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7年7月1日是香港回归祖国20周年纪念日，从
维多利亚港两岸到横街窄巷，香港到处都洋溢着节日的
喜庆气氛。从各大商场和街市飘扬的国旗、区旗，到道路
两侧灯柱上悬挂的“20周年同心创前路，掌握新机遇”彩
旗；从穿梭于港岛大街小巷的叮叮车上五彩缤纷的庆祝
海报，到数百项如火如荼的演出和展览，整个城市都在欢
庆这个具有重要纪念意义的日子。

在“一国两制”伟大构想变成生动现实的20年间，香
港特别行政区虽经历风风雨雨，但保持繁荣稳定。从呱呱
坠地到风华正茂，在“一国”基础上充分发挥“两制”优势的
香港，形成了他人无法比拟的特长。生于斯、长于斯的香港
人真切地感受着这座城市在“变”与“不变”之间的魅力。

（一）“变”的是祖国成为香港强大的
后盾，“不变”的是人们的生活方式——

20年前，60岁的董建华出任香港特别行政区首任行
政长官，成为“一国两制”在港实践的首位执行者。20年
后回首往事，董建华毫不犹豫地说，“一国两制”在香港的
实践毫无疑问取得了巨大成功。

董建华说，回归 20 年来，香港的资本主义制度没有
变，人们的生活方式也没有变，法律基本不变，经济社会
继续保持繁荣稳定。他特别指出，法治作为香港重要的
核心价值依然牢固，这也是中央政府非常重视并且坚决
维护的。

回归20年，“一国两制”的实践也为香港带来了许多
新变化。让董建华深有体会的是：“回到祖国的怀抱，每
当香港遇到困难的时候，都有国家作为强大的后盾。每
一个困难时刻，国家都及时支持、帮助香港渡过难关。”

董建华提到的另一个变化是，回归至今，香港与内地
民众间的往来、沟通越来越密切，越来越多的香港人能讲
普通话了。他说，以前香港经济主要依赖同美国、欧洲的
贸易，如今香港越来越紧密地与内地融合，越来越多的港
人到内地发展，“这是一个大的变化，而且还在持续”。

（二）“变”的是香港的不断发展，“不
变”的肯定是“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
度自治”方针——

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在香港政府部门工作了36年，其
中一半时间是在回归以前，一半时间是在回归以后。可
以说是见证了回归前后香港总体的发展。

林郑月娥表示，过去 20 年，在香港落实“一国两制”
“港人治港”“高度自治”方针是成功的。成功之处就在于保
持了香港的繁荣、稳定，也让香港能够成功处理一些危机。

关于回归 20 年来香港的“变”与“不变”，林郑月娥说，
“变”的是香港作为一个城市发展得很不错。在过去20年，
香港总的经济增长累计大概是82%。虽然这个幅度比内地
的增长低，但香港作为一个发展水平比较高的经济体，总体
来说是不错的。同时，香港也成为一个更加重要的国际金
融中心，不单为香港企业服务，也为内地企业服务。“不变”
的肯定是“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方针，还包括
香港法治、自由和人权的核心价值。

（三）“变”的是香港在国家发展中的功
能，“不变”的是基本法的实施——

上世纪80年代，身为专业人士的梁振英积极参与回归
工作，并曾担任香港基本法咨询委员会秘书长、香港特区筹
委会副主任委员等职务，亲历了基本法起草过程、香港回归
前过渡时期的风风雨雨，以及回归庆典的历史性时刻。

1988 年，年仅 34 岁的梁振英被选为基本法咨询委员
会秘书长。“第一项工作就是做好基本法征求意见稿的咨询
工作。我采取的办法是拿着征求意见稿到社区和居民点听
取意见。”梁振英至今仍清楚地记得，当时许多香港市民关
心回归以后“到街上买早餐用什么钞票”。

梁振英认为，回归 20 年来，香港“不变”的是“一国两
制”和基本法的实施。“变”的是香港经济、社会的不断发
展。“目前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共同发展，我们对此需要有
一个明确的规划。香港作为国际化程度很高的城市，参与

‘一带一路’建设，也可以发挥独特的作用。”梁振英说。

（四）“变”的是香港迎来了最民主的时
代，“不变”的是香港国际化都市的地位——

回归那年，民建联主席李慧琼刚刚大学毕业。让她印
象深刻的是，当时不少人对未来的生活抱有疑虑，选择移民
到别的地方。“回归后，香港市民原有生活方式不变，香港依
然是个国际化大都市，资金、讯息、人员自由流动往来。很
多移民的朋友又回到了香港。”

李慧琼表示，“一国两制”是一项伟大的创新设计，经过
20年的实践，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功。在“一国两制”的优
势之下，香港回归后 20 年保持了繁荣稳定，香港仍然是全

世界最自由的城市之一，也是全国最国际化的城市。从
过去殖民地时代由英国派总督及大量官员来管治，到今
日从特首到立法会议员全部由选举产生，香港民主之路
一直在走，实现了港人治港、高度自治，香港20年来经历
了最民主的时代。

（五）“变”的是香港社会结构，“不变”
的是社会稳定和健全的福利保障——

回归20年，香港社会结构变了，老年人口增加，新移
民增加。社会稳定没变，多条安全线保障贫有所依，老有
所养；生活方式没变，每年80多天的赛马日“马照跑”；夜
晚兰桂坊里依旧笑声伴酒香。

财政司司长陈茂波介绍说，政府近 5 年在社会福利
方面的开支增加 70%以上。社会福利支出仅次于教育，
名列经常性支出的第二高。为推动扶贫、安老、助弱，特
区政府2011年制订最低工资、成立关爱基金，2013年首
次制订贫穷线、推出长者生活津贴，2016 年再推出低收
入在职家庭津贴计划，各项政策令逾百万人次受惠。

今日的香港，一片经济的热土，一个宜居的家园。展
望未来，“一国”和“两制”的优势不变，香港的机遇正变得
越来越多。正如歌中所唱，“明艳紫荆风中争胜，找对了
路径，花瓣开得繁盛”，有国家的强大支撑，香港的明天一
定会更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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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与“不变”彰显“一国两制”成功实践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随父
母移民到香港，80年代开始创
业，白手起家，一路发展成为
身家百亿的香港“钟表大王”，
香港中华厂商联合会会长李
秀恒是最早一批响应国家改
革开放政策，到内地投资设厂
的香港企业家。日前，他在香
港接受《经济日报》记者采访
时表示，香港每一个经济发展
新阶段都与内地的发展息息
相关，回归 20 年来，香港与祖
国同进步、共繁荣。

自回归以来，香港与内地
在经济上的交流合作领域不
断扩大、层次不断提升。“内地
为香港提供了广阔的市场，中
央政府的多项经济政策均惠
及香港，对香港的支持实在好
得无话可说。”李秀恒说，远的
有CEPA、自由行，近的则有沪
港通、深港通、债券通、大湾区
规划、亚投行参与、人民币国
际化及“一带一路”建设等，这
些均令香港的旅游业、金融业
和服务贸易得以蓬勃发展。

在李秀恒看来，未来随着
“一带一路”建设的推进，中国
将由改革开放时期的“世界加
工厂”，进一步提升为“世界经济枢纽”，到时中国将会
实施更加主动的对外开放战略，香港的“超级联系人”
角色将发挥更大作用。

李秀恒对香港未来的发展前景充满信心，认为可
从以下方面寻求突破，“要引领多元经济增长，推动发
展文化及创意、医疗、教育、创新科技、检测及认证以及
环保业等六大优势行业”。特区政府也应大力促进“再
工业化”，发展高端制造业，让传统工业赶上大数据及
智能生产的潮流。

李秀恒说，香港要抓紧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的重
大发展机遇，加强与广东省、澳门和其他地区的多方面
合作，增强香港在国际市场的竞争优势。他分析道，港
珠澳大桥及高铁即将落成，香港与珠三角将形成“一小
时生活圈”：港人到内地更便捷，带来更多工商业及旅
游的交流机会。随着“大湾区”“一带一路”等政策的推
动，两地企业可以在金融、旅游、物流、专业服务、拓展
国际市场等方面进一步深化合作。

在帮助内地企业“走出去”方面，李秀恒说：“香港
具有国际金融、航运、贸易三大中心地位，可以在担任
服务平台、解决跨境争议等方面帮助内地企业‘走出
去’。”他具体解释道，特区政府应向内地公司推介香港
优势，建议他们有需要的时候，可利用香港的专业优
势，例如法律、会计、风险评估、工程监理等，与香港企
业携手出海，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同时，香港必须进
一步强化全球离岸人民币业务枢纽地位、国际资产管
理中心功能，并推动融资、商贸、物流、专业服务。

李秀恒认为，香港也可以运用市场手段，让“一带
一路”建设更具成效。例如，将海外和国内有关企业衔
接起来，可以在海外设办事处，帮助国内企业找商机找
商家；香港会展业发达，也可以通过大型展览会，让内
地企业与海外商务贸易对接。

与祖国同进步共繁荣
—

—

访香港中华厂商联合会会长李秀恒

“支付宝 HK”在香港一家零售店进行扫码交易测
试。2017 年 5 月 25 日，蚂蚁金融服务集团（蚂蚁金服）旗
下电子支付平台支付宝在香港推出港版支付宝——“支
付宝HK”。 新华社记者 秦 晴摄

市民在观看赛马活动。 王 申摄（新华社发）

这是香港维多利亚港两岸景色。 新华社记者 吕小炜摄

香港中华总商会是香
港四大商会之一，成立于
1900年，是香港历史最长
以及最具规模的商会之
一。香港中华总商会会长
蔡冠深认为，香港拥有“一
国两制”得天独厚的优势，
要抓住发展机遇，就要做
到与内地全面融合、协同
发展。在“一带一路”倡议

下，香港可以在“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特别是与东
盟十国的合作中发挥独特的优势。

蔡冠深指出，长期以来，香港中华总商会立足于香
港，为工商界团体服务。如今他将香港中华总商会定位
为“中国的香港中总”，“立足香港、背靠祖国、面向世界”，
服务的对象不仅是香港，而是全国 13 亿人民。为此，香
港中总加强了与贸促会、工业经济联合会、侨商会、全国
工商联等组织的联系，实现“一起走出去”。

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是香港中总长期关注的焦点，蔡
冠深曾连续 3 年向全国政协提交关于大湾区发展的提
案。蔡冠深指出：“在大湾区建设中，每一个城市要做好
定位，错位发展、协同发展，不是恶性竞争，也不是你做你
的我做我的。香港的定位很清晰，就是金融、现代服务
业，广东的各大城市在不同领域如物流业、制造业、健康
产业等各有特色，在这个分工之下的协同发展是我们的
未来。大湾区对香港未来的发展很重要，粤港合作‘走出
去’是未来的发展目标。”

蔡冠深强调，现在大湾区的建设有铁路、公路、港
口和航空等基础设施方面的融合。现在还需要包括人
才、物流、资金和信息的全面融合，要全面打造一小时
优质生活圈。

香港中华总商会会长蔡冠深：

应加强与内地全面融合
“香港的总部经济价

值、融资平台价值、专业服
务价值，在相当长时间内
仍将领先内地，悉心呵护
产生这些价值的法律制度
环境、人文环境、营商环
境，将为香港抢抓‘一带一
路’建设新机遇、谋划新发
展奠定良好基础。”华润集
团董事长傅育宁说。

华润集团于1938年在香港创立，参与和见证了香港
的建设与发展，也受益于香港独特的区位优势，从一家名
不见经传的小商号发展为跻身“世界500强”的多元化控
股企业。华润的很多业务从香港起步，之后在内地发扬
光大。

“华润利用香港荟萃全球先进商业模式的优势，通过
学习消化、吸收转化，结合内地市场和客户的特点，积极
传承和创新，多项业务不断发展壮大。”傅育宁说。

他表示，香港回归以来，内地与香港已形成全方位、
宽领域、高层次交流合作格局，内地很多开放政策都率先
在香港“先行先试”，这不仅为内地扩大开放积累了经验，
也为香港提供了难得的先机。

“理想一起去追，同舟人誓相随，无畏更无惧，同处海
角天边，携手踏平崎岖，我们大家用艰辛努力，写下那不
朽香江名句。”傅育宁说，这首香港民众耳熟能详的歌曲

《狮子山下》道出了香港人勤奋拼搏、自强不息的“狮子山
精神”，鼓舞了一代代港人。

傅育宁指出，回归 20 年来，香港内外经济环境发生
了巨大变化，华润当前也面临诸多挑战，为此华润提出了

“重塑香港业务”的发展战略，将加大对香港民生产业的
关注度，继续增加对香港的投资。

华润集团董事长傅育宁：

用拼搏续写香江传奇
作为香港四大支柱产业

之 一 ，旅 游 业 对 香 港 经 济
意义非凡。香港该如何增加
竞争力并提升旅游业对香港
社会和经济的贡献？香港特
区政府署理旅游事务专员廖
广翔表示，将推出更多旅游
产品，把香港打造成独特且
多元的旅游目的地。

廖广翔介绍说，香港回
归以来，特别是 2003 年推行内地游客“个人游”计划后，访
港游客人数直线上升，并在 2014 年创下 6000 万人次的纪
录，被称为香港的“旅游黄金十年”。除内地游客继续充当
主力军外，韩国、美国和日本的游客也络绎不绝。

廖广翔表示，香港旅游业下一步将以“重塑香港形象”
为重点，推出更多的旅游产品，把香港打造成独特且多元的
旅游目的地。为此，香港特区政府 2017 年预算特别拨款
2.4亿港元支持旅游业发展。

在打造旅游新产品方面，香港做了很多尝试。廖广翔
介绍说，已经被吉尼斯世界纪录收录的全球最大音乐灯光
会演“幻彩咏香江”，今年又引入新元素；今年年初推出 10
多架美食车，到 8 个旅游景点提供服务，以吸引更多旅客；
未来几年将建成海洋公园水上乐园，增加迪士尼公园内新
的游乐设施；为提升文化旅游内涵，将重新改造孙中山纪念
馆等历史文化景点。

当前，内地旅行者的消费诉求正在向以体验为主的休
闲深度游转型，越来越期待深入体验当地的生活和独特文
化。赴港游客不再满足拍照逛景点，想要更多体验香港的
风土人情。为此，香港旅发局将宣传策略定位为重点推广
七大“体验性旅游”，包含餐饮、艺术及娱乐、夜游香港、文
化、经典、体育及户外活动、购物等方面。

特区政府署理旅游事务专员廖广翔：

全力打造多元旅游目的地

PMQ 元创方坐落在香港中环 SOHO 区的心脏地
带，在十九世纪末期这里曾是香港官学中央书院的校
舍，2010年特区政府宣布将这一建筑“活化”成香港标
志性的创意中心，支持年轻的设计师们和喜爱创意的
年轻人在这里创业。

走在元创方，充满港味的精致、时尚气息扑面而
来，创意店铺里陈列着各式潮流物品。配建的特色餐
厅、浪漫咖啡屋、花店和甜点店更添惬意。

创意产业是香港近年来重点推动的新产业。行政
长官林郑月娥多次提到，创新科技和创意产业是香港
很有发展优势和潜力的两个领域。特区政府于 2009
年在商务及经济发展局辖下成立“创意香港”，专门负
责推动香港创意产业的发展。元创方就是“创意香港”
的重点项目之一。据元创方副总干事周金禄介绍，如
今元创方已有超过70个团队、100多名设计师入驻。

在一家名为 Obellery 的首饰设计工作室里，设计
师 Hugo Yeung 正为顾客介绍首饰的设计理念，设
计师 Belinda Chan 在向顾客展示纯手工制作的首
饰。两位设计师都是20多岁，一位从英国学习珠宝设
计回港，一位在香港本地完成专业学习。一次业界交
流活动中两人相识，相近的设计理念、同样的创业热情
促成他们合作开始创业。Hugo Yeung 说：“这里非
常好，可以经常和其他设计师交流想法。而且，元创方
提供优惠政策，仅收取市值约50%的租金。”

周金禄说，元创方的愿景是打造成为香港第一个
为设计原创人发展的平台，“目前元创方很多设计师已
经参加了巴黎、日本和上海的展览,拿到了部分订单。
我们希望做设计师的推进器,帮助他们成长”。

慢游元创方——

感受港式精致和美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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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满文艺气息的元创方成为游客们喜欢光顾的新
景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