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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九大报告将坚持“一国

两制”列入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方略，表明中

央对港澳工作的重视，凸显港澳台

是不可或缺的一环。香港作为中国

的一部分，自然有其角色和责任，

十九大提出的新时代、新征程下的

“一国两制”新定位，其意义远不

止于经济或金融层面，而是更深层

次的、更全面的、更具责任感和光

荣感的政治新定位。

融入“五位一体”是新
时代香港发展的战略方向

十九大报告提出支持香港融

入国家发展大局，为香港发展指明

了方向。“五位一体”总体布局是

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人民建设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的实践中形成的施政方

略。“五位一体”总体布局是一个

有机整体，经济建设是中心任务，

政治建设是根本保证，文化建设、

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是保障，

统一于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

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战略目

标。相应地，香港应识变、应变、

求变，可从经济、政治、文化、社

会、生态等五个方面更好地融入国家

发展大局，与全国人民一道为建设

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和实现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奋斗。

第一，通过与珠三角科技产业

集群优势相融合，建设有全球影响

力的产业创新中心。

习近平总书记从中华民族复

新时代香港发展的战略方向与载体
 胡荣荣

兴的高度，明确要求港澳融入国家

发展大局，指出了香港与内地合作

的发展方向，他寄语香港自觉对接

国家发展战略，积极参与“一带一

路”建设，努力将“粤港澳大湾

区”打造成国际经济竞争格局中

的世界一流湾区。香港作为国际金

融、航运及贸易中心，在法律制

度、专业化金融服务、知识产权保

护、语言文化等方面与国际接轨。

充分发挥这些优势，将有助于香港

发挥在金融服务业方面的传统优

势，为粤港澳大湾区企业的专业化

发展提供助力，同时也能推动本地金

融服务和高端专业服务的有序发展，

进而引领粤港澳大湾区的经济融合。

十九大制定了国家未来发展

的宏伟蓝图和行动纲领，也为香港

实现更好发展提供了更多机遇和更

大空间。中央支持香港在推进“一

带一路”建设、粤港澳大湾区建

设、人民币国际化等重大发展战略

中发挥优势作用。粤港澳大湾区建

设的时代背景是“一带一路”和新

全球化。经贸合作是“一带一路”

合作、大湾区建设中的重要组成部

分。中央是把粤港澳大湾区建设、

粤港澳合作、泛珠三角合作，放到

“一带一路”建设和国家现代化经

济体系建设的大格局中，来统筹谋

划和推进的。世界贸易格局正在发

生深刻变化，服务贸易有取代货物

贸易，成为国际贸易主流的迹象，

知识、技术、人才、资本等高端服

务要素加速流动，产生创设新规则

的需要。粤港澳大湾区有具备国际

地位的香港和内地企业“走出去”

的契机，可以承担起探索新路径、

新标准、新规则的重责大任。

世界级一流湾区必然是世界

级的金融创新高地。现有的世界三

大湾区，之所以能发展壮大，是因

为它们内部有金融中心：纽约华尔

街国际金融中心、东京国际金融中

心，同时，旧金山的金融业也很

发达。金融是现代经济的血液。

世界级的金融中心可以给大湾区经

济提供充沛、高效率的资金支撑。

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几乎所有

世界金融机构都将亚洲总部放在这

里。以香港为中心，在粤港澳大湾

区培育世界级金融中心，让香港、

深圳、广州的金融资源聚合融通，

不仅可以为境外金融机构投资内地

提供中转站，同时又作为人民币离

岸中心，为境外人民币提供结算服

务，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的健康发

展。香港和深圳在证券业方面的协

调与合作，可以通过增加上市企业

的选择，让企业更灵活地在不同的板

块募集和发展资金，让香港的上市公

司更加多元化，为企业开创更多的融

资管道，也为香港经济注入活力。

近二十年来，全球发达经济

体普遍处于振荡和低迷交替出现的

态势之中，香港经济显示出特有的

韧性，年均增速明显高于全球发达

经济体。2017年，借力于全球经济

复苏和内地经济企稳回升，香港经

济增速达到3.8%。目前，香港经

济结构存在着科研成果产业化环节

较弱，产业链与中产阶级就业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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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对接的短板。面对大湾区建设

的历史性机遇，应打造科技创新的

增长引擎，调整优化香港的经济结

构，开拓深港合作新格局，推动港

深共建全球科技创新中心，成为新

一轮全球产业革命的重要策源地。

第二，通过弘扬法治精神，增

强港人政治认同。

香港从回归之日起，已重新

纳入国家治理体系。法治精神是香

港的宝贵精神财富，宪法是国家根

本大法，是全国各族人民共同意志

的体现，是特别行政区制度的法律

渊源。宪法和基本法共同构成香港

特别行政区的宪制基础。必须把维

护中央对香港特区全面管治权和保

障特别行政区高度自治权有机结合

起来，增强港人政治认同，尽管香

港不适用社会主义制度，但必须尊

重、认同国家主体依照宪法实行社

会主义制度，必须尊重、认同宪法

规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民代表

大会制度等国家基本政治制度。

第三，通过文化建设，强化港

人国家文化认同。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文化自

信是更基本、更广泛、更深厚的自

信，是更基础、更深沉、更持久的

力量。没有文化的自信，就不会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发展，也

不会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

梦。一直以来，香港作为东西方文

化的融汇处而闪耀着光芒。“一国

两制”包含了中华文化中“和而不

同”的和合理念，通过文化建设强

化港人文化认同，发展文化产业是

弘扬中华传统文化、增进文化认同

的有力抓手。香港发展文化产业具

有得天独厚的有利条件，不仅具备

竞争有序的市场环境和知识产权保

护制度，凭借香港独特的国际化背

景，还可以在内容创新、国际市场

营销等方面大施拳脚。广东省拥有

坚实的文化创意产业基础和广阔的

市场空间。实际上，以影视合作为

代表的粤港文化产业合作起步很

早，改革开放以来，通过与内地合

作，香港的工业化拍摄和营销手法

创作出来的数百部影视作品，彰显

了中华文化的独特魅力。

第四，通过解决社会主要矛盾

融入国家社会建设。

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十九大

报告指出，我国的社会主要矛盾已

经改变，“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

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

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因香港社会

亦贫富差距大、楼价高、租金贵、

居住面积狭窄等民生问题，笼屋、

板间房和劏房等蜗居成为数以万计

的香港居民无奈的选择。这背后凸

显的是香港住房供应短缺、供求失

衡，不同阶层不同年龄层的发展

不平衡等深层次问题。无论是内地

人，还是香港人，都不仅在物质上

有所需求，在民主、法治、公平、

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的需求

也日益增长。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

香港回归20周年视察香港时所说，

“要以人为本、纾困解难，着力解

决市民关注的经济民生方面的突出

问题，切实提高民众获得感和幸福

感。”让少年快乐成长，青年施展才

能，壮年事业有成，长者安度晚年，

满足香港居民对美好生活的期待。

第五，通过生态建设融入“美

丽中国”。

十九大报告就建设美丽中国作

出部署，“我们要建设的现代化是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既要

创造更多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以满

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也要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以满足

人民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

要”。发展成功的湾区城市不仅都

有科技产业发达、文化开放、人才

聚集等特征，而且也有着优良的生

态环境、独特的自然禀赋，并因此

在国家和区域经济发展中占有重要

地位。与世界著名湾区相比，粤港

澳大湾区的生态环境质量是一个严

重制约其发展的短板。粤港澳大湾

区处于珠江与太平洋交接地带，是

生态学上的环境脆弱敏感区域。近

年来，湾区内各大城市在经济社会

图/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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迅速发展的同时，生态环境问题也

愈加严重，近岸海域水质恶化，海

洋生态灾害频发。香港一样需要建

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社会，成为

美丽中国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大湾区建设是香港融入
国家发展大局的最佳载体

作为“一国两制”下的独特

湾区，“一国两制”是粤港澳大湾

区不同于其他国内外湾区的根本性

因素。广东和港澳间的政治、法律

制度和管理模式迥异，政策层面的

不确定因素很多，亟待加强政策协

同。通过大湾区建设拓展和深化三

地合作关系，支持香港、澳门融入

国家发展大局，实现香港、澳门的

长期繁荣稳定，提升粤港澳地区在

国家全面对外开放新格局中的独特

功能，可以说是粤港澳大湾区规划

和发展的目的之所在。

这就需要优化现有的合作机

制，构建高效能的大湾区治理机

制。可以在现有高层会晤、联席会

议制度、专责小组和粤港澳合作等

统筹机制的基础上，将分属的粤澳

合作联席会议和粤港合作联席会议

整合成“粤港澳大湾区规划与发展

联席会议”，负责大湾区的规划、

治理和日常事务的统筹协调，省市

层面各自设立大湾区日常工作机构。

为了更有效地协调粤港澳合作时出现

的政策性问题，建议成立由国务院主

管副总理任组长、粤港澳三地首长和

国务院有关部委负责人为成员的国家

级“大湾区领导小组”。

中华文明是我们的根本、根

脉，习近平总书记在香港回归20周
年视察香港时指出：“希望香港弘

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发挥中西文

化交流平台的作用，推动同内地的

文化交流合作。”香港具有中西合

璧、文脉相承的人文优势，香港文

化的多元性使大湾区建设世界上独

一无二的东西方文化创意交流中心

成为可能。大力发展文化产业，可

帮助香港市民加强对国情、历史、

民族文化的感性认知，以期使香

港成为对外交流的参与和传播的窗

口、国家“软实力”提升和展示的

窗口。文化创意产业集群是促进文

化创意产业发展的重要力量。要加

快粤港澳创意产业发展，就必须增

加促进粤港澳文化创意产业融合发

展的政策供给，通过共同制定文化

产业发展文件及实施细则，为文化

项目运营、人才互聘与交流培训搭

建高质量服务平台，全方位建设大

湾区文化创意产业集群。

目前，全球新一轮技术革命

蓄势待发。香港拥有国际一流的金

融服务业和科研资源，粤港澳大湾

区内既有高度国际化的科技巨头，

也有充满创新活力的中小微企业，

区内各城市科技园区和制造基地各

具特色和竞争力。大湾区建设应当

以科技产业协同发展为突破口，全

力推动科技创新资源的战略对接，

通过港深科技金融服务体系建设，

加速创新链、产业链和资本链的深

度融合，充分发挥大湾区在金融服

务、科技产业、航运物流业和制造

业的优势。打造创新要素聚集、科

技产业发达、创新生态优越的世界

级科技湾区。支持广东设立国家级

科技成果转化基地，利用港澳的金

融资本来实现科技项目产业化。强

化香港和深圳的通信技术优势，形

成国际化的互联网产业集群，加快

向全球价值链高端迈进。

人才资源是第一资源。打造

世界级科技湾区要靠创新人才的智

慧，在边境通关、关税制度、市场

准入等制约港深合作深入发展的问

题上，可通过借助大湾区联席会议

制度，共同制定粤港澳湾区的国际

化人才引进政策，实现专业技术资

格资质的互认，研究解决粤港澳交

通互联互通和快速衔接问题，为参

与大湾区科研合作项目的科研人员

和工作人员提供通关便利。

在社会民生领域，优先推进

教育、医疗、社保等领域的合作。

在发挥香港的既有优势基础上，建

设国际教育示范区和世界级诊疗基

地。对在大湾区工作和生活的港澳

居民，制定包括税收、社保等方面

的福利可携性政策以及双方的制度

衔接规定，在粤港澳大湾区落实港

澳居民的同等待遇。对在大湾区工

作和生活的港澳居民实行同等的医疗

服务、社会保障、子女受教育机会、

公积金缴纳、税制税率、购买住房资

格等待遇，最终实现符合条件的大湾

区居民享受同等社保待遇。

在粤港澳大湾区的生态建设方

面，大湾区城市群山水相连，同处

于珠江口生态系统，拥有共同的海

湾、共同的海洋资源，是自然的生

态环境共同体，生态系统的整体性

和环境影响的关联性，决定了在生

态环境方面休戚相关。迫切需要加

强湿地保护和生态修复，推广普及

清洁能源，严守沿岸生态红线，提

高粤港澳湾区海洋资源环境承载力，

优化沿海地区环境。粤港澳在共同推

进生态环境治理方面，政府之间的合

作已颇有成效。今后更加需要通力合

作，把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成为风景优

美、宜居宜业宜游的美好家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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