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2年1月3日 星期二B3 www.hkej.com

圖1 四大國際都會名義人均生產總值

資料來源 英國國家統計局、紐約市財政部、Urbanomics、香港統計處、新加坡統計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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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 四小時航程內地區名義生產總值

資料來源 美國中央情報局世界概況、HKGolden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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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 港星人均收入比較

資料來源 香港統計處、新加坡統計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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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家之言

從經濟發展看，過去十年香港看來確

是 「奄奄一息」 。

港府在2003年把香港定位為亞洲國

際都會（Asia's World City），國際上亦

有 「紐倫港」 （Nylonkong）之說。然而

，截至去年底，香港的名義人均生產總值

為25萬港元，比倫敦低43%，數字更只

是紐約的四成！

香港社會最近激烈辯論收入不均的問

題，不同群體（包括特首參選人）都提出

不同方法把香港的 「餅」 分好，讓所有人

共享經濟成果。我們認為，【圖1】為這

個辯論提供了另一個角度：現在談 「分餅

」 有點不切實際──比起同類城市，香港

的收入水平／經濟表現可謂極其差劣！

與其在現有的 「餅」 上你爭我奪，倒

不如讓香港人重拾過去自強不息的奮發打

拚精神，急起直追，真正讓全民共享繁

榮。須知道，所謂社會流動，關鍵除了是

教育機會均等，讓人人不論出身都有機會

裝備自己之外，同樣重要的是經濟增長，

經濟停滯不前，流動性從何而來？

香港的 「成績表」 相比同儕有多難看

？請看【圖2】。

地理條件遠勝星洲

過去，香港人（包括政府）都認為，

新加坡沒可能是香港對手。的確，二十世

紀九十年代以降，香港的人均收入一直高

於新加坡。然而在2003年以後，新加坡

迎頭趕上，超越香港，而且差距愈來愈大

；到今天，新加坡的人均產值已比香港高

出四成。

不要忘記，香港過去十年的經濟定位

幾近完美：一、趕上全球最興旺的行業─

─金融業的黃金時期，上市集資金額領導

群雄；二、背靠中國這個全球第二大經濟

體；但當內地人均收入在過去十年增長了

2.8倍的同時，香港的同期複式增長卻只

有每年3%。

尤甚者，香港過去十年勞動人口增加

了約一成，亦即是說，扣除因為勞動人口

增加的因素，香港每年的經濟增長只有

1%左右！毗鄰全球增長速度最高的經濟

體，加上以金融業為發展支柱的情況下，

表現之差可謂難以置信。

面對主權債務問題和全球經濟放緩的

憂慮，有指歐美將步日本後塵，進入迷失

十年，即經濟增長與通脹長期維持低水

平，人民生活質素自然無法提升。但原

來更可悲的是，香港在二十一世紀之初

已經歷了迷失十年而不自知：經濟接近

停滯，通脹率平均近零，九十年代我們

建成了八間醫院，但過去十年卻連一間

也欠奉。

知恥近乎勇。我們認為，眼前正是

香港的盛衰關鍵。香港有着得天獨厚的

優勢，由香港出發的四小時飛行距離內

的GDP總和為14萬億美元，足有整個

美國的經濟規模。

相反由新加坡出發飛行四小時幾乎

除了海水便是孤島，可接觸的經濟規模

只為香港的七分之一【圖3】。

新加坡與鄰國關係亦相當敵對，甚

至因為戰略理由，因而建造成本高昂的

海水化淡廠，避免民生戰略關鍵資源控

制在外國手中。在如此惡劣的環境下，

獅城仍能排除萬難發展至今天的成就，

那麼香港實在沒有不成功的藉口。

香港擁有西方傳統的穩健法制和價

值系統，是中國最自由開放的城市；我

們有世界級的基建設施和服務業水平，

加上背靠中國這個龐大經濟體，在全球

經濟重心西向東移的大勢下，香港要

「起死回生」 ，發揮潛能再度飛躍，絕

非遙不可及。

客觀的事實說明，香港底子還是很

厚。去年香港的旅客數字突破4000萬

人次，按年增加了11%。但較少人留

意的是，全年的南韓旅客剛突破了100

萬人次，使香港成為最受南韓人歡迎的

旅遊目的地。來自俄國的旅客也超過

100萬人次，按年增加逾五成。另一個

較少被注意的數字是，原來居港的法國

人剛突破1萬名，而居住在整個亞洲的

法國人只有1.5萬名，香港佔了三分之

二！

拓建商廈增加工種

香港並沒有對來港的南韓、法國或

俄國人津貼一分一毫，他們來港旅遊、

工作、居住，全屬自由市場下的選擇。

顯然，香港世界級的服務業水平是對他

們最大的吸引力，香港有近30萬間中

小企，競爭讓企業更新進步，使消費者

能享用物有所值的服務。

在香港可以嘗到任何地方的名菜佳

餚，可以買到來自全球各地的電子產品

、時裝潮物，到現在就連世界聞名的大

藝廊和樂團亦魚貫進駐香港。顯而易見

，這一切都在我們眼前：香港已有條件

脫胎換骨，只差我們一直以來富有的自

強不息、奮發打拚精神。

目下是危也是機。可以說，自二次

大戰以來，從來沒有一個議題和全城市

民如此息息相關。我們的城市正身處歷史

的十字路口：增加（公共和私人）投資、

力爭向上，則可躍升為國際都會，超越倫

敦、追趕紐約指日可待；但假如束手度日

，任由機會流走，則香港必步東京、威尼

斯等後塵，成為明日黃花。

更重要的是， 「黃金五年」 帶來的影

響，香港沒有任何一個階層能夠置身事外

：醫療體系資源嚴重不足，再不增加投資

，長者的退休醫療服務將極為緊絀；海外

和內地企業蜂擁來港，假如不加建商場、

寫字樓，八九十後可以享有的優質工種將

無法落戶；租金不斷上升，留港企業為減

低成本，只有把中、後台部門的職位移至

其他地方，如新加坡及上海等。

這些職位利潤不是最大，但收入仍相

當可觀，而且就業機會很多──必須大量

增加寫字樓供應，這些職位才不致流失；

中小企亦不可能捱得住眼前不斷上升的工

資，現在髮廊請不到學徒、餐廳請不到清

潔工──不是不願請，而是出高薪也請不

到人。

龍年大忌：坐視不理

租金與工資帶來的，很可能是連續幾

年6%的通脹，足夠把退休人士的資產蒸

發四分之一，不 「做大個餅」 ，這些外來

的機遇勢必反令香港受通脹之苦，長遠就

連工作機會也受威脅。因此，假如說龍年

要 「忌」 一件事，那應該是 「坐視不理

」 。

要做的事亦相當簡單：為香港的服務

行業提供更多更好的硬件和軟件，建造更

多商場、酒店、寫字樓、住宅、醫院和學

校；重新檢視人口政策，輸入專才等，既

為迎接全球包括內地不斷湧入的服務需求

（如零售、旅遊和飲食等），締造經濟和

收入增長；同時也為控制租金升幅，緩解

通脹壓力。

香港人用了三代人的時間，努力了一

個半世紀，到今天我們有機會再次實現像

八十年代般的高增長期，把香港建成一個

更繁榮、更有活力、更人性化的國際都會

，讓我們的第三代，亦是教育程度最高的

八九十後，可以有充分發揮的大舞台。夢

想能否成真，全在700萬香港人的一念之

間。

本欄逢周二及周三刊登

專家之言

迷失十年不自知 香港騰飛遇契機
「This city is dying」 這句電視劇對白最近在網上瘋傳，成為一時佳話。電視觀眾、網民

、評論員都有感這句話切中香港社會現況，甚至有意見認為香港在回歸以來，無論在社會流動

、收入分布、政治發展以至自由法治都停滯不前甚或有所倒退。碰巧外圍經濟環境不穩，分析

員、政府官員甚至特首都大吹淡風，社會瀰漫着一片悲觀情緒。

既然我們在外圍一片淡風的情況下仍對香港的前途如此樂觀，今天就先和大家探討這句引

起社會熱烈討論的電視對白，香港是否真的回天乏術？

HKGolden50（香港黃金五十）為

一獨立非牟利非政治研究組織，由九名

香港普通家庭長大的八十後研究員加上

資深分析員林奮強於2011年夏天成立

，旨在以客觀事實和數據喚起各階層關

注香港面對的挑戰和困難，推動公共政

策，使香港更上一層樓。

我們的城市正身處歷

史的十字路口：增加

投資、力爭向上，則

可躍升為國際都會，

超越倫敦、追趕紐約

指日可待；但假如束

手度日，任由機會流

走，則香港必步東京

、威尼斯等後塵，成

為明日黃花。

■若香港增加投資、力爭向上，則可望躍升為國際都會，否則將成為明日黃花。 （法新社圖片）

抓緊黃金五年超倫敦趕紐約
「香港黃金五十」 有兩大核心信

念：一、香港最美好的五十年在我們面

前而非過去；二、接棒把香港建設得更

美好的將是 「八十後」 ─我們教育水

平最高的一代。我們把2010年至2014

年稱為香港的 「黃金五年」 ，在這期間

，前所未有的商機、人才和資金將源源

不絕地湧入香港，只要我們好好把握，

把這些機遇鎖緊落戶，香港將可躍升為

第三個國際都會，超越倫敦、追趕紐約

，指日可待。

樓股雖低迷整體收入仍升

作為政策研究機構，我們旨在透

過客觀的事實和數據，喚起香港各階層

關注我們身處城市所面對的挑戰和困難

，推動公共政策改弦更張。在本文見報

的今天， 「黃金五年」 已經踏入第三年

，客觀數字告訴我們， 「黃金五年」 是

一個結構性的 「第二次高增長」 ，是經

得起洪爐火的真金。

比對回歸以來的十四年與今天，大家

就可以明白，香港眼前的情況與以往實有

雲泥之別：回歸以來的平均名義經濟增長

為2%，在黃金五年內我們將不止一次見

到雙位數的名義增長；過去十年的平均通

脹率幾乎為零，未來幾年很大機會在5%

至7%徘徊。通脹高企主因是工資和租金

上升。

目前失業率為3.4%，是回歸以來的

新低，就業人數（約365萬）與空缺數目

（約5.7萬個）亦創歷史新高。隨着人口

老化帶來的勞動力收縮，工資不斷上升是

自然不過的事。統計處的數字亦顯示，不

論高、中、低收入組別的就業人口，收入

均有所提升，同時低收入人士數目亦顯著

下降。

不要忘記，2011年股市下跌了兩成

，樓市下半年表現一潭死水，如此情形下

香港整體收入仍上升，在在說明了眼前的

好景全民受惠，什麼 「集中金融地產」 一

說，客觀上不能成立。

眼前的租金上升亦值得注意：去年

住宅租金上升了8%，樓價才剛回升至

接近 1997 年水平；但同時商業物業

（即地舖、商場、寫字樓等）租金卻上

升超過兩成，比1997年的高峰還要高

出六成至一倍！無論是一客炒飯還是一

件衣服，我們的日常消費無可避免要負

擔一定程度的租金，商業租金的上升自

然亦轉化為通脹。數字如此明顯，但特

區政府最近的施政報告，重點卻還是居

屋而非商業物業。

經濟發展勢頭強勁，亦帶動政府庫

房收益。我們預計港府未來三年的財政

盈餘均高達1000億元。

這不難理解，香港本地生產總值

（GDP）中93%來自服務業。基本上

，服務業必須在室內進行：酒店、學校

、寫字樓、商場……總之是服務業，就

需要硬件。

那麼，假如香港服務業的需求上升

，連帶土地的需求亦必定上升──由去

年的賣地收入已超過800億元便可見一

斑。重要的是，我們不希望見到政府再

把盈餘派發─1000億元足可建造十

間科技大學──香港需要這些公帑來為

下一代投資。

我們認為香港得享 「黃金五年」 有

三大因素。篇幅所限，今天僅詳述第一

個：人口分布。

人口分布造就最大同理心

一、現時佔香港男性（女性的分布

情況相若）最多的年齡組別正是嬰兒潮

出生、今天45歲至54歲的一群，我們

稱他們為 「黃金五十」 。

這群佔香港兩成人口的 「黃金五十

」 為香港製造了社會改變的珍貴機會，

源於他們的同理心。把他們的年紀加上

二十五年，就是他們的高堂；減去二十

五年，便是他們二十多歲的下一代。

故此，這一代可說是香港年齡層上

的 「夾心階層」 ，不得不瞻前顧後：對

上他們一定會關心社會的醫療福利政策，

因為他們的父母就是這些政策的最大持份

者；向下他們不得不注意香港的教育制度

和就業前景，因為這關乎他們兒女的前途

問題。

同時，嬰兒潮這一代在他們五十年的

人生中，見證了中港兩地政治、經濟、社

會劇烈的變化：六十年代的文革、六七暴

動，八十年代改革開放、八九六四……他

們都親身經歷過。可以說，身處如此多變

的社會經濟環境以及上下兩代之間的這一

群，應該是視野相對開闊、理性的一群。

更重要的是，假如我們不能把握眼前

這個機會力求變革，為香港大興土木，擴

大香港服務業的規模和容量，十年後的今

天，這批人數最多的選民群組最關心的，

該是自己的健康、老人福利與醫療系統，

其他社會經濟議題將不會是焦點。因此，

公共政策改弦易轍，目下正是黃金時機。

「香港黃金五十」 緣起．二之一．明

天待續

香港黃金五十年｜HKGolden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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