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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謂 「IFC－BEST」 ，即

是：

Inspiring－富有啓發性，多姿

多采；

Free－自由開放，高度包容；

Convenient－便捷高效，有

更多時間享受生活；

Business-Friendly－有利營商

環境，好讓各行各業包括文化藝

術、飲食零售都可蓬勃、多元化

地發展；

Energetic－具活力及自省力；

Safe－安全友善；

Trustworthy－信譽良好。

要達到以上條件，成為國

際都會，這個城市必先成為一個

國際金融中心。環顧全球，只善

於製造業、貿易或文化藝術的大

城市都沒有成為國際都會，惟獨

是國際金融中心才有機會，因為

金融業是個不肯妥協分毫、追求

完美的行業。金融業銷售的是意

念，分秒必爭、瞬息萬變，亦因

此為整個城市的步伐和服務業水

平定下基調，成為整個經濟的掌

舵人和旗手。情況就好像奧運會

每屆決出的金牌數以百計，但最

引人注目的都是 100米短跑或

50米自由泳賽事，而不會是舉

重等項目。

港人挑剔因習慣完美

一個投資銀行家在連續三

晚通宵達旦的工作過後依然能夠

保持百分之百的準繩度和效率，

在贏得生意後到餐廳用膳，自然

會要求餐廳提供最新鮮的食材與

最美味的菜餚；廚師恰如其分地

為客人炮製最好的食物，當他走

進書局想找一份食譜時，亦很自

然要求書店店員在兩分鐘內為他

找到想要的資料……如是者，金

融業這種對服務水平不妥協的態

度，使每一個行業都追求完美。

且看最新的米芝蓮美食指

南，所有三星餐館都在中環，八

成的兩星餐館都在中環或其附近

，由此可見一斑。可以肯定，如

果沒有金融業，沒有這種追求完

美的態度，香港便沒有米芝蓮三

星餐館。

香港 93％的產值（GDP）

都來自服務業，我們幾乎每一個

人每天的工作都是為別人提供服

務。當你每天的工作都不容許自

己有任何閃失，久而久之，你也

會不接受別人為你提供的服務有

所差池：所以我們不會接受有一

天扭開水龍頭沒有乾淨的食水；

不接受寬頻上網有任何延誤；不

接受搶劫案發生而久未破案；不

接受地鐵有半分鐘的遲到。

簡而言之，就是這種 「既然

我能做到，你也應該做到」 的律

人律己也極度嚴苛的要求，使香

港的每一個行業都能提供世界級

的服務。

其實，香港的服務業水平超

卓亦可說是出於 「求生」 ：在香

港我們用的燃油、電腦、手機、

穿的衣服以至喝的每一口清水，

幾乎全都是從外地進口。要付這

筆 「入口賬」 ，香港靠的就是經

濟學上所稱的 「服務業出口」 。

然而 「服務業出口」 這個說法其

實不大正確：有別於貨品出口，

香港 「出口」 的 「服務」 實際上

都不得 「付運海外」 。舉例說，

我們的茶餐廳並不能把沖好的香

滑奶茶速遞至首爾一個希望品嘗

奶茶的南韓人手中；南韓人要品

嘗這一口奶茶，便須特地請假，

負擔機票成本，付全球最貴的酒

店房租，千里迢迢來到香港。香

港並沒有 「出口服務」 ，而是

「進口顧客」 。

不難想像， 「服務業出口」
可謂最困難的餬口方法，若然這

杯奶茶沖得稍有失準，或者侍應

遲了把飲品端上，又或者地方淺

窄讓人感覺擁擠，這位客人下一

次便不會再選擇到香港，而會轉向

其他城市消費。因此香港的服務業

水平高人一等，實在自然不過。

然而，提供世界級服務的先決

條件是有充足的硬件（商場、舖位

、寫字樓）和優良的軟件（足夠的

人手以款待客人），偏偏現時香港

不論硬件或軟件都同樣短缺。在供

應不足下，商業租金（寫字樓、商

場等）去年上升近四分之一。空間

不足的結果是，食肆為了加快流轉

，客人眼前的食物還未吃完便幾乎

想盡快收起碗碟，飽餐過後想多待

兩分鐘，有店員甚至主動要求顧客

結賬離座；時裝名店內假如只看不

買，立時會遭到白眼。

星移民政策較港優勝

我們絕不是批評商戶，講到底

做生意都是為了利潤，問題是假如

租金升勢不止，以上情況只會變本

加厲，長此下去香港必定會流失顧

客。君不見新加坡的商場內要找數

層高的品牌旗艦店，是何等輕而易

舉？

軟件方面，在人口老化影響下

，香港的勞動力在兩年內便會以

0.4%至0.8%的速度收縮，但香

港的服務業需求不斷上升，服務

客人的勞動力卻不斷下跌，後果

除了是工資上升（統計處公布最

新數字指去年工資按年上升

10%）外，同樣不可避免的將是

服務水平下降。

要解決這些問題，保持頂級

服務業水平，我們需要建造世界

級的硬件和軟件。盡快建造更多

商場、寫字樓和酒店固然是當務

之急，但同樣重要的應該是香港

久未談及的人口政策。

如前天本欄見報的附圖，顯

示香港的人均收入一直高於新加

坡，然而自2003年起卻嚴重落

後。我們研究發現，關鍵因素絕

對是兩地的人口政策分野。

推動新加坡大躍進的其中一

項因素是政府實施審慎果斷的移

民政策，於2004年至2010年成

功吸納近50萬外來移民成為永

久性居民或公民，當中75%具

備大專學歷（新加坡總人口有大

專學歷佔比48%，香港約23%

）或者是富豪。如此重要的經濟

和文化增值令新加坡居民人口增

加15%，至337萬人。

與新加坡清晰的人口政策相

比，香港的政策顯得相當被動。

政府自回歸後批准讓每天150名

配額的內地居民到港與家人團聚

，由1997年至2010年間共批出

了近70萬個單程證來港配額，

令回歸後香港人口大幅增加

11%，至649萬人。

然而這項社會政策可能是未

經深思熟慮就推行，因為無論短

期或長遠而言，對經濟的影響將

十分重大。

據2006年中期人口統計資

料顯示，定居香港未滿七年的勞

動人口中的54%，並非經濟活

躍的一群，即沒有國內生產總值

貢獻，以家庭主婦和學生為主。

以技術水平劃分，勞動人口中約

8%曾接受大專教育；相對而言

，新加坡移民曾接受大專教育的

人口佔比為 75%，香港則是

8%。按以上數據計算並作出簡

單假設，我們粗略模擬針對高收

入人士與非高收入人士的移民政

策，對總收入及人均收入的影響

：

高質移民可提升收入

假設新加坡及香港各自的人

口為100人，而人均產值為10

元，即是整體生產總值為1000

元，再假設新加坡及香港各自輸

入移民15%及 11%，使兩個城

市的人口增至 115人及 111 人

【表】。按政府及研究數據，並

經作出調整以資比較，我們粗略

估計每名新加坡移民對產值的貢

獻為平均公民收入的兩倍，而每

名香港移民的貢獻則為平均公民

收入的45%，因此表載新加坡

及香港人均產值分別為20元及

4.5元。

模擬結果顯示，針對高產值

移民的政策令人均收入增加

13%，而不設最低技術水平的社

會政策則令人均收入下降5%。

也就是說，在其他因素不變的情

況下，單是人口政策的分別便可

解釋港星兩地人均收入差距的原

因！由此可見，人口政策對經濟

的影響何等深遠。

新加坡移民政策對經濟帶來

的動力顯然易見：當地的金融及

商業服務就業人數由2004年的

35萬，升至 2010年的 60萬，

增加了25萬人。香港每年本土

培訓的大學畢業生約有2萬人，

就算當中一半從事金融或商業服

務，亦要花上二十多年，才可以

培訓出新加坡六年內在該行業新

增的就業人數。明顯地，新加坡

這些人才不可能全都由當地培訓

，50萬名外來移民對此貢獻肯

定不小。

香港在人口政策上要急起直

追：未來十年香港的勞動人口將

因人口老化收縮近30萬人，這

刻再來生育固然來不及，就算要

再培訓也不是一時三刻可做到的

事。既然新加坡可以在六年內引

入50萬人，那香港要在五年內

引入20萬海外及內地精英，填

補勞動力不足實屬情理之中。正

如 「黃金五年」 為最低工資提供

了實行的契機，眼前的勞動力收

縮亦製造了實施移民政策的黃金

機會。

香港供應不足的問題實在迫

在眉睫，假如不把握時機加建硬

件如酒店、醫院、商場、寫字樓

、大學，優化軟件，失去黃金五

年所帶來的機遇固然不在話下，

長遠下去更會因成本過高而令服

務水平下降。到時，我們流失的

不單是顧客，而是教育水平最高

的八九十後的就業機會以及發展

前景。千里之行，始於足下。新

年伊始，讓我們攜手把香港建得

更美更好。

勞動人口收縮 吸優才不容緩
昨天談到，香港雖然在過去十年恍如迷失，毫無寸進，但始終香港潛質甚佳，擁有好些得

天獨厚的優勢。只要我們重拾過往自強不息的奮發打拚精神，香港絕對有條件一躍而成為第三

個國際都會，超越倫敦、追趕紐約。

那麼國際都會到底是什麼呢？一個城市要達到什麼水平才算一個國際都會？我們認為，一

個國際都會必須具備頂尖國際金融中心的特質，我們統稱為 「IFC－BES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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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商機蜂擁至須「做大個餅」
昨天提到，香港所以享有得天獨

厚的 「黃金五年」 ，有三大因素，今天

和各位論述餘下兩個：

二、一國兩制步向一國一市場

我們認為，香港能否成為下一個

國際都會，國家的支持必不可少。相比

歐盟的共同市場，人才資金自由流動

（例如德國公民到法國工作不用兌換貨

幣或申請簽證），過去中港在 「一國兩

制」 的基礎上卻沒有實行 「一國一市場

」 ：香港人才、投資可以自由北移，內

地人卻受 「一國兩制」 框架所限無法南

來，使香港頓成中空之局（Hollow Out

），經濟深受其害。現在內地如庫裏儲

水在這幾年間流入回補香港，造就 「黃
金五年」 。

回歸初時因手續繁複，內地企業

的行政總裁若因商務來港開會，一般須

要在會前兩個月向內地出入境管理部門

申請，結果在港舉行的大中華會議裏，

半個中國人也不見。眼看會議桌對面的

一張張空凳，儘管內地的經濟、法律制

度及各種服務行業皆還未發展好，外國

企業也只好北上，間接使北京、上海、

深圳等紛紛發展起來，香港則雲塵漸封，

門庭冷落。

數字上清楚不過：香港到內地旅客人

次十年來只增長了35%，然而同期內地

旅客來港人次增長卻攀升5倍，自由行實

施後增幅更見顯著，至2011年已屆2300

萬人次。2000年每100名港人北上，只

有6名內地旅客來港，至2010年這比例

已升至28%。隨着中港進一步融合，這

比例將繼續上升，而將升至什麼水平則取

決於兩地的 「滲透」 有多容易。

貫徹一國一市場

試想想，假如自由行等促進北水南流

的措施早在1998年亞洲金融風暴實施，

使香港繼續成為進入中國的必經之路，香

港經濟可能早就復蘇，免卻七年衰退及四

年通縮之苦。

事實上，香港未來十年最重要的經濟

議題不會是CEPA，不會是聯繫滙率，亦

不會是全球經濟放緩，而是 「一國一市場

」 能否貫徹。講到底，香港要成為國際都

會，中央必須把 「競爭土地」 平整，使香

港與內地城市的關係就像香港與其他海外

都市（如東京、柏林、悉尼）一樣得以

自由雙向流動。CEPA固然能增進中港

經濟交流，但我們深信，讓北水南流的

政策更為關鍵。以香港的世界級服務業

水平，必定可以成為內地城市與國際接

軌的服務業平台。這一點我們將在以後

詳細討論。

三、全球經濟重心西向東移

隨着新興市場如金磚四國等崛起，

東方經濟為全球經濟帶來愈來愈大的增

長動力，金融海嘯只是加快了這個東移

過程：由於西方國家過去半世紀過度借

貸以支持他們的消費模式，以致債台高

築；相比之下，東方經濟負債輕微，儲

蓄率高，使得各國愈來愈注視東方（特

別是中國）龐大的潛在購買力。

這種全球經濟的重新洗牌對香港的

影響極之深遠：以在港上市集資的奢侈

品牌Prada（1913）為例，其實香港根

本不是最多 Prada 最終消費者（end

users）的地方，但由於內地人深信在

香港會買到正貨手袋，所以尖沙咀的旗

艦店才門庭若市；亦因此，當Prada選

擇集資市場，也是香港而非上海。

這就是所謂的 「流動產生流動

（Flows beget flows）」 ：以Prada為

例，製造手袋的生產線不在香港，使用

手袋的消費者亦（大部分）不是香港人

──但偏偏幫整間企業上市的投資銀行

卻在香港，投資銀行家的花紅固然十分

可觀；整條生產線中利潤最深的零售部

門又在香港，推銷員的收入亦水漲船高

，甚至替顧客把 「戰利品」 捧回酒店的

服務員及開的士的司機也一併受惠。

宜大建酒店商場

黃金五年內，機會進入香港的方式

也很不同。我們將見證大量商機呈 「J
曲線」 的方式湧入香港，意指這些機遇

不是每年增加幾個百分點，而是每年以

雙位數的步伐高速增長。

例如在港人民幣存款現時約為

6000億元，到今年底預料將高達2萬

億元！

另外，香港去年的旅客數字突破

4000萬人次，預測兩年半後香港將超

越紐約成為全球最受歡迎的旅遊地點，

遊客人次將達5800萬人次，等於每名

香港人每年將有超過八個人 「探訪」 。

我們認為這些 「J曲線」 在未來將持

續不斷地出現。例如，去年零售額大幅增

加了25%，下一個出現高速增長的，可

能就是外地（包括內地）旅客在香港購物

感覺樂而忘返而決定在港置業的數字。

事實上，現時內地人在港的樓宇淨吸

納量（即買入減賣出），已有每年8000

個單位，隨着愈來愈多內地人來港感受到

美食處處、法制健全、治安良好等的好處

，這個數字將會繼續上升。

然而，面對如此蜂擁而至的無限機遇

，香港人卻似無甚反應，社會的氣氛要把

他們統統拒諸門外，禁止內地人來港產子

或買樓。有沒有想過，把客人拒諸門外，

等於把我們教育程度最高的第三代的工種

一併送走？其實， 「做大個餅」 ，建造更

多酒店、商場、寫字樓，把這些機遇鎖緊

在香港，才是正本清源之法。

要發揮香港潛能，躍升為國際都會，

有賴700萬香港市民以至中央政府的支持

，把握黃金五年的餘下時間，把香港 「做
大做好」 。

「香港黃金五十」 緣起．二之二

香港黃金五十｜HKGolden50

港星移民政策模擬結果
新加坡

人口（人）
人均國內生產總值（元）
整體國內生產總值（元）
整體國內生產總值增加
人均國內生產總值變動

香港

人口（人）
人均本地生產總值（元）
整體本地生產總值（元）
整體本地生產總值增加
人均本地生產總值變動

移民前
100
10
1000

移民前
100
10
1000

移民
15
20
300

移民
11
4.5
50

移民後
115
11.3
1300
30%
+13%

移民後
111
9.5
1050
5%
-5%

港星金融及商業服務行業人數比較

資料來源 第一太平戴維斯

香港勞動人口推算

資料來源 香港統計處、HKGolden50

■隨着勞動人口持續下降，本港若要保持經濟活力，必須引入海外專才

移民。 （路透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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