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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香港是「一帶一路」的「超級聯絡人」？ 

來自 130多個國家約 1500名各

界貴賓作為正式代表出席的

「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峰論

壇於 2017年 5月 14日至 15日

在北京舉行，論壇圍繞“五通”，政策溝通、設施聯通、貿易暢通、資金融通、民

心相通展開。而香港特首梁振英破格獲得資金融通主題發言，可見香港這個「超級

聯絡人」在「一帶一路」戰略中，甚至全球經濟發展中的重要地位。 

針對「一帶一路」戰略，香港政府開設首長級職位，委任「一帶一路」專員，主理

「一帶一路」辦公室的工作， 並且聯合經貿辦、貿發局和投資推廣署積極推廣，推

出「專業服務協進支援計劃」，放寬簽證、方便往來，試辦「一帶一路」交流資助計

劃」等 (Hong Kong SAR Government, 2017)。但香港作為一個世界發達經濟體，不應

僅僅充當「聯絡人」的「中間人」角色，更應有創造獨有價值的硬實力。 

戰略大師Michael Porter指出：“香港是很有競爭力，但它仍然需要不斷提升自己。”

因為一個經濟體的競爭力在於其產業創新與升級的能力。Porter 直接指出：“香港

在物流和金融服務領域具有較強的競爭力。但為了發展一些特定項目它必須創造一

個獨特的平台。” (中金網, 2016) 

在國家「一帶一路」戰略的大背景下，中國國務院總理李克強在今年的《政府工作

報告》中提出，“要推動內地與港澳深化合作，研究制定粵港澳大灣區城市群發展

規劃，發揮港澳獨特優勢，提升在國家經濟發展和對外開放中的地位與功能。”這

是「粵港澳大灣區」首度寫入《政府工作報告》，也是繼香港與內地更緊密經貿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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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排（CEPA）、泛珠三角區域合作之後，內地再度向香港提出的經濟合作計劃。「一

帶一路」為香港提供打造「超級聯絡人」新平台，那麼「粵港澳大灣區」則為香港

提供了「經濟再次騰飛」的新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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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香港冷對「粵港澳大灣區戰略」？ 

「粵港澳大灣區戰略」提出，無論是政界、學術研究機構、還是企業都高度重視，

紛紛為建設出謀劃策。廣東省早在今年 2月的省政府工作報告中明確提出：“攜手

港澳推進珠三角世界級城市群和粵港澳大灣區建設。”廣東省發改委主任何甯卡建

議國家給予粵港澳大灣區更大的改革許可權和政策支持，包括建立國家層面的協調

機制、賦予重大合作平台更多先行先試政策、支持打造全球重要科技產業創新中心、

支援設立粵港澳大灣區合作發展基金等。騰訊董事會主席馬化騰呼籲國家應出台政

策，把粵港澳大灣區打造成為全球區域創新中心和孕育「中國矽谷」的搖籃。港區

政協委員認為「粵港澳大灣區」可成為經濟發展引擎，希望香港搭上國家發展的“快

車”，開創新機遇。 

特首梁振英多次提到，發展粵港澳大灣區城市群確實給香港帶來很大的機遇，香港

不能對“中國機遇”視而不見，更不能背道而馳，融入國家發展的大勢，馳騁世界

經濟舞台，才是香港走向未來的必由之路 (毛秩, 2017)。梁振英早在今年 4 月就率

團考察粵港澳大灣區城市群的廣東省城市包括廣州、肇慶、江門、中山、珠海等。

考察團包括多名特區政府司局長、行政會議非官守議員、策略發展委員會和經濟發

展委員會委員，可見政府的重視，並不見香港冷對灣區戰略。 

其實無論香港還是內地，很早都有探討灣區建設的想法，香港科技大學創校校長吳

家瑋 10多年前一直呼籲本港與鄰近的深圳建立“港深灣區”。 2009年《大珠三角

城鎮群協調發展規劃研究》把“灣區發展計劃”列為空間總體佈局協調計劃的一環，

2010 年粵港澳三地政府聯合制定《環珠三角宜居灣區建設重點行動計劃》，以落實

跨界灣區的合作。2015 年，國家出台的《推動共建絲綢之路經濟帶和 21 世紀海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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絲綢之路的願景與行動》，就提出要“深化與港澳台合作，打造粵港澳大灣區”。廣

東省 2016年政府工作報告，也包括“開展珠三角城市升級行動，聯手港澳打造粵港

澳大灣區”等內容。 

港澳灣區建設提出，灣區內相關企業的股價應聲上漲，恆指在半小時內也又跌轉漲

0.7%，可知業界、投資界對灣區的看重。但這個投資熱情很快就在股市中消失，很

大因素是投資界除了對基建行業有所看重外，對整個灣區其他產業的判斷還是相對

保守的，這也說明當前整個灣區的發展出路需要進一步思考。 

雖然各方都熱議大灣區，紛紛表示是經濟發展的機遇，分析自身在大灣區中的優勢

與可能作用點。但各方更多是停留在“緊密合作”層面，對於如何緊密合作的落腳

點至今還不清晰。而香港，甚至內地，都會把香港定位成「超級聯絡人」角色，強

調「一國兩制」下，香港作為內地對外的聯繫窗口。很顯然，隨著內地開放程度的

深化，甚至自貿區的建設，香港這個「中間人」作用已經逐漸在減弱，如果香港依

舊單純把自己定位成自由貿易的窗口，那麼必將逐漸失去灣區建設帶來的紅利。由

此香港必須在做好「超級聯絡人」之外，更需要將自身至於灣區，使自己融入灣區

的經濟主體建設之中。 

對於粵港澳灣區建設的思考，不少學者自然將它與紐約灣區、三藩市灣區、東京灣

區作對比，並且指出與其他灣區不同的是，粵港澳大灣區並不是在同一個政治經濟

體制下運行的，在廣東和港澳加強經濟合作與融合的過程中，既要確保“一國兩制”

的實踐“不動搖”“不變形”“不走樣”，又要發揮各自的比較優勢。 

然而，我們認為，灣區建設雖然受體制影響，例如內地對灣區建設的更多是政府驅

動，而香港作為自由經濟體，政府驅動有限。但從經濟的內生性看，經濟由企業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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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構成，企業個體形成行業，關聯行業形成產業簇群，產業簇群才是灣區競爭力的

來源。Porter 明確指出，產業簇群可以是單一城市、多個城市、甚至可以是一些鄰

國聯繫成的網絡 (Porter, 1998)。以三藩市灣區為例，其高新科技簇群不是簡單由一

兩個優勢行業組成。相反，它由一系列跨行業企業與專業機構構成，包括計算機工

程、軟件工程、數碼營銷、私募基金、著名大學、研究機構等。產業簇群為上遊行

業提供新的需求，也為下遊行業提供新的供應，從而形成產業簇群鏈。在簇群鏈中，

為發展新客戶，每個行業需要利用地理鄰近的優勢挖掘潛在客戶的隱性需求，以及

當前供應商的隱性供應能力。 

因此，我們建議，無論是香港還是其他城市，無論是政界、學術界還是商界，都應

該從產業簇群角度思考灣區建設，並且努力促成產業簇群形成，其中馬化騰對「中

國矽谷」的呼籲更多是產業簇群的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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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灣區產業簇群思考 

Porter在上世紀 90年代的《國家競爭優勢》中指出，全球經濟下，國家、地方、區

域的競爭產業簇群扮演很重要的角色 (Porter, 1998)。產業簇群是指在特定領域中，

同時具有競爭與合作關係，且在地理上集中、有交互關聯的企業、專業化供應商，

服務供應商、相關產業的廠商，以及想相關的大學、制定標準化的機構、產業協會

等機構 (Porter, 1998)。而產業簇群常見於較大的經濟體，尤其是在發達國家。從產

業簇群角度，政府、企業、其他法人機構都必須重新定位自己的角色。 

政府的首要任務是去除有礙於產業簇群成長和升級的障礙；致力於吸引外商進入產

業簇群投資以及產業簇群產品的外銷；推動專業化的教育與培訓，鼓勵產業相關的

研究；制定有效率、有利於產業簇群的法規標準；鼓勵簇群內成員交流與合作。 

企業在加大研發投入的同時，必須鼓勵本地供應商的成立並吸取外資供應商，配合

簇群相關教育與技術的形成，積極參與相關標準的制定。 

而相關協會機構相繼形成，協會機構必須致力於提供企業、政府各方交流、學習及

問題解決的平台，是整個簇群最好的潤滑劑。 

對於粵港澳大灣區的建設，雖然上面提到三地企業和行業間都有競爭性，但從產業

簇群的角度，競爭更有利於產業簇群的形成，所以無論的三地政府、三地企業和協

會，都致力於在競爭與合作中聯手打造灣區產業簇群的發展。其中政府必須從行業

政策轉變為產業簇群思路，從城市群頂層設計中找到灣區產業簇群的經濟發展點。 

3.1 行業政策 VS 產業簇群 

從現實看，香港政界很多政策都是偏向行業政策（Industry-specific），無論是施政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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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財政預算還是香港貿發局的經貿研究方向，基本圍繞香港自身的 4大行業支柱、

6 大優勢產業或所謂的優勢行業展開 (Research Office Legislative Council Secretariat, 

2015)。行業政策基於競爭的觀點，被看好的行業不論是成長中的行業，還是高科技

的行業，都應該被“鎖定”為受政府支持的對象。有時候，行業政策是一種零和競

爭，旨在佔據佔有率，種產業政策容易扭曲自由競爭，受惠特定產業。在整個粵港

澳大灣區中，香港支柱產業為貿易物流、工商服務、金融服務、旅遊等，但深圳支

柱產業同樣包括金融、物流，廣州也包括金融，很明顯從行業政策角度看，三者是

相互競爭的。同樣，香港的旅遊業也會與澳門、廣州等旅遊業衝突。如果從行業政

策角度，政府通常出台配套政策加大某特定行業的投入，或者提高外部企業進入的

門檻，甚至致力於從其他地區中搶佔龍頭企業或者市場。Porter 曾指出產業集群的

發展關鍵是要有競爭，在產業集群中，每個行業至少有 3-4 家公司，而不能只有一

家供應商，所以競爭反而是簇群的必要前提。新加坡政府強調發展高附加值產業和

技術密集型產業時，採取稅收優惠政策，鼓勵向技術密集型產業投資，到 1985 年，

已經有超過 150 家的跨國公司在新加坡從事電子產品及電腦配件的生產 (王, 2013)，

從而形成了自身的產業簇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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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深圳，這幾年紛紛議論華為離開深圳、騰訊離開深圳等，但無獨有偶，這些企業

不但沒有離開深圳，還有更多高新企業紛紛在深圳建總部，包括百度、阿裡巴巴、

恆大集團等等。由於高新產業龍頭的相繼聚合，從而整個產業簇群逐漸形成，騰訊

創業平台衍生出遊戲、互聯網金融等產業，華為系創業圈則聚焦於通訊、高新製造

業等，使得深圳城市競爭力一度超過香港。 

因此，無論是香港還是內地，灣區建設的基本前提是改變行業政策思維，尋求在競

爭中合作，共同做大市場，發揮聯合效應，以產業簇群推動灣區經濟。在內地，尤

其是深圳，產業簇群的思路已逐步形成，香港產業創新與升級必須跳出產業政策思

維，加快以產業簇群思路尋求突破。雖然香港政府當前很多政策是行業導向的，但

在香港，我們也發現有不少企業在尋求企業突破時採用了簇群的思想。我們研究發

現，有一個領先的塑膠模型製造商擁有生產獨有防水部件的技術，它利用此技術跳

出當前玩具、電子等傳統行業應用，把自己打造成『防水專家』，而不是單純的塑膠

製造商。作為『防水專家』，它快速進入醫療設備、汽車用品、嬰兒用品等行業。也

就是說，基於產業簇群優勢，企業可重新定義自己，挖掘新的業務藍海。 

3.2 灣區城市群 VS 灣區產業簇群 

中國社會科學院在 2016年 5月發佈的《中國城市競爭力報告》中指出，中國城市化

進程加速，“城市病”也愈演愈烈，而多中心群網化城市體系將是中國經濟的新引

擎。並提出中國將可以建設一網五帶 30群的城市組織體系，其中包括以廣州、深圳

等多中心的珠三角國家性城市群，其中功能體系包括金融、文化、科技、製造等。

多中心網絡化城市群與改委發佈《2017年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計劃》中提到的粵港

澳大灣區城市群發展規劃不謀而合。城市群強調分工合作、專業化聯繫、多中心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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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中心輻射效應、對外融合對內自製、功能網絡化等。大灣區城市群戰略的提出，

9+2 城市群有著不同的功能分工，製造功能的東莞/深圳/佛山、金融功能的深圳/香

港/廣州、科技功能的廣州/深圳，文化功能的廣州/香港等。城市群建設理論更強調

灣區建設提的頂層設計，必須在城市群建設中引入產業簇群概念，才能如實打造具

競爭力的灣區。 

有人會認為，當前都是全球化運作，灣區經濟是否是一種倒推？從競爭力角度看，

任何從遠方有效率地取得的好處，已經不被視為競爭優勢。通過傳真或電子郵件獲

得的優勢，你能得到，別人也能得到。要在全球經濟中保持競爭優勢，必須通過高

度本土化，因為競爭力是來自一個特定國家或地區中，具有高度專業化的技能和知

識的企業、完善的相關機構、相關行業以及精明的顧客。地緣、文化和組織上的條

件，會讓企業取得特別渠道、特殊關係、更佳的資訊、強有力的發展動機，以及其

他在提高生產力方面的優勢，而這些都不是遠地資源所能帶來的。因此，灣區產業

簇群加速企業轉型並提高企業生產力的核心原因有兩個：（1）由於地理的臨近性，

而不是從互聯網獲取表面性的資訊，跨行業的企業以面對面分享業務技能、操作實

踐以及市場情報。這種高效的知識共用，使整個簇群能互通有無，形成更有效的聯

合經營能力。（2）強大的區域性協作將提升簇群競爭優勢，同時也促使企業不斷提

高自身的生存能力，那麼，灣區企業自然而然會強於非灣區企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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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以產業簇群思路，跳出香港發展香港 

產業簇群戰略則要求我們必須“跳出單

體行業來發展行業”，“跳出香港來發

展香港”。『國家優勢磚石體系』中指出，

區域競爭優勢源自集中競爭的產業環

境、強烈的本地需求、專業的生產要素、

和完備的產業簇群。 

香港近年來在經濟轉型中，一直面臨著

產業結構單一，創新科技、文化創意等新

興產業發展緩慢的問題。隨著大灣區建設，粵港澳城市群將實現基礎設施互連互通、

城市功能互補、產業鏈延伸，構建更加國際化、高端化的灣區型產業體系。香港是

國際金融、貿易和航運中心，這三者的發展都離不開珠三角實體經濟的支撐。粵港

澳大灣區的形成有助於降低三地市場准入門檻，促進生產要素自由流動，將“珠三

角製造+香港服務”有機結合起來，使粵港能夠充分發揮各自的優勢。珠三角地區優

勢在於製造業，香港的優勢在於專業服務。珠三角良好的產業基礎可以為香港鞏固

國際金融中心、貿易和航運中心地位提供堅強有力的支撐 (毛秩, 2017)。 

拿香港的貿易與物流來說，由於香港自身製造業不成規模，本地貿易與物流運輸的

內需則嚴重不足。但站在整個大灣區看，另外 9個城市的工業佔比並不低，深圳的

高新技術產業（2015年占 GDP 33.4%），東莞的先進製造業（2015年占 GDP 43.2%），

惠州的電子資訊產業（2014年占 GDP 23.3%）等足以彌補產業簇群的內需性。香港

的貿易與物流產業與深圳的物流產業對接，結合香港的教育、金融服務的支撐優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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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的科技創新與設計優勢、東莞惠州的生產要素優勢等，整個『粵港澳大灣區』

產業簇群將進一步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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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灣區戰略將是香港產業升級的新機遇 

但對於香港在大灣區戰略下的產業簇群思考，從大灣區產業簇群戰略看，香港無需

特意政策上扶持某一個行業，而應該致力於推動整個簇群的形成，包括競爭環境的

塑造、生產要素的培養、相關產業的孵化等，這與香港政府一直主導的『積極不幹

預策略』不謀而合。Porter教授早在 2004年拜訪中國時表示，產業集群的發展必須

是各地基於其資源針對性規劃並通過自下而上的方式的開展，政府只能參與而不應

該充當老闆的角色。在大灣區建設過程中，內地的驅動是政府主導，雖然發展產業

簇群不可能通過單純依賴政府加強基礎設施建設或者招商引資取得成功，但香港如

果放任行業政策性的市場自運作，也有被遺棄的風險。 

如果港府和業界，聯合灣區其他政府、業界、行業協會等，能站從產業簇群上看待

灣區建設，致力於消除妨礙產業簇群內競爭的障礙；利用視窗優勢引入外商投資灣

區簇群建設，加速簇群產品外銷；利用香港教育優勢加強產業配套專業及技能人才

的培養；致力於管理與行業法規標準的制定；帶領港企參與內地產業簇群園區的建

設，相信灣區建設將是香港產業創新與升級的新機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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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亞太策略研究所  

亞太策略研究所的願景是為香港在亞太區領先的經濟戰略地位提供智力支援。我們的使命

是基於亞太不同地區的行業集羣和生態鏈，透視和比較亞太區內外最前沿的戰略及企業運

營，挖掘海內外企業創新的成功與失敗案例，為香港提供理論與實踐融合的借鑒。亞太策

略研究所涵蓋的四大研究領域包括：戰略, 創新,領導和人材,市場洞察。查詢研究所詳情，

請瀏覽網址 http://www.apifs.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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