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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外向型经济体，香港发展倚重
与世界各地的贸易，也在全球贸易中充
当重要角色。世界贸易组织（世贸组织）
的数据显示，在2021年，香港是全球第
六大商品贸易经济体，也是全球第二十
大商业服务经济体。

香港特区政府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认
为，香港在商品贸易方面能取得如此成
绩，是受惠于国家的快速发展。内地与香
港之间的贸易往来，很大部分是转口贸
易。在“一国两制”的优势下，香港能够把
握自身资本主义市场跟国际接轨的优
势，并利用好内地市场高速发展的优势。

改革开放后，香港制造业北移，借助
内地各方面红利优势，成功转型为以服
务业为主的经济体。回归以后，国家发展
大局增强了香港经济发展后劲，香港发
挥自身所长，服务国家所需，成为内地连
接世界市场的重要桥梁，实现了与内地
携手并进、共同发展的良好局面。时至

今日，香港在内地的对外贸易中依然占
据重要地位，根据2021年中国海关的贸
易统计数字，香港是内地第四大贸易伙
伴，仅次于美国、日本和韩国。

香港贸易发展局（贸发局）负责促进、
协助和发展香港贸易，在世界各地设有50
个办事处，其中13个设在内地，致力推广
香港作为双向环球投资及商业枢纽。贸
发局副总裁刘会平说，“一国两制”是香
港最大的独特优势，让香港拥有良好的
营商环境，以及具有前瞻性和国际市场
触觉的人才。他们既熟悉内地营商模式，
又了解国际市场。

“背靠祖国、联通世界，这是香港得
天独厚的显著优势”，国家对香港的这
一定位，刘会平深表认同。香港是一个
自由港，进出香港的货品无须缴付关
税，与内地在贸易方面开拓了既务实又
紧密的合作，大大巩固了香港贸易枢纽
的重要角色。

背靠祖国 联通世界 把握湾区发展机遇

香港致力巩固提升国际贸易中心地位
回归廿五载，得益于“一国两制”制度优势，香港成为进出内地市

场的双向门户，实现了经济社会的蓬勃发展，成为世界上最自由的经
济体和最具竞争力的地区之一。

作为著名自由港，对外贸易是香港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柱，也让香
港二十五年来保持着中长期向好发展的势头。香港特区政府统计处的
数据显示，2021年全年合计，香港商品贸易总额达102684.48亿港
元，比1997年的30710.4亿港元增长234.36%。

目前，香港正处于由治及兴的关键时期，其商贸也迎来历史性的
发展机遇。国家“十四五”规划纲要明确支持香港提升国际航运和贸
易中心地位，同时在国内国际“双循环”的发展格局下，“一带一路”倡
议和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也为香港商贸带来无限机遇。

香港维多利亚港。 资料图片

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地缘政治
带来的贸易摩擦、全球市场从新冠肺炎
疫情中复苏的步伐不一，严重影响全球
供应链和物流运输，令贸易投资环境变
得异常复杂，香港巩固和提升国际贸易
中心地位面临着挑战。

但风险的另一面往往是机遇。在
刘会平看来，全球贸易受到疫情的巨大
冲击，在这个困难时期，国家的“双循
环”、粤港澳大湾区发展和“一带一路”倡
议等重大策略，正是全球企业共同关注
的焦点，亦是香港可以发挥其双向贸易
投资枢纽角色的良机。

香港作为高度市场化和国际化的经
济体，“双循环”发展新格局将为港商带
来新商机。在内循环方面，内地中产人口
不断增长，是全世界最具发展潜力的内

需市场；在外循环方面，香港的商贸平台
发挥重要作用，协助内地企业“走出去”，
开拓国际市场。

实际上，自2013年“一带一路”倡议提
出以来，香港和内地企业一直携手共赴“一
带一路”国家，开拓投资洽谈。2021年，在
第六届“一带一路高峰论坛”上，国家商务
部与香港特区政府共同签署了《关于推
进境外经贸合作区高质量发展合作备忘
录》，促成了更深远的发展合作策略。

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也给香港带来
广阔空间，香港经济和商业发展有了新
腹地、新资源、新动能。商品贸易与运输
密切关联，作为全球最繁忙的航空枢纽
之一，香港国际机场主动扩容，建设三跑
道系统，对接国家“十四五”规划和粤港
澳大湾区建设机遇。

香港机场管理局（机管局）行政总裁
林天福介绍，三跑道系统建成后，可带来
约 50%的客货流量增长，估计到 2035
年，香港国际机场年客运量将达到1.2
亿人次，年运货量将达到1000万吨。

香港国际机场将成为大湾区的重要
门户，林天福说，在客运方面，大湾区旅
客可通过计划建设的“海天中转大楼”前
往机场登机区域搭乘航班，无需办理一
般香港出入境和海关手续；在货运方面，
机管局会在东莞建设“香港国际机场物
流园”，将服务推向上游。

招商局集团总经理助理褚宗生认为，
在国家的全力支持下，只要香港珍惜独有
的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更好融入国家
发展大局，拓宽自身发展空间，就一定能取
得更大辉煌，绽放出更加耀眼的光芒。

开拓市场、扩建机场，把握国家经济发展引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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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加拿大弗雷泽研究所发布的
《世界经济自由度2021年度报告》
中，香港再次被评为“全球最自由的
经济体”。自1997年回归以来，香港
已经连续多年获此殊荣。

凭着低税率、一流基建设施、
良好的营商法治环境及资金和资
讯的自由流动，香港吸引了来自
各地的人才和投资。根据香港投
资推广署及政府统计处共同进行
的“2021年有香港境外母公司的驻
港公司按年统计调查”，海外及内
地的驻港公司在 2021 年达 9049
间，包括 1457 间地区总部和 2483
间地区办事处。

香港也是推动国际经贸规则与
治理创新发展的重要参与方之一。
长期以来，香港奉行自由贸易政策，
支持多边贸易制度，遵循世贸组织
的无歧视及最惠国待遇原则。目前，
香港已与20个经济体签订8份自由
贸易协定，与31个海外经济体签订
22份投资协定，为香港企业及投资
者提供法律保障和更优惠的市场准
入条件。

褚宗生认为，作为全球最自由
经济体，香港的契约精神、法治精
神、企业家精神和狮子山精神，给
内地改革开放提供了精神营养，香
港发展市场经济的成熟经验也为
内地提供了有益借鉴。

如今，香港仍致力扩展自由贸
易协议网络，务求为本港的货物及
服务争取有利条件进入内地及国际
市场。

2022年 1月，香港特区政府正
式提交了香港加入《区域全面经济伙
伴关系协定》（RCEP）的申请。RCEP
是全球最大的自由贸易协定，成员经
济体的人口占全球人口的三分之一，
生产总值也占全球本地生产总值的
三分之一，加入后将不仅有利于香港
整体的经济发展，也会为中小企业带
来商机，进一步增强香港在转口贸易
的枢纽地位。

撰文：张晋

背靠祖国与世界接轨，发挥“双向平台”功能

奉行自由贸易，
追求广阔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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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外向型经济体，香港发展倚重
与世界各地的贸易，也在全球贸易中充
当重要角色。世界贸易组织（世贸组织）
的数据显示，在2021年，香港是全球第
六大商品贸易经济体，也是全球第二十
大商业服务经济体。

香港特区政府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认
为，香港在商品贸易方面能取得如此成
绩，是受惠于国家的快速发展。内地与香
港之间的贸易往来，很大部分是转口贸
易。在“一国两制”的优势下，香港能够把
握自身资本主义市场跟国际接轨的优
势，并利用好内地市场高速发展的优势。

改革开放后，香港制造业北移，借助
内地各方面红利优势，成功转型为以服
务业为主的经济体。回归以后，国家发展
大局增强了香港经济发展后劲，香港发
挥自身所长，服务国家所需，成为内地连
接世界市场的重要桥梁，实现了与内地
携手并进、共同发展的良好局面。时至

今日，香港在内地的对外贸易中依然占
据重要地位，根据2021年中国海关的贸
易统计数字，香港是内地第四大贸易伙
伴，仅次于美国、日本和韩国。

香港贸易发展局（贸发局）负责促进、
协助和发展香港贸易，在世界各地设有50
个办事处，其中13个设在内地，致力推广
香港作为双向环球投资及商业枢纽。贸
发局副总裁刘会平说，“一国两制”是香
港最大的独特优势，让香港拥有良好的
营商环境，以及具有前瞻性和国际市场
触觉的人才。他们既熟悉内地营商模式，
又了解国际市场。

“背靠祖国、联通世界，这是香港得
天独厚的显著优势”，国家对香港的这
一定位，刘会平深表认同。香港是一个
自由港，进出香港的货品无须缴付关
税，与内地在贸易方面开拓了既务实又
紧密的合作，大大巩固了香港贸易枢纽
的重要角色。

背靠祖国 联通世界 把握湾区发展机遇

香港致力巩固提升国际贸易中心地位
回归廿五载，得益于“一国两制”制度优势，香港成为进出内地市

场的双向门户，实现了经济社会的蓬勃发展，成为世界上最自由的经
济体和最具竞争力的地区之一。

作为著名自由港，对外贸易是香港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柱，也让香
港二十五年来保持着中长期向好发展的势头。香港特区政府统计处的
数据显示，2021年全年合计，香港商品贸易总额达102684.48亿港
元，比1997年的30710.4亿港元增长234.36%。

目前，香港正处于由治及兴的关键时期，其商贸也迎来历史性的
发展机遇。国家“十四五”规划纲要明确支持香港提升国际航运和贸
易中心地位，同时在国内国际“双循环”的发展格局下，“一带一路”倡
议和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也为香港商贸带来无限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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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地缘政治
带来的贸易摩擦、全球市场从新冠肺炎
疫情中复苏的步伐不一，严重影响全球
供应链和物流运输，令贸易投资环境变
得异常复杂，香港巩固和提升国际贸易
中心地位面临着挑战。

但风险的另一面往往是机遇。在
刘会平看来，全球贸易受到疫情的巨大
冲击，在这个困难时期，国家的“双循
环”、粤港澳大湾区发展和“一带一路”倡
议等重大策略，正是全球企业共同关注
的焦点，亦是香港可以发挥其双向贸易
投资枢纽角色的良机。

香港作为高度市场化和国际化的经
济体，“双循环”发展新格局将为港商带
来新商机。在内循环方面，内地中产人口
不断增长，是全世界最具发展潜力的内

需市场；在外循环方面，香港的商贸平台
发挥重要作用，协助内地企业“走出去”，
开拓国际市场。

实际上，自2013年“一带一路”倡议提
出以来，香港和内地企业一直携手共赴“一
带一路”国家，开拓投资洽谈。2021年，在
第六届“一带一路高峰论坛”上，国家商务
部与香港特区政府共同签署了《关于推
进境外经贸合作区高质量发展合作备忘
录》，促成了更深远的发展合作策略。

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也给香港带来
广阔空间，香港经济和商业发展有了新
腹地、新资源、新动能。商品贸易与运输
密切关联，作为全球最繁忙的航空枢纽
之一，香港国际机场主动扩容，建设三跑
道系统，对接国家“十四五”规划和粤港
澳大湾区建设机遇。

香港机场管理局（机管局）行政总裁
林天福介绍，三跑道系统建成后，可带来
约 50%的客货流量增长，估计到 2035
年，香港国际机场年客运量将达到1.2
亿人次，年运货量将达到1000万吨。

香港国际机场将成为大湾区的重要
门户，林天福说，在客运方面，大湾区旅
客可通过计划建设的“海天中转大楼”前
往机场登机区域搭乘航班，无需办理一
般香港出入境和海关手续；在货运方面，
机管局会在东莞建设“香港国际机场物
流园”，将服务推向上游。

招商局集团总经理助理褚宗生认为，
在国家的全力支持下，只要香港珍惜独有
的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更好融入国家
发展大局，拓宽自身发展空间，就一定能取
得更大辉煌，绽放出更加耀眼的光芒。

开拓市场、扩建机场，把握国家经济发展引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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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加拿大弗雷泽研究所发布的
《世界经济自由度2021年度报告》
中，香港再次被评为“全球最自由的
经济体”。自1997年回归以来，香港
已经连续多年获此殊荣。

凭着低税率、一流基建设施、
良好的营商法治环境及资金和资
讯的自由流动，香港吸引了来自
各地的人才和投资。根据香港投
资推广署及政府统计处共同进行
的“2021年有香港境外母公司的驻
港公司按年统计调查”，海外及内
地的驻港公司在 2021 年达 9049
间，包括 1457 间地区总部和 2483
间地区办事处。

香港也是推动国际经贸规则与
治理创新发展的重要参与方之一。
长期以来，香港奉行自由贸易政策，
支持多边贸易制度，遵循世贸组织
的无歧视及最惠国待遇原则。目前，
香港已与20个经济体签订8份自由
贸易协定，与31个海外经济体签订
22份投资协定，为香港企业及投资
者提供法律保障和更优惠的市场准
入条件。

褚宗生认为，作为全球最自由
经济体，香港的契约精神、法治精
神、企业家精神和狮子山精神，给
内地改革开放提供了精神营养，香
港发展市场经济的成熟经验也为
内地提供了有益借鉴。

如今，香港仍致力扩展自由贸
易协议网络，务求为本港的货物及
服务争取有利条件进入内地及国际
市场。

2022年 1月，香港特区政府正
式提交了香港加入《区域全面经济伙
伴关系协定》（RCEP）的申请。RCEP
是全球最大的自由贸易协定，成员经
济体的人口占全球人口的三分之一，
生产总值也占全球本地生产总值的
三分之一，加入后将不仅有利于香港
整体的经济发展，也会为中小企业带
来商机，进一步增强香港在转口贸易
的枢纽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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