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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回歸20年，北京中央政府先後推出《內地
與香港關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CEPA）
及系列補充協議、內地居民赴香港“個人遊”、開
放人民幣業務等惠港政策，為香港經濟發展提供了
強勁動力。圖為內地遊客乘搭香港觀光小輪在維港
瀏覽風光。  (中新社照片)

房 地 產 撐 起 香 港
金融榮景，但居高不下
的房價也造成貧富差距
擴大。近年發展商盛行
興建俗稱“納米樓”的
超迷你住宅，瞄準年輕
中產階級買家。“納米
樓”大量湧現是市場需
求所推動，同時也反映
了香港房產市場扭曲的
不健康現象。（美聯社
照片）

港珠澳大橋香港段2012年中動工，連接港珠澳大橋主橋及香港口岸，全長共12公里，包括9.4公里長的高架橋段、1公里長的觀
景山隧道段，以及1.6公里長沿機場東岸以填海造地建成的地面道路，是全球既有橋梁又有海底隧道的龐大工程之一。據報，這座世
界最長的跨海大橋，可望於年底全面通車。（路透社照片）

來自台灣的林夏如目前是香港
中文大學及美國弗吉尼亞大學客座
教授，在美國哈佛大學畢業後，曾
在華爾街摩根史丹利工作，1992年
起在香港工作，是高盛集團全球最
年輕的女合夥人，首創高盛在亞洲
的創業風險投資，長期關注國際政
治經濟及兩岸關係，並持有香港大
學國際公共事務碩士學位及政治與
公共行政學博士學位。

忽略多元產業發展

回歸20年來，香港從灣仔至中環
增加了不少新建築，殖民時期

的痕跡被逐漸抹去。但經濟上卻有一張
亮麗成績單。據香港財政司司長陳茂波
本月初公佈，1997到2016年，香港本地
生產總值由1.37兆港元增長至2.49兆港
元，年均增長3.2%，在主要發達經濟體
位居前列。香港繼續保持國際金融、貿
易、航運中心地位，連續23年被評為全
球最自由經濟體。而在瑞士洛桑國際管
理發展學院最近兩年公佈的《世界競爭
力年報》中，香港均排世界第一。

這張A+成績單，放在中國經濟崛起
的背景下，可以說香江的確從內地獲利
匪淺。

預定年底通車的港珠澳大橋，也是
在北京的支持下動工。這條世界最長的
跨海大橋，未來將珠三角的3顆明珠連
接在一起，經濟潛力巨大，料帶動區域
旅遊業，對溝通3地的人文交往意義非
凡，當年與CEPA及開放自由行，被視
為是北京送給香港回歸的3個“大禮”
之一。

然而經濟層面千絲萬縷的結合，不
足以保証中港關係水乳交融。多名受訪
者向星洲日報分析，經濟開放的同時，
港政府過於依賴單一產業，忽視多元產
業發展，又缺乏相輔相成的其他政策，
直接影響了香港社會結構，造成回歸後
中港矛盾和貧富懸殊日益嚴重。

北京被指以金融控制香港
香港中文大學及美國弗吉尼亞大學

客座教授林夏如說：“這20年來最大的
改變是，我覺得97年前我和每一個人都
覺得明天會更好，阿B炒樓我也炒樓，
他炒大的樓，我炒小的樓，年輕人跟明
星都是同等的；但現在絕對沒有這個想
法。現在就是有錢人跟沒錢的人兩個社
會，這跟美國很相近。” 

林夏如說：“殖民時代，香港最大

高屋價壓垮年輕人

台灣出生的林夏如將於9月由台灣商業週刊出版的新書《台灣的中國困
境》中分析，台灣不應只面向中國，而應當在產業鏈中創造自身價

值，那麼對於香港的中國難題呢？她指出，香港擁有健全法治、採普通法的獨
立司法、財產權受保護和低管制、低稅率等優勢，而北京也一直讓她保有這些
優勢。“不過什麼稅都沒有也是大問題，政府最大收入來源是賣土地。但我預
計以後無稅制度會改變，因為港政府只徵所得稅，然而有錢人所得很低，依賴
分紅，所以現有稅收政策會造成貧富更懸殊。”

但她表示，上述優勢也逐漸被侵蝕，因為目前內地也有好幾個像香港的自
由貿易區，只是基本條件尚未趕上香港，故香港金融業的發展仍能持續下去，
只是如何產業多元化，讓港人安居卻很難。目前香港貧富差距程度處於世界發
達經濟體之首。因此她說，加上這20年來人口老化加速，福利的重擔會讓年輕
人無法喘氣，貧富懸殊、福利制度和稅收問題會更嚴重。

居港25年的她表示，10年前起在港教書後，真正了解港人生活，並發現香
港學子很辛苦。10年前很多學生以為能在30歲前結婚生子置屋，但現在一個很
小的房子都要500萬到1000萬港幣，因此近一兩年甚至碩士班學生也不敢那麼
想，而有個學生當了律師有好工作也只能租房，不敢馬上生小孩，這也是為何
香港生育率下降的原故，故房屋問題對整個社會結構有很大的影響。 

謝曉陽：自由行帶來矛盾

“港府沒做好人口政策”
2003年香港開放內地遊客

自由行，當年約847萬人次
內地客赴港，之後一路成長，2014
年達最高峰，有4725萬人次赴港旅
遊，近2年雖有減少，但每年都還
有超過4000萬人次。

自由行推行初期，確實成功
挽救了香港在沙斯過後的疲弱經
濟。大量內地客湧港消費，各相關
行業皆受益，港人曾一度張開雙手
歡迎。但急速增加的遊客人數，對
香港的旅遊設施、酒店、公共交通
網絡等構成壓力，加上隨後引發的
搶購奶粉和日用品、衍生水貨客阻
路、不守秩序等問題，實際影響到
港人日常生活，令港人在心理上開
始抗拒內地客。

來自澳門、目前已長住香港逾
10年的《亞洲週刊》專欄作者謝曉
陽指出：“從2003年至今，不少生
意人在北京政策改變下，確實從中
得到了好處，這是事實。但畢竟以
香港700萬人口來看，能去大陸賺
錢的仍屬少數，所以北京另一政策
是開放自由行，原想藉此促進香港
零售業發展，希望從經濟上支援香
港，協助她發展，但構思得不夠縝
密。”

她稱：“香港政府從英殖民
時代起從沒就香港10年和20年後的
人口結構做好預計，進而去安排產
業結構、學位、文化事業、遊客和

移民等跟人口有關的統合和分析，
所以2003年開放自由行後，內地人
知道在香港生小孩可領到香港身分
證，大量入境生子，然而人口政策
不到位，沒有預計到這一批人的出
現，首先引起醫院分娩床位不夠，
生了之後又學位不夠。”

她說：“沒有良好的人口政策
下去開放境外的人入境香港居住和
學習，當然會引起問題，這些問題
是內地人的問題嗎？當然不是。這
是香港特區政府本身沒有做好人口
政策，或者做了人口政策卻沒有跟
內地做好溝通，所以中港矛盾是在
這樣的背景下出現的。”

港人恐被移民人數壓倒
林夏如也點出政策沒有與時並

進，造成今日移民社會的香港卻反
移民。中英在97前簽定移民制度，
每天讓150人入境移居，但如今內
地移民人數過多，舊規定卻未依現
實狀況調整，這些移民又未融入香
港社會。

“以前的移民都要接受香港
的價值跟文化，現在是新移民來改
變價值跟文化。我覺得這在某程度
上，是港人不太能接受的。港人也
擔心移民從數量上壓倒他們。這就
是對內地化的擔憂，包括資金和移
民。”

自由行改變港社會面貌 
香港多家報章專欄作家曾志豪認為，香港社會

面貌被自由行主導的經濟徹底的改變，所造
成的深層影響是內地人對港人存“優越感”。

他說：“經濟政策是互惠互利的，自由行促進港
經濟，內地人也因此購買到有品質的日常用品，是雙
贏的，但由於北京常以‘送大禮’來形容優惠香港的
經濟政策，這種‘恩賜’思維影響了部分內地遊客，
他們常有‘沒有內地經濟支援，香港早已窮途末路’
的心態，造成更尖銳的中港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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候任 特 首 林 鄭 月
娥 最 近 表 示 香

港政治無人才，只好用舊
人，林夏如認為，回歸以
後的香港政府不注重培育
人才，“這與英殖民時期
培 育 人 才 的 思 路 大 不 相
同”。

她指出，英殖民時期
的官僚制度由英國人制訂
政策、港人做公共行政，
並經過多年訓練，公共行
政人才充裕。“回歸後政
策制訂與執行者皆是中國
人，但香港沒有發展出一
套公共政策的生態環境，
包括公共政策和領導力的
學院，中立的智庫及機構

去研究政策發展。尤其是董建華時
期又出現政治委任，許多沒有公共
服務經驗及專業的人進入政府高
層，殖民時代留下來的人才培育體
系已不受注重，北京又不重視發展
人才。” 

她指出，港政府公共政策的研
討有限，也未去接觸社會裡各行各
業的專才，只靠少數菁英。“政府
不諮詢外界，僅與大企業和地產商
合作，當有重要政策時就去找幾家
大公司老板談一談，他們講ok，就
ok了。其實香港人非常愛香港，香
港社會有很多人都在思考如何做出
貢獻，只是奉獻無門，也沒有長期
經費。”

前特首董建華近日接受《明
報》訪問也直指，香港需要高質素
的公共政策研究機構及培育政治人
才，但目前問責官員的薪酬無吸引
力，難吸引優秀人才。 

拆古蹟
失去老港味

及最重要的公司都是英國集團，而
今香港的改變可從香港上市公司中
有半數是內地控權企業這一事實反
映出來；不但如此，香港大部分大
企業都在內地有資產。所以從香港
人的角度來看，北京首先是從金融
控制香港。”

她 表 示 ， 回 歸 後 ， 首 屆 特 首
董建華因為2003年發生沙斯疫情，
經濟不好，與北京商談簽下《內地
與香港關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安
排》（CEPA），開放觀光客和其他
經濟政策，而一面倒向北京，有事
就找老板。

她認為，特區政府原應同時研
究其他對策來面對香港成長緩慢的
“高收入陷阱”，並思考與內地緊
密相連伴隨而來的困難是否也有必
要全盤接受，畢竟內地經濟已出現
的問題也會影響香港。

（註：採訪林夏如教授的部分與台灣網媒《報

道者》合作。欲閱覽林教授文章，可登入網站： 

www.shirleylin.net）

香港的面貌過去20年來經歷變遷，從灣仔至中
環增加了不少新建築，殖民時期的痕跡逐漸被抹
去。圖為2007年皇后碼頭及10年後碼頭被拆後的新
貌。（法新社照片）

港貧富懸殊

近年來，香港政府以市場
為考量拆掉許多古蹟，

反倒令香港嚴重充斥商業氣息。 
林 夏 如 說 ： “ 那 些 有 故 事

的古蹟、灣仔的老房子、屋邨特
色小店，說拆就拆，說是市場導
向，用不斷蓋新商場來導致古蹟
消失。拆塔拆碼頭都在示威中
一一拆除，現在已找不到老香
港，以前的餛飩麵和書店都不在
了。由於被列為古蹟後不能重蓋
有損商業利益，最後被指剝奪業
主的市場自由，就不列成古蹟，
統統拆掉！” 

她認為，香港已淪為中國整
個價值鏈中單純的金融中心，而
其他東西皆被剝奪了。她稱，香
港以前是國際金融中心，今天則
是中國的國際金融中心，並收緊
移民政策，外國專才越來越少。 

以她的觀察，以前港人非常
理性，能把政治認同與經濟決定
分開，但現在情況相反了。“現
在年輕人說，我就是不去大陸工
作，就不說普通話，就是要港
獨。”她認為，這是因為香港沒
有民主的機制，所以年輕人沒有
地方表達意見，故以極端的方式
讓北京知道其存在。

她認為，港人目前擔心的並
不是2047年，而是他們覺得現在
香港的價值不斷被侵蝕，一國兩
制的範圍在縮小，而年輕人根本
不討論2047，因為他們認為一國
兩制早已被破壞。

加劇

香港回歸20年來，不少近百年歷
史的街道依舊風采依然。圖為近年被
旅發局推介成香港旅遊景點之一的春
秧街,吸引不少內地及世界各地遊客
觀光。春秧街有“小福建”、“小上
海”之稱，其一個特色是電車從中穿
過，在人潮中響着“叮叮叮”緩緩前
進。    (中新社照片)

香 港 回 歸            2 0 週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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