支
持。这就意味着，境外投资者将可以通过
债券通公司买卖内地银行间债券市场的各
类债券。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香港，也因
此又多了一项职能：境外资本进入内地债
券市场的服务窗口。

“‘债券通’是加强内地与香港资本市
场互联互通的重要里程碑。”在特区政府财
政司司长陈茂波看来，这是国家巩固和提
升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地位的又一重要
举措，是香港金融发展的新机遇。

2003 年，香港遭遇“非典”疫情，经济
陷入低谷，中央果断出手相助，“个人游”政
策为香港市场注入“源头活水”。同样在

“非典”疫情之后推出的《内地与香港关于
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CEPA），也
成为出现频率最高的中央挺港措施之一。

香港特区政府署理旅游事务专员廖广
翔表示，内地“个人游”带动了香港旅游业
发展，对本地劳工市场也很重要。2015 年
旅游业占本地生产总值 5%，创造超过 27
万个职位，占全港总就业人口的7%。

截至今年 5 月 31 日，内地累计进口受
惠 CEPA 货物 750.4 亿元人民币。越来越
多的香港产品享受 CEPA 零关税进口，对
内地和香港经贸互通、优势互补，拉动香港
经济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香港CEPA是

“一国两制”原则的成功实践，香港中华厂
商联合会会长李秀恒认为，回归以来，香港
与内地不断共同发展，其中，CEPA 不仅令
香港企业成功打入内地庞大市场，拓展新
商机，内地企业也通过香港走出去。

不断升级的“超级联系人”

特区行政长官梁振英多次提到香港要
“服务国家所需、发挥香港所长”，做好超级
联系人。他认为，国家所“需”，在不同时期
不一样；香港所“长”在不同时期也不一样。

在内地对外开放过程中，香港是重要
的外资来源地，也是国际企业进入内地市
场重要的“超级联系人”，且香港超级联系
人的作用也在悄然发生变化，不断升级。

作为一流国际贸易和商业服务中心，
香港营商环境优越，拥有法治完善、公平竞
争、国际化程度高等众多优势，吸引了世界
各地的企业和投资者，是跨国公司设立地
区总部或办事处的热门地点。据统计，近

8000 家国际和内地公司在香港设立地区
总部、地区办事处或当地办事处。

香港中华总商会会长蔡冠深对香港超
级联系人角色的升级有着细致的观察。“内
地企业做境外的项目，人家总拿国外的标
准来要求我们的装备，觉得我们内地的标
准不符合他们的要求。”蔡冠深说，这时候，
香港业界的沟通优势就凸显出来了，“在内
地企业走出去的过程中，我们可以协助把
内地的技术标准带出去，让我们的行业标
准逐渐成为国际标准”。

香港是重要的集资平台和资产管理中
心。2016 年香港首次上市集资总额达
1950 亿港元，蝉联全球第一；香港亦是亚
洲领先的资产管理中心。

从一家名不见经传的小商号发展成为
世界 500 强的商业巨头，作为较早来港发
展的内地企业，华润集团的崛起足够有说
服力。“华润能处于今天这样的行业领先地
位，香港优良的商业环境和成熟的资本市
场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华润集团董事长傅
育宁在接受采访时盛赞香港对华润发展的
功劳。他认为，华润不仅借助香港的平台
完成了大规模的融资，也在满足香港资本
市场对企业规范化运作的监管要求时，改
善了经营机制，优化了公司治理结构。

香港位于亚洲中心，联通全球。从香港
出发，可于4小时内飞抵主要亚洲市场，5小
时内飞抵全球半数人口的居住地。可以说，
香港凭借本地交通网络、世界级基建及资讯
服务是内地与世界各地当之无愧的“超级联
系人”。香港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谭志源
表示，“十三五”期间，香港要发挥独特优势，
继续巩固并提升国际金融中心、航运中心、
贸易中心地位，“以国际航运中心为例，专业
服务要向高端、高增值方向发展，如加强航
运配套保险、航空业的发展等”。

诸多优势助力未来发展

6 月 13 日，香港特区政府宣布，香港已
成为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新成员，“一
带一路”倡议正为香港带来前所未有的机
遇；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研究制定粤
港澳大湾区城市群发展规划；在“十三五”
规划中，香港被定位为离岸人民币的“枢
纽”。

世界银行的最新数据显示，香港在世

界银行的“全球治理指标（WGI）”的研究项
目中法治指标评分从 1998 年的 80.4 分提
高到2015年的94.7分。香港律政司司长袁
国强表示，国际社会对香港的司法制度充
满信心，同时香港是亚太区排名第一的国
际仲裁中心。这意味着香港在“一带一路”
建设中可以承担特别的角色。对于赴相关
国家和地区投资的内地企业而言，香港大
量的国际仲裁和法律专业人才可以协助其
规避所在国或地区的法律风险，在合同拟
定、合同履行和争议调解中发挥特长。

袁国强表示，香港应顺势而为，积极搭
乘“一带一路”建设的快车，发挥国际仲裁
中心的优势显然将大大助于融入其中。

随着“一带一路”建设的推进，越来越
多的内地企业开始到境外发展，但内地企
业光凭自己寻找国际投资人有一定难度。
余伟文表示，香港的优势是有强大的国际
网络和健全的金融市场。香港的中间人角
色和专业服务平台作用突出，“我们刚做好
一个投资清单，帮助内地企业和国际资本
牵线搭桥，给他们到海外投资提供风险管
控方案”。

按照相关规划，粤港澳大湾区是由广
州、佛山、肇庆、深圳、东莞、惠州、珠海、中
山、江门 9 市和香港、澳门两个特别行政区
形成的城市群，整个湾区人口 6600 多万，
各城市间经济结构互补性很强。无论是经
济还是社会发展，大湾区都为香港未来提
供了很大空间。

谭志源认为，今后大湾区的推进和建
设方向，要做好功能定位、实现互联互通、
打造优质生活圈及引资引智等。首先，根
据大湾区内的 9 市 2 区的优势和特点进行
合理布局和分工，实现错位发展、互补共
赢；其次，做好基建、生产要素、资金及通讯
的互联互通；第三，打造一小时或两小时的
粤港澳大湾区生活圈，方便人员在湾区间
的流通往来；最终打造对外开放新格局，面
向世界开放整个湾区，引资引智。

香港自2004年成为第一个开展人民币
业务的离岸市场后，迄今已拥有全球最大的
离岸人民币资金池，最多的离岸人民币投资
产品种类。香港金融管理局外事主管刘中健
表示，“内地在未来10年、20年都将是世界
经济发展的亮点，会对世界更有吸引力，我
们的离岸人民币枢纽地位也将在未来的国
际金融市场上有着更重要的分量”。

为全球经济增添一道亮丽的风景
——“一国两制”下香港经济发展成就与展望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廉 丹

（上接第一版）
为打造适合中国国情、路情的高速动车组设

计制造平台，实现中国高速铁路动车组自主化、标
准化和系列化，在中国铁路总公司主导下，中国铁
道科学研究院技术牵头，集合中车集团及相关企
业的力量，开展了中国标准动车组设计研制工作。

中国标准动车组构建了体系完整、结构合理、
先进科学的技术标准体系，涵盖了动车组基础通
用、车体、走行装置、司机室布置及设备、牵引电
气、制动及供风、列车网络标准、运用维修等10多
个方面，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张波介绍说，中国标准动车组大量采用中国
国家标准、行业标准、中国铁路总公司企业标准等
技术标准，同时采用了一批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
标准，具有良好的兼容性能，在 254 项重要标准
中，中国标准占84%，软件全部是自主开发。中国
标准动车组整体设计及车体、转向架、牵引、制动、
网络等关键技术都是我国自主研发，具有完全自
主知识产权。

更值得关注的是，中国标准动车组解决了目
前 CRH380 系 列 不 能“ 互 联 互 通 ”的 问 题 。
CRH380 系列技术平台的标准系统不统一，没有
做到标准化统型，不仅司机的操作台不一样，连车
厢里的定员座位都不一样，无法相互替代。中国
标准动车组的“标准”，意味着今后所有高铁列车
都能连挂运营，互联互通。只要是相同速度等级
的车，不管哪个工厂出品，不管是哪个平台出品，
都能连挂运营，不同速度等级的车也能相互救援。

中国标准动车组研制成功，对于促进我国高
速铁路可持续发展、推进高铁装备自主创新成果
产业化、全面系统掌握高速铁路动车组及关键装
备的核心技术，加快中国高铁“走出去”，具有重要
战略意义。

目 前 ，“ 复 兴 号 ”中 国 标 准 动 车 组 有
“CR400AF”和“CR400BF”两种型号。按照中国
铁路总公司新的动车组编制规则，新型自主化动
车组均采用“CR”开头的型号，“CR”是中国铁路
总公司英文缩写，也是指覆盖不同速度等级的中
国标准动车组系列化产品平台。型号中的“400”
为速度等级代码，代表该型动车组试验速度可达
400km/h 及以上，持续运行速度为 350km/h。

“A”和“B”为企业标识代码，代表生产厂家；“F”
为技术类型代码，代表动力分散电动车组。红色
的是中车四方的 AF，黄色车头是中车长客的
BF。今后，中国铁路总公司将根据运输市场需
求，逐步研发 CR300 和 CR200 系列中国标准动
车组。

据悉，6月26日，“复兴号”将率先在京沪高铁
两端的北京南站和上海虹桥站双向首发，分别担
当 G123 次和 G124 次高速列车。下一步，铁路总
公司将根据运输需要，安排“复兴号”中国标准动
车组系列产品设计制造，组织好批量生产，逐步扩
大在不同速度等级高铁线路上的运用，为人民群
众出行提供更多的选择。

“复兴号”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