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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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黃金五十｜HKGolden50

專家之言

理論上 「一國一市場」 理應十分

自然：像歐盟作為一整合經濟體，一個

法國公民假如留意到德國有一個心儀的

職位空缺，他唯一要做的就是執拾細軟

，不用換貨幣，也不用申請簽證。但偏

偏指導香港管治的 「一國兩制」 框架，

從來都只是個法律概念，對於回歸後到

底中港之間應如何處理經濟流動的問題

並無詳細解釋。

香港素為中國大門，世界各地的

企業和人才假如希望進軍大陸市場，都

會在香港與內地有關機構接洽；但諷刺

的是，回歸之後內地的企業和人流要進

入香港反而要經過重重關卡，特別是官

員來港所需的審批期更久。香港與大部

分貿易夥伴都享有自由雙向的流通關係

，惟獨是香港與祖國經濟之間，卻在過

去十年均無如此關係。

2000年時，每100個港人北上，

只有 6 個內地人訪港；但該比例自

2003／04年當 「自由行」 落實以後開

始上升，直至2008／09年的環球金融

風暴時不但沒有減少，反而加速上升，

到2010年每100名港人北上，便有29

個內地人訪港。我們相信，隨着內地企

業與人流南來的行政阻礙不斷減少，這

個比例在未來只會繼續上升【圖】。

決堤湧入滿城興旺

事實上，香港得享黃金五年的重

要因素之一，正是來自內地對香港服務

業的強大需求在回歸以來被人為阻隔，

如庫裏儲水愈升愈高，到自由行等政策

一落實便有如決堤般湧入香港，造就眼

前滿城興旺的景象。2010年內地來港

旅客有2300萬，去年已達2800萬，佔

全年訪港旅客六成半。

了解是產生好感的第一步。一個

人來香港的次數愈多，對香港的了解愈

深。當中有人會在香港吃喝玩樂、盡情

購物之餘，欣賞我們的價值系統與公民

質素、高效、自由、開放等好處，甚至

希望在此生活、工作，以至把他們公司

的業務遷到香港管理。故此，訪港旅客

數字急升預示往後出現居民的流入以至

企業總部的設立。

酒店零售業首先受惠

因此，首先受惠於 「一國一市場

」 的行業將是零售、旅遊、酒店、餐飲

等，而漸漸地對零售空間的需求，將轉

化為對寫字樓、醫院與房屋的需求。當

我們的服務業需求出現以酒店、零售為

首的結構性增長，再延續至金融、專業

服務、教育、醫療等範疇，從而帶動整

體人民的收入增長實屬情理之中。但前

提是我們必須要有更多的商舖、酒店、

寫字樓、醫院、大學等硬件以容納這些

機會。

更重要的是，零售、酒店、餐飲

、旅遊等行業可以為低技術／學歷工作

人口提供很多就業機會。這對自回歸以

來經每天150個的配額下，容納了近

70萬新移民（或11％的人口）香港而

言尤其重要。新移民當中只有8％具專

上學歷，遠低於香港的平均學歷水平。

假如把握好 「一國一市場」 的契機，我

們大有機會改善近年來社會熱烈討論收

入不均（堅尼系數）、社會流動性以及

100萬貧窮人口（香港人口的14％）

等問題。

早前我們已指出現時香港面

對的收入不均問題，很大部分是

我們自己製造的。在成為國際金

融中心的過程中，我們成功吸引

了不少全球各地的精英在港落戶

，增加了高收入人士數目。但我

們問題之獨特，在於很少地方會

與此同時引入大量低技術移民。

不難想像，100萬貧窮人口當中

，70萬新移民佔了一部分。如

此一來，高收入人士與低收入人

士數目同時增加，對量度貧富差

距的堅尼系數影響可想而知。

經濟弱難談收入分布

故此，現在辯論如何拉近收入分布並

沒有意思，因為如昨天所言，縱使香港背

靠急速增長（按年10％）的中國，我們

的名義人均收入在過去十年（經勞動人口

增加的調整後）只按年增加了約1％，可

謂毫無寸進。我們的 「餅」 根本沒有變大

，假如一個人要分多一些，那總有另一個

人要分少一些，整體經濟停滯不前的情況

下要改變收入分配不過是 「零和遊戲」 ，

社會整體而言不會比以前快樂。要實際助

人脫貧，我們的社會應該摒棄 「零和遊戲

」 的想法，齊心把服務業的餅做大，為香

港人創造實際的收入增長。在 「一國一市

場」 的助力下，這應該不是難事。

低技術可創就業機會

香港只有一等公民。我們必定要盡力

令新成員（特別是相對低技術的一群）有

能力和機會自力更生。以往一般的白領職

位都要求員工對電腦運用有所認識，而相

對低技術／學歷的人口，則大部分就任藍

領職位，亦即在工廠工作。今日今時香港

的工廠北移，而零售、酒店等工種對學歷

與技術要求則相對地低，目前零售酒店、

旅遊餐飲業的興旺可謂正是時候。增加酒

店與商場供應，正可為香港的低技術人

口創造就業機會，增加社會流動性。

以之前全城皆識的導遊 「阿珍」 為

例，面對一大群彪形大漢，仍然聲如洪

鐘地 「落力推銷」 ——固然她的價值觀

有所偏差，以香港世界級服務業以客為

先、賓至如歸的標準而言這樣的推銷確

實不及格——但無論如何， 「阿珍」 這

種充滿衝勁的 「推銷力量」 ，只要經過

適切的培訓改進，亦不失為可造之才。

事實上，從統計處最近公布的數

字可見，除了整體工資增幅創十

七年新高外，整體收入分布其實

已有一定程度的 「躍進」 （低收

入人士減少，中高收入人士顯著

增加）【表】。

「一國一市場」 為香港開

拓了無限商機，把服務業的容量

和本領做大做好，甚至可以趁勢

改善收入分布——但我們必須要

有充足的硬件才可以容納這些機

遇。目下社會有關內地人 「搶貴

香港」 的激烈討論，很大程度也

是個容量不足的問題。

中港矛盾十分危險

但事情發展至今天，中港兩地網民罵

戰，甚至有國內人士怕來到香港被敵視而

打消來港念頭，實在是個很危險的狀況。

事實上，現時每年香港近8000萬人次北

上內地，我們相信這些（特別是因公務理

由）北上的港人，應該會對內地有更深了

解而有更大包容。另一方面，每年近

3000萬內地旅客來港，我們街道的衞生

環境沒有變差，治安仍是全球最佳的城市

之一。

反而，他們為香港創造了大量就業機

會。早前雷鼎鳴教授指沒有自由行，香港

的失業率將升至5％——我們估計，假如

計及所有與 「一國一市場」 相關的經濟活

動（如Prada在港上市等），香港的失業

率應該會比現水平高至少一倍（即起碼

6.5％）。去年香港的一手車登記數目不

跌反升——買車的大部分不是旅客；而去

年金融市場動盪，買新車的應該很大部分

也不是金融從業員。故此， 「一國一市場

」 帶來的機遇，確實帶動了本土經濟發展

與整體收入，同時還令香港的經濟多元化

，不再只依靠金融、地產。

「一國一市場」 明明是一件好事，只

要 「做大個餅」 便可以把香港世界級水

平的服務業發揚光大，同時改善收入差

距，讓全民受惠。講到底，所謂的 「矛
盾」 只是源自大家都要服務而供應不足

，那麼最直截了當、正本清源的解決方

法不是增加服務業容量嗎？況且香港依

靠服務業維生那麼久，只要是用香港服

務業的客人，不分國籍都是好客人。香

港不但只有一等公民，也只有一等客

人。

而我們認為， 「一國一市場」 把握

得好，不但可以帶來巨大的經濟利益，

還可以使香港富有的普世價值、文化素

質 「輸出」 至內地。事實上，愈來愈多

內地精英學生捨清華、北大而選擇來港

讀大學，本質上就是一種價值取態的自

我選擇（self-selection），是他們認同

、嚮往香港的價值系統而作出的決定。

但要以文化 「感染」 別人，必先開放。

香港再不只是一個讓人埋首賺錢的孤立

小島，而是一個足以願景成為國際都會

的 「文化價值出口中心」 。

這早有往績可尋：由辛亥革命起，

以至第一間中國銀行在港上市，便把西

方的企業管治最佳守則、風險管理等概

念傳入內地，香港素來不斷對內地出口

我們的價值系統。我們已吸納了70萬

相對低技術的新移民，今天我們一樣可

以讓國內的精英了解普世價值與公民素

質，潛移默化影響內地精神面貌。因此

，隨着香港重新成為中國的大門，海外

的企業會重新在港接觸內地。香港不是

「中國化 」 ，而是 「再國際化 」
（re-internationalization）。我們實在

不希望因極少數的非理性想法，讓香港

成為一個包容不同文化的國際都會美夢

破碎。

國際都會總體規劃

要令香港重回正軌，達致成為國際

都會的道路上，我們先要有一個清晰的

總體規劃。香港在50年興建新市鎮與

各項基建的過程中得到寶貴經驗。要建

造更有效率、以人為本的新空間以容納

更多企業與人口，我們理應遊刃有餘：

（一）規模：第一課正是規模。一

個新市鎮需要24萬居民才可以建造一

間醫院，而且亦需要連接現有的公共交

通設施才可以吸引更多人遷入。

（二）建造好他們自然來：某些計

劃開始時不大順利，但3至5年間隨着

經濟擴張帶動對空間的需求，最終總會

成功。近期的例子有東九龍：開始時政

府把官地以低價賣出，建成的商廈每月

呎租只有5-8元，以及把工業用地轉為

寫字樓。數年後，傳統高價商業地區的

租戶魚貫遷入，把九龍東轉化為全港兩

個最大型寫字樓區域的其中一個。寫字

樓空置率極低，租金轉眼升至每月每方

呎20-30元。這一切都在3至5年內發

生。這個經驗使我們明白，只要我們有

像眼前的增長機會，我們就應該毫不猶

豫地建設，因為建造好他們自然來。

（三）環境保護：我們以往發展新

市鎮的最大問題是不能讓新市鎮自給自

足。很多居民都要到別的地區工作。要

改善這個情況，我們應該積極考慮把就

業機會帶到新市鎮中，這亦可以減少居

民上班而留下的碳排放。例如我們倡議

的 「大東涌」 以及在機場興建大型商業

設施，便符合以上條件。又例如，我們

應該考慮在天水圍這個收入與學歷相對

低的新市鎮興建更多酒店，反正對旅行

團的遊客而言，酒店在什麼地方根本不

大重要，在主要景點如廣東道觀光和購

物後，坐旅遊巴士半小時便可返回天水

圍的酒店休息。這些區域地價不高，興

建酒店理應有利可圖，如此一來將為該

區居民創造大量就業機會。

經濟競爭不比硬件

隨着時代不斷進步，今天全球的經

濟競爭都集中在軟件而非硬件上：完善

自身的法規稅制、力爭環球人才、推動

科研發展，而不是像原始人般只比誰的

「地盤」 大。偏偏香港此刻擁有教育最

好的 「八十後」 與 「海歸」 ，不缺 「腦
力」 ，卻因為硬件不足而痛失大量發展

機遇。今天我們實在應該趁庫房充盈急

起直追，把香港服務業的硬件軟件造大

造好，創建香港開埠170年以來最美好

的50年。

專家之言

一國一市場是香港未來所繫
我們早前提過，香港未來十年最重要的經濟議題，不是聯繫滙率，不是人民幣政

策，甚至不是全球金融市場動盪；而是令更多來自內地的顧客、人才與資金南來香港

，使用香港服務業的自由度——也是我們所謂的 「一國一市場」 。今天我們將更詳細

和大家闡述這個政策對香港的經濟社會發展如何重要。

「一國一市場」 把握

得好，不但可以帶來

巨大的經濟利益，還

可以使香港富有的普

世價值、文化素質

「輸出」 至內地。事

實上，愈來愈多內地

精英學生捨清華、北

大而選擇來港讀大學

，本質上就是一種價

值取態的自我選擇

（self-sel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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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酒店與商場供應，可為香港的低技術人口創造就業機會，增加社會流動性。

（資料圖片）
資料來源 香港旅遊發展局、中國國家旅遊局

■隨着內地企業與人流南來的行政阻礙不斷減少，相信內地人訪港比例會繼續上升。 （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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