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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球金融中心指數

資料來源 Z/Y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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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四百多年，僅孕育了紐約和倫敦兩個國際都會，香港有機會成為第三個。 （作者提供圖片） ■《時代》指紐倫港正邁向嶄新高峰

專家之言

要成為真正的國際金融中心，起

碼要符合兩大條件：一、健全穩定、經

得起時間考驗的法制；二、獲第三方的

肯定和認可。客觀來說，香港在這兩方

面都極為優勝。

過去數百年對資本主義和自由的

追求中，全球只締造了兩個國際都會：

倫敦和紐約。倫敦的成功源於大英帝國

的殖民擴張，她的商業和貿易足迹遍布

全球，並把自己的法制和最佳的規例和

守則 「移植」 至不同的殖民地和英聯邦

國家。時至今日，論及國際化水平，以

至商業、法律、知識、價值和語言制度

對世界的影響力，倫敦實在無出其右。

法制健全 經得起考驗

香港在英國治下一個半世紀，是

全球被殖民統治最長時間的城市之一，

基本上英國擁有的完善法制，香港都一

脈相承。經過超過一世紀的時間考驗，

以價值系統和商業操守而論，香港今天

與所有發達國家或地區可說已並駕齊

驅。香港的獨立司法制度，以及對商業

和人權的保障，是吸引世界各地的精英

和企業到香港投資、居住及升學的重要

因素。

相比之下，內地的法規、制度與

司法獨立則明顯比西方國家遜色。食物

安全的問題早在十年前已備受關注，但

到今天問題仍然嚴峻。每天煮食用到的

調味料竟然是 「黑心」 豉油，久用會導

致睪丸癌，有 「絕後」 風險；嬰孩食用

的奶粉摻入三聚氰胺，導致腎結石，危

及生命；還有什麼魷魚扮花膠、雪耳充

血燕等。當國民的食物安全也不能得到

保證，自然難以期望此國家的法制可以

有效保障到當地投資的企業或移居的人

才。

偏偏國際金融中心最需要的是信

心──世界各地對這個城市的基建服務

、法規守則的信任。更重要的是，對一

個制度的信任並不單單建基於白紙黑字

的 「法規」 或 「守則」 ，更重要是取決

於制度的執行和時間的考驗，也就是所

謂的 「往績」 （track record）。

所以，一個在歐洲賺了錢的商家

，不會因為中東國家成立 「法律議會」
、對外宣稱她們會跟隨西方法規，而把

財富移至中東管理；相反，中東的石油

大亨會把自己的財產交給倫敦、紐約的

銀行家打理。簡而言之， 「有一個」 制

度與 「一個有往績」 的制度是截然不同

的事。

如《金融時報》去年11月29日的

報道指， 「為響應最近共產黨銳意控制

國家日益商業化的傳媒行業，中國禁止

於電視劇和電影插播廣告」 ，此外全

國首個最成功的才藝表演節目《快樂

女聲》被迫腰斬， 「傳媒監察團體」
發表傳媒娛樂應重新審視 「價值、責

任和質素」 ，以及促請 「善用電視網

絡來建立公眾文化服務制度，提升公

眾文化服務質素及保障人民的基本文

化權利」 等評論，都讓全球公民止

步。

正因如此，自由而公平、承襲西

方完善體制並受全球公民愛戴的香港

，是中國唯一有機會躍升為國際都會

的城市。

享負盛名 獲國際肯定

在國際對香港金融發展的認可方

面，香港長期名列前茅，而且屢創佳

績。首先，國際間素有 「紐倫港」
（Nylonkong，紐約、倫敦及香港合

稱）之說。此美譽出自《時代周刊》

於2008年 1月的文章〈三城記〉，

文中指紐倫港三城 「不但沒有因為比

不上四分一世紀前的輝煌成就而遭淘

汰，反而邁向嶄新高峰」 。

由此可見，香港的國際金融中心

地位，國際早給予充分肯定，這亦呼

應了香港在首次上市集資（IPO）市

場之中一直獨佔鰲頭的佳績，就算去

年環球股市波動不已，香港交易所

（388）的 IPO集資總額依然是全球

第一。

實質數據進一步肯定了《時代周

刊》對香港與倫敦、紐約相距不遠的

評價：由Z/Yen顧問公司編制的環球

金融中心指數顯示，香港最新排名第

三，雖然仍然屈居倫、紐兩城之下，

但只落後紐約三分、倫敦四分，在短

短四年間迅速趕上【圖】，在全球經

濟重心由西向東移的情況下，這個勢

頭相信會持續。香港要 「追倫趕紐」
，看來近在咫尺。

事實上，世界經濟論壇剛發表的

2011年金融發展報告亦顯示，香港

的金融業發展排名由2010年的第四位

躍升三級，首次冠絕全球【表】。種種

客觀的數據都顯示，香港國際金融中心

的地位穩如磐石，下一個目標自然是成

為第三個國際都會。

時至今日內地應該明白，建造真正

的國際都會極為困難，單靠經濟實力遠

不足夠。龐大的經濟規模固然重要：直

至十九世紀中葉，英國一直是全球國內

生產總值（GDP）最高的經濟體系，

佔全球總GDP的三分之一，亦因此造

就了倫敦這個國際都會。

1870年，美國GDP超越英國登上

首位；至1914年，美國GDP已等於排

名在該國之後的三大經濟體──英國、

德國和法國的GDP總和。美國的經濟

快速崛起，亦催生了紐約銳變為另一個

國際都會。總括來說，倫、紐兩城的冒

起，離不開經濟規模的擴張，吸引全球

的資金人才薈萃當地。

然而單靠 「龐大」 遠不足夠建造一

個國際都會，重要的是一個成熟穩健、

行之已久而有效的制度，能容納充足的

國際資金和人才流動。前文已探討內地

的制度，毋庸置疑與國際水平還有一段

距離，在建立國際信心方面力有不逮。

規模龐大但法制健全固然未足以建造

一個國際都會，且看日本，直至

2009年還是全球第二大經濟體，但

東京卻依然沒有成為國際都會，因為

日本沒有把這個1300萬人口的大都

市國際化。

規模制度流動缺一不可

日本、菲律賓、越南、馬來西亞

、汶萊和印度等東亞及東南亞沿岸國

家在氣油勘探權方面曾與中國出現糾

紛，部分國家曾與中國的戰爭，使中

國城市難以獲得鄰近國家的信任。最

近美國對東亞地區的軍事行動升溫，

繼11月中宣布在澳洲北部設立新的

美國軍事基地後，可能令中國增加被

包圍的威脅。要中國自行建造國際都

會，難度甚高。

「流動生成流動」 （flows be-

get flows）是區分一個國際都會與普

通城市的關鍵。香港是中國唯一有機

會成為國際都會的城市，我們背靠中

國這個全球第二大的經濟體，規模方

面毋庸置疑；我們承襲西方國家的法

制守則，世界認可。最重要的是我們

有充足的流動；上周提及的 Prada

（1913）便是例證。

製造和購買手袋的都不是香港人

，但增值最多、利潤最深的活動（如

銷售、上市）都在香港進行，當其他

奢侈品牌如法拉利、倫敦的Graff Di-

amond眼見 Prada在港的股票溢價

比LV還高，魚貫來港上市實在自然

不過。愈來愈多品牌進駐香港，消費

的選擇多了，自然會吸引更多遊客來

港，進一步吸引更多國際大品牌。唯

有在香港，流動才會帶來更多流動。

現時，Prada家族手上持有的最

大資產，是以港元定價的股票。這就

是信心的體現。上市最重要的目的是

集資，但我們相信即使上海交易所有

國際板，Prada亦不會選擇在中國上

市──把整個家族的絕大部分資產放

在一個法制未成熟的市場，風險絕對不

低。但Prada卻相信香港這個中國城市

，他們相信 「一國兩制」 的承諾，相信

香港會繼續奉行以往的法規保障外資，

才會以家族的資產投香港信心一票。去

年底居港法國人數目突破一萬人，佔全

亞洲的三分二，同期的英國和美國人居

港亦創新高。

重演 「中國大門」 角色

要成為國際都會，香港萬事俱備，

但仍須祖國的全力支持。我們在上周也

曾經提及，香港未來十年最重要的經濟

議題不是聯繫滙率、不是歐債危機，甚

至不是CEPA，而是 「一國一市場」 能

否落實執行，真正讓北水毫無阻隔地南

流。只要真正貫徹 「一國一市場」 ，讓

內地的企業、資金和人才自由進入香港

──讓香港重演過往 「中國大門」 不可

取代的關鍵角色，那麼國際企業和資金

也會選擇再次藉香港接觸和開發中國的

龐大市場。

更重要的是，香港不需要任何大動

作，不需要一分一毫的資助津貼，只要

把壁壘移除便可。我們不是要中央對香

港有任何特別優惠，只希望香港與中國

任何城市的關係，與香港和其他城市如

東京、悉尼、柏林等一樣，可以自由流

動通商。既然香港和國際其他地方有平

等的雙向流通，與祖國的城市有同樣關

係實屬自然。

香港93%的本地生產總值（GDP

）來自服務業，內地服務業佔比為

43%，上海也只是60%，香港的服務

業密度之高實在所向披靡。中港服務業

比重出現極大差距，代表對內地人而言

香港是一個截然不同的世界，吸引力極

大。事實上，北京一年的旅客數字（包

括內地旅客）超過兩億人次，就連廣州

也有一億，而來港的內地旅客只是

2800萬，假如 「一國一市場」 真正落

實，這個數字增加一倍實在不足為怪。

這是一個互惠互利的關係：國家的

「十二五」 規劃中致力提升服務業密度

，如此一來，內地必須使用香港舉世無

雙的高質服務。香港素來向內地 「輸出

」 普世價值，由八十年代開始的出口業

開始，到今天內地的銀行因為在港上市

，學習西方的制度法規，把風險管理、

企業管治引入大陸。這個過程在 「一國

一市場」 之下，香港將會繼續潛移默化

影響中國。

但中央應明白，資本主義用了近四

個世紀的時間，才孕育了兩個國際都會

，現在必須全神貫注 「力谷」 香港，香

港才有機會成為第三個國際都會。中國

才快速發展了三十年，若把資源和精力

分散投資在幾個城市之上，最終只會導

致 「多輸」 的局面，而香港將失卻寶貴

機遇，成為下一個東京，被世界所遺忘

；內地城市根基不厚無法成為國際都會

；中國亦失去擁有一個國際都會以提升

影響力的機會。

目前已屆關鍵時候：增加投資，力

爭向上，香港將躍升成國際都會；假如

束手，又或者得不到中國的全力支持，

香港將逃不過成為下一個東京或威尼斯

的命運，失卻飛躍機會，被世界遺忘。

香港將何去何從，繫於七百萬港人

與祖國的一念之間。

本欄逢周二及周三刊出

專家之言

躍升國際都會 神州唯有香港
國際都會是牽引着全球情緒和經濟利益的城市，假如問倫敦是否屬於英國的城市，相信很

多中東、亞洲、非洲人都未必會同意，他們也許認為倫敦也是他們的家，事關國際都會擁有全

球最高水平的醫療、文藝和教育服務，全球的頂尖精英會認為這個城市是一個與自身匹配的舞

台，願意移居至此。

如上周所述，要成為國際都會，必先擁有頂尖國際金融中心的特質。我們認為，環顧今天

的中國大陸，唯有香港有此潛質登上寶座；只要得到中國當局的全力支持，香港要躍升成為國

際都會，與倫敦及紐約並駕齊驅，實在指日可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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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 要 真 正 貫 徹

「一國一市場」 ，讓

內地的企業、資金和

人才自由進入香港

─讓香港重演過往

「中國大門」 不可取

代的關鍵角色，那麼

國際企業和資金也會

選擇再次藉香港接觸

和開發中國的龐大市

場。

香港黃金五十｜HKGolden50

香港金融業發展冠全球

國家或
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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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世界經濟論壇2011年金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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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成為國際都會，必先擁有頂尖國際金融中心的特質，以及健全法制，香港是全中國絕無僅有達到這些條件的城市。

（新華社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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