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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 佳士得及蘇富比共計拍賣總額

資料來源 佳士得、蘇富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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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6 2011年上半年酒店價格增幅（按年）

資料來源 Hotel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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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5 零售銷售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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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家之言

法德意日京滬川粵，基本上任何地方

的美酒佳肴，香港都找得到：由名貴的和

牛刺身，到路邊小店的咖喱魚蛋，香港都

一應俱全。很多餐館甚至全日營業，在香

港不論加班工作後要祭五臟廟，還是工餘

和三五知己小酌一番，都不乏選擇。

香港的本地生產總值（GDP）93%

來自服務業。服務業密度高，代表的就是

競爭激烈。香港有30萬間中小企業，飲

食業中更有七成商戶為中小企。所以，哪

怕是一個即食麵，只要煮得稍糊或未夠火

候，下一次客人便會多走兩步光顧隔壁的

餐廳。正因為消費者有選擇，企業不但要

保持水平，而且要持續更新進步，才可生

存。

這一切源自香港的步伐：我們習慣一

秒都不能浪費，所以走進餐廳坐下兩分鐘

還未有人落單，你便會向經理甚至老闆投

訴。國際都會正是如此，我們追求完美，

從不妥協。這亦催生了香港世界級的交通

系統和通訊系統。

事實上，就連其餘兩個國際都會紐約

和倫敦的地鐵系統，也難望香港項背。按

列車比預定時間遲到超過兩分鐘為標準，

倫紐兩城的地鐵延誤數字分別是香港的

11倍及49倍，即便是對外標榜準時的新

加坡地鐵，延誤數字亦是香港的5倍之多

【圖1】。

交通及電訊便捷冠全球

香港的基建服務，不單質素高，而且

價錢相宜。曾經到過英、美的讀者應該會

對此感受良多：為什麼要付出比在香港高

的價錢，卻得不到在香港一樣的服務？香

港的地鐵服務收費相對海外城市便宜，但

質素之高冠絕全球。電訊服務亦不遑多讓

，香港的電話（固網和流動）費用和固網

寬頻費用都比倫敦、紐約和上海低【圖2

】，當然這亦歸功於電訊市場開放，引入

競爭，令香港市民和企業可以相宜的價錢

與家人朋友保持聯繫，或隨時隨地進行生

意業務，不會受地鐵誤點、電話接收不清

、上網 「斷線」 等煩人問題困擾；事實上

，這些問題可大可小，小則失約激怒男、

女朋友，大則賠上逾億生意。

相比之下，

香港接近百分百

的供電與供水穩

定率，反而顯得

微不足道。在這

樣的環境下，香

港人早已把這些

世界級服務習以

為常，只有在離

港旅遊後回到香

港，才會感嘆：

「回到家的感覺

真好。」
有 麝 自 然

香。如此服務業

水平，不止港人

受惠，也令外國

旅客趨之若鶩。

去年旅發局預測

訪 港 旅 客 為

4000 萬人次，

最後超額完成，按年增長超過一成。對

旅客而言，一個旅遊點是否吸引，相信

治安是重要因素。在這方面，港人絕對

值得自豪。

香港的罪案率極低，相比另一個國

際都會與旅遊勝地倫敦，該城的人均暴

力罪案是香港的15倍，當中對旅客最

切身的搶劫案，更是香港的48倍【圖3

】。假如讀者今年有興趣到倫敦欣賞奧

運會，奉勸各位購物時，最好把 「戰利

品」 放進背包，切忌在街上左一袋Pra-

da、右一袋LV。相反，旅客在香港沒

此煩惱，可以盡情消費，吃喝玩樂。事

實上，訪港過夜旅客預計於本年內超越

倫敦，總旅客數字預期於兩年半內達

5800萬人次，成為全球最受歡迎的旅

遊點。

擺脫 「文化沙漠」 污名

「黃金五年」 將為香港的社會及經

濟現況帶來翻天覆地的改變，最叫人驚

喜的改變，可能是香港文化藝術的發

展。香港素來被稱為文化沙漠，但最新

數字顯示，香港在很多方面正迎頭趕上

，甚至已在全球稱冠。首先，香港的藝

術品拍賣總收益自2009年起增長一倍

，至2010年更首次超越倫敦，位列世

界第二【圖4】。

藝術發展向來由 「贊助」 （pa-

tronage）開始，在全球經濟重心由西

向東移下，對藝術品的潛在消費力亦會

東移，繼續支持香港的藝術品拍賣市場

；另一方面，享譽國際的大畫廊如高古

軒（Gagosian）和WhiteCube等正魚

貫進駐香港，這個趨勢將引領更多歐美

藝廊繼續進入香港，注入更多藝術元

素。

要是拍賣總額和畫廊進駐，不能說

服讀者對香港的藝術發展正在興起，那

可以看看藝術展。去年香港國際藝術展

入場人次近6.3萬，展出來自38個國家

的畫展260個，甚至超越巴塞爾藝術節

，成為全球最大規模的國際藝術展【表

】。事實上，2011年 7月英國《衛報

》和《觀察家報》發表文章〈Hong

Kong is firmly at the heart of China's

new cultural revolution〉 （ 香 港 是

中國新文化革命的中堅核心）」 ，當

中提到書展盛況，總進場人次超過100

萬，展場內的300個讀書會和研討會座

無虛席；文章作者引述David Starkey

博士說： 「我進入書展時發現人山人海

，令人難以置信，在英國根本不可能發

生。」
收入不均是另一個香港近年熱烈討

論的社會問題，不過相信在 「黃金五年

」 可得到紓緩。統計處剛公布數字，指

香港去年9月整體工資按年上升9.9%

，創十七年新高

──去年股市下

跌兩成，地產市

道一潭死水，工

資仍然錄得近雙

位數上升，證明

經濟動力並非來

自金融地產。

的 確 ， 酒

店及飲食業與零

售業工資增幅均

超過雙位數，但

金融業則只有

7.5%。零售、

酒店、飲食、旅

遊等行業提供了

香港三成就業機

會，這些行業蓬

勃發展，絕對有

助提高香港平均

收入，讓更多勞

動人口分享經濟成果。去年8月政府經

濟分析部發表數字，亦指香港收入最低

的10%群組，收入增長最快─就業

人數與職位空缺同時創出開埠新高。

均富由零售旅遊做起

事實上，本港零售額在2010年上

升18%，去年亦上升25%【圖5】，兩

年合共增長近一半！零售業勢頭凌厲，

自然帶動零售從業員收入水漲船高。不

難想像，零售、酒店、飲食、旅遊等這

幾個就業機會相當多的行業，所需要的

教育及技術水平相對不高，零售業蓬勃

對於一些受經濟轉型影響的低學歷、低

技術人士的幫助尤其明顯。數字亦顯示

，過去半年有數以萬計的中年人口重投

勞動市場。

改善收入不均，離不開提高教育水

平和製造就業機會。教育水平不是一時

三刻可以提升，就業機會亦不是說製造

就製造，但 「黃金五年」 正正賜予香港

這個機會，我們需要大力推動零售、飲

食等行業發展，如此收入和學歷較低的

勞動人口將會受惠。

香港人向來富有自強不息的奮發打

拚的精神，新移民也不例外。所謂 「授
人以魚不如授人以漁」 ，與其想辦法利

用公帑支援低收入新移民，倒不如在零

售、旅遊等行業製造更多就業機會，這

些職位，如旅遊領隊等，新移民可能因

能操流利普通話而有優勢，但我們需要

更多酒店以接待與日俱增的旅客；我們

需要更多的餐廳、商場、店舖以容納更

多顧客消費，這樣才可以支持更多的就

業機會。

然而，去年商場、寫字樓等的租金上

升25%，酒店租金更上升四成！【圖6】

這些驚人的數字切中要害，說明了香港現

時面對硬件不足的問題是如何嚴峻。假如

我們還不趕快加建酒店、商場、寫字樓等

商業物業，很可能一兩年後重慶大廈的百

呎套房不但日租2000元、3000元，而且

要睡 「碌架床」 也說不定；在貴租影響

下，現在繁忙時間上餐館用膳，侍應都

「蓄勢待發」 想盡快把杯盤收起，催促結

賬。

假如租金升勢不止，破壞旅客的體驗

不在話下，到時可能香港人想找個座位吃

飯都有問題。當香港保不住現時的服務業

的水平而服務價錢卻不斷上升，顧客自然

會離香港而去。當然，寫字樓租金高企亦

會令希望落戶香港的公司卻步，甚或令在

港的企業搬到成本較低的地方，如新加

坡。那麼我們教育程度最高的八九十後的

工作機會亦會隨之流失。

錯失機遇好比劉翔失金

香港沒有天然資源，要謀生只有靠服

務業。不把硬件做大做好，只會把顧客趕

走，亦等同扼殺香港人的謀生機會──特

別是低技術低學歷的就業機會。所以，要

改善收入不均的問題，大力發展酒店、餐

飲、旅遊和零售，是最有效的方法。

香港黃金五十的一切分析都建基於客

觀事實。我們認為黃金五年帶來的經濟增

長，是全民都切身感受到的。一切的數字

似乎陸續印證我們的想法，前文提及的工

資上升固然是一個重要數據，我們預期2

月1日宣讀的預算案，將再度錄得巨額盈

餘，這除了印證黃金五年的故事外，同時

亦說明香港實在再沒理由不大興土木，把

服務業的軟件硬件做大做好，否則我們世

界級的服務業水平將會大受影響，通脹壓

力亦會持續影響民生，揮之不去。

香港正處於盛衰的十字路口：把服務

業的容量和本領做大做好，不但令香港整

體收入得以提升，收入分布亦可改善。相

反，假如我們束手度過 「黃金五年」 ，白

白讓蜂擁而至的機會與香港擦身而過，我

們將浪費前文所述的許多優勢。屆時最令

港人痛苦的不是流失顧客，或為企業帶來

的實際損失，而是明明有千載難逢的黃金

機會，我們卻無法把握，就像劉翔在

2008年北京奧運，在數以億計的同胞支

持、佔盡主場之利下，因傷缺席110米欄

賽事，所帶來的失望之情。

龍年將至，香港能否飛龍在天，存乎

你我一心。

本欄逢周二及周三刊登

專家之言

盡享頂級服務 港人身在福中
昨天提到，香港的國際金融中心地位十分穩固，而且獲國際認可，享負盛名。今天和大家

探討香港非金融類別的服務業，其實質素之超卓，與金融業不相伯仲。事實上，我們認為香港

的整體服務業水平高得讓港人習以為常，甚至忘記了這一切並非必然，香港應該好好珍惜守

護。

香港的好處，在於她的多姿多采和永不停歇的活力。香港有超過14000間食肆，食肆數目

是倫敦的1.8倍，而倫敦的人口比香港多一成，倫敦食肆數字為8000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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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無論任何地方，都可享受美酒佳肴；早前在會展舉行的國際美酒展，就吸引大批愛

酒的人入場。 （新華社圖片）

香港黃金五十｜HKGolden50

香港與其他地區文化藝術發展比較

入場人次

展出畫展

參與國家數目
資料來源：香港國際藝術展，巴塞爾藝術節，倫敦藝術博覽會，英國弗瑞茲藝術博覽會

香港國際藝術展
2011

63,000

260

38

巴塞爾藝術節
2011

50,000

260

35

倫敦藝術博覽會
2011

24,400

124

主要為英國

英國弗瑞茲
藝術博覽會2010

60,000

173

33

圖1 地鐵延誤次數：相對香港的倍數

資料來源 紐約大都會運輸署、倫敦交通局、新加坡地鐵、港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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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 人均罪案數字：倫敦相對香港的倍數

資料來源 倫敦警察廳、香港警務處

50
45
40
35
30
25
20
15
10
5
0

搶劫 強姦 爆竊 暴力罪案

倫敦
香港

484848

30

21

15

1 1 1 1

圖2 居民每月平均繳費

資料來源 香港電訊管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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