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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位朋友、嘉賓： 

  

午安！ 

  

多謝您出席這個論壇。今天十分難得可以請來四位

傑出的嘉賓，為我們討論一個我們都關心，亦是與

我們前途息息相關的議題。四位講者與我們分享他

們的智慧和經驗，在此，我向他們深表謝意。我亦

非常感謝各位嘉賓抽空出席。 

  

我們舉辦這個論壇目的，是在中國正在迅速成長和

發展的時候，探討世界和香港如何能抓緊這個機

遇。今天，不論在本地市場、學術界、以及國際舞

台都在談論中國的經濟發展和影響。我們透過臉

書、推特等網絡媒體，經常接收到有關中國的信息

及新聞，有時你們會以為自己了解中國的狀況，但

有時亦覺得不大清晰。中國發展一日千里，我們要

不斷更新對中國的認識，才能明智地評估中國現時

的地位，以及將來的機遇。 

  



今天我們有幸邀請到來自美國、英國、法國和本港

的四位傑出講者，從國際視野角度透析中國的現在

和將來。我想以我的觀察和經驗，先和大家談一談

形成今日中國的那些重要歷程及發展。在過去幾十

年，我有幸得以近距離觀察到中國的偉大成就──

包括許多的波折及深刻的教訓。可以說中國的成功

絕非偶然，而是靠堅守其基本信念。中國一直都在

追求互惠協作的信念，這個原則正正在中國國家主

席習近平於過去兩個半月的外交活動中，表露無

遺。 

 習近平主席在此期間進行了六次國事訪問，首先

訪問美國、隨之到了英國、越南、新加坡、津巴布

韋、以及南非。訪問期間，他又參加了五個多邊會

議，包括在紐約的聯合國重要會議、土耳其的 20

國集團領導人峰會、馬尼拉的亞洲太平洋經濟合作

會議、巴黎氣候變化大會、以及中非合作論壇約翰

內斯堡峰會。他還參加了金磚國家領導人非正式會

晤，此外，他在多邊會議期間會見了 30 位國家或

地區的領導人，就雙方共同關心的話題進行雙邊討

論。在這兩個半月，除外訪活動之外，習主席在北

京處理國家事務時，分別與到訪中國的德國總理默

克爾和法國總統奧朗德會面，舉行雙邊會議。  

  

 



習主席的頻密的外交活動，突顯了中國對良好國際

關係的高度重視。他給予外國領袖的信息都是清晰

明確的。在和平共處、互相尊重、互不干涉內政以

及發揮雙方優勢的原則下，達致互利共贏、共享繁

榮的局面。習主席強調，中國認為，我們活在一個

互相依靠的世界，一個面對挑戰及轉變的世界，只

有各國之間攜手合作，才能克服各種困難，例如經

濟增長放緩、恐怖主義威脅、以及氣候變化危機。 

  

習主席及隨訪人員所到之處，都受到了尊重與熱情

接待。 

  

請允許我講述一下中國近年在國際事務上所作的

貢獻。第一，在世界經濟從 2008 年金融海嘯中復

蘇過程中，中國發揮了舉足輕重的作用。從

2009-2011 年，中國對世界經濟增長所作的貢獻，

超逾一半。最近，雖然中國經濟進入新常態，以每

年百分之七的速度增長，但對世界經濟增長的貢獻

仍維持在 30%。 

  

第二，中國在解決或緩解全球重點爭議，包括朝

鮮、阿富汗、伊朗等危機中，發揮了建設性作用。

中國也與聯合國安理會其他常任理事國一起，向世



界各地派出維和部隊，參與聯合國維和工作。 

  

第三，中國正尋求方法促進全球尤其是發展中國家

的經濟增長。中國的「一帶一路」計劃不僅有利於

中國，也將惠及東南亞、南亞和中亞各國，在中東

及歐洲的國家也可得益。各國對亞洲基礎設施投資

銀行的支持，顯示了許多國家為了自身利益皆樂見

這計劃得以成功推動。 在非洲， 較早前於約翰內

斯堡舉行的中非合作峰會上，也尋求方法利用中國

的「新常態」經濟，以及非洲為不再過度依賴自然

資源，逐步轉型所作的努力，讓雙方進一步落實優

勢互補，互利共贏。 會談的結果讓人充滿希望。 

  

第四，我們應該慶幸巴黎的氣候變化會議可達成協

議。自從在哥本哈根的會議失敗後，中國的國策是

致力推動巴黎會議取得成功。中國和美國是兩個溫

室效應氣體排放量最多的國家，在這次巴黎氣候會

議協議達成上，過程中出現很多困難，中國代表扮

演重要角色，最終促使協議達至成功。 

  

以上，是中國積極參與國際事務，與世界各國攜手

向前的事例。  

  



中國過去的剖析 

  

我現在談談中國的過去和現況。 

  

今天的中國，洋溢著樂觀和希望。 這與她的過去

截然不同。了解昨日的中國有助我們理解今天的中

國。 

中國的衰落始於清朝末年，孫中山先生於 1911 年

10 月發動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滿清政府，欲為中

國帶來新的希望。然而，接下來的卻是內亂、軍閥

割據、內戰、及日軍的侵略佔領，帶來了持久的傷

痛與破壞。 

  

直到 1949 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經歷了多年

戰亂及破壞的中國一貧如洗， 許多地方的人們食

不果腹。基建、住房、教育、醫療衛生設施及其他

的社會福利均百廢待興，亦需建立新的政治體制，

雖然工作繁重，但是中國終於統一了，國家建設的

工作，亦可以開展。 

  

當然，文化大革命期間中國犯過錯誤。但自 1978

年，鄧小平提出改革開放的政策促使真正的發展，

令國家踏上一條走向發展成為現代化大國不可逆



轉的大道。 

  

中國現今登上國際舞台 

  

今天的中國，市場經濟制度茁壯成長，主要的基建

設施已具規模。 教育、醫療及其它社會福利也全

面普及。1978 年至今，超過三十多年來經濟以每

年接近 10%的速度增長。就算以今天新常態下，經

濟仍然能夠以每年 7%速度增長。 城市化進程穩步

前進，人民生活顯著改善。這一切使近 7億人民得

以脫貧。 

  

今天的中國，是全球第二大經濟體系，擁有全世界

最多的外匯儲備， 同時也是全球兩個最大的貿易

國之一。在人類歷史上，在如此短時間內達成這麼

巨大成就，是無其他國家能及的成就。 

  

許多人都想知道中國是如何創造出這一奇蹟的。 

這當中有部分是外在因素。 中國從空前擴張的國

際貿易及高效推動生產力的科學技術中受益匪

淺。中國有效地抓住了這獨特的機遇。 

但更重要的是內在原因。首先是領導班子交接制度

化，以能者當之為基礎，讓領導層權力順利移交。



另一原因，是國家領導人能制訂具前瞻性的長期宏

觀經濟及地緣政治策略，以及貫徹執行非常複雜的

政策。領導人在意識形態和原則的指導下， 不怕

挑戰舊思維，並在必要時做出靈活的新嘗試。 這

個新思維，是讓中國高速發展的重要原因。 

  

另一個重要的原因是中國人民的勤奮和要成功的

決心，加上不斷提升的自由度，激發了國民創業創

新的熱情。如今民營企業已經佔國民生產總值的

60%，這一比重仍然繼續上升。 

  

促進經濟發展和扶助人民脫貧，是中國自從改革開

發以來一直堅持的目標。2008 年金融風暴後，另

一個新焦點是應付國內外因金融風暴所引起的挑

戰。優先處理這些事項是正確的方向，可惜國家投

放不夠關注力在其他重要事項，例如環境保護和管

治，管治不夠著力便導致貪腐問題惡化。但慶幸中

國政治制度可以迅速及有效回應和糾正這些錯

誤。這方面的工作仍然繼續，並且得到人民的支

持。初步已取得的成效，令人鼓舞。 

  

 

 



未來的願景 

  

以上簡述了中國的過去與現狀，中國的未來又如何

呢？ 

  

要了解中國正在走的方向，我們需要知道她對未來

的願景，以及看得到她所規劃的路線圖和藍圖。 

  
2049年的目標 

  

在 2049 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將迎來百年華誕，中

國的願景是屆時躋身發達國家行列。我們預期看到

的是強大的中國經濟在未來數十年間將繼續壯

大，迎接共和國百年盛典。 這不僅是一個經濟目

標。國家領導人清楚意識到追求純經濟指標並不足

夠。我們是要有一個發展良好的經濟、財富均衡分

配，小康的生活水平，健康的生活環境，以及一個

文明、正義和依法治國的社會。這就是中國未來幾

十年間的願景。為達到這一目標，經濟結構將會有

進一步的調整，對經濟增長的追求也將更加重質而

非量。 

既然中國已有清晰的願景，該如何達至呢？ 



 2020年的路線圖和藍圖 

  

最近，經常會看到一些中國的腐敗官員和國企高管

被檢控的消息。的確，反腐行動是國家建設策略之

一，並且是中國願景的一個重要部分，這一策略不

僅是為了在經濟上建設小康社會，更為了進一步改

革社會和政治體制，在廉潔、愛民的黨的領導下，

建立一個公正平等的法制社會。 

  

「十三五」規劃預期於明年３月提交全國人民代表

大會表決。 

  

此規劃預期到 2020年時，國民生產總值將較 2010

年翻一番。中國的領導人知道自 1978 年改革開放

以來，10%的經濟增長率難以持續。在這個五年計

劃中，中國將進入一個「新常態」。中國經濟從過

份依賴出口、投資、廉價勞工，正逐步靠向消費、

服務業、科技及知識的經濟發展方式轉型。 

  

這一「新常態」是將來成功之匙，它有五大基石所

支持。首先是創新，這將成為經濟增長新動力；其

次是區域協調發展，避免重疊；第三是可持續發

展；第四是堅持改革開放；最後是共享繁榮。對於



中國這樣一個大國，新常態將開啟嶄新的世界，但

它也是進一步發展的唯一方法。 

  

目前國家仍面臨著巨大的挑戰，尤其在工業產能過

剩、老年化社會、對改善醫療服務的需求以及消除

貧困等領域。國家會處理這些挑戰。 「十三五」

計劃中，中國將幫助餘下的 7000萬人在 2020年前

脫貧。 

 要完成中國的願景、路線圖、藍圖並非易事，過

程中將充滿著預料中的或突發性的國內和國外的

挑戰。我們是有理由樂觀： 

  

1、中國經濟體系強大、人力資源充沛、有一個日

趨成熟的中產階級市場，以及科技的不斷發展； 

 

2、中國領導人清楚明白，要達到經濟和社會發展

目標，一定要不斷改革，依法施政、建立公義社會、

共享繁榮、並須由一個廉潔和勤政的政黨所領導。 

 

3、國際上，中國會盡一切努力，去尋求和平和共

享繁榮，並與鄰國和其他國家共同發展以提高生活

質素。中國古語有云：「睦鄰天下興」。 即使從

自身利益出發，中國也將發展和維持睦鄰友好關



係，並積極發展友好的新型大國關係。中國亦會繼

續深化和擴闊對外開放。 

  

成功達到 2049 年的願景，就是實現了中國夢。還

有一段長時間才到 2049 年，在實現中國夢的路途

上，會有不同的內在和外來的挑戰。 但是以中華

人民共和國建國 66 年來我們所取得的成就，加上

我們政治制度的優勢和勤奮人民的支持，我有信心

中國將能完成願景，實現夢想。 

  

香港如何能獲益 

  

我請大家將注意力放回香港。儘管世界上發生了許

多波折，但香港始終是一塊福地。2008 年出現的

金融危機，令一些國家至今仍未能恢復元氣。但從

2011年起，香港的失業率就維持在 3.3% 的低位，

家庭收入平均每年增長 6%，特區政府也持續錄得

巨額盈餘。  

  

香港的成功有多方面的原由，但其中很重要的一點

就是中國內地經濟的發展，對香港起到了非常積極

的影響。縱觀歷史，香港的命運確實與中國內地密

不可分。  



 中國因素是香港最大的競爭優勢。在 「一國兩制」

之下，我們受惠於 「一國」所帶給我們的經濟增

長利益。同時「兩制」讓我們可以保持既有的生活

方式，包括繼續實行普通法的司法制度。有了這些

優勢使香港有別於其他地方包括新加坡或上海。 

  

第二項優勢源於香港作為國際化大都會的地位。事

實上，香港較亞洲區內任何城市都更加國際化。香

港有相當多的人擁有海外教育背景，或有海外聯

繫。這使得香港能夠在中國與世界其他地區之間扮

演「超級連繫人」的重要角色。 

  

第三是我們有全亞洲最好的服務產業，包括金融、

法律、醫療及教育領域；作為一個著名的旅遊中

心，我們擁有世界級酒店與餐廳，豐盛多釆的娛樂

及會展盛事，自然風光也相當明媚。 

  

我們的第四項優勢在於擁有暢通無阻的渠道，以匯

集全球資訊、資金及人才，加之對中國內地市場的

了解，為創新提供了獨一無二的沃土。 

這四大優勢讓香港處於一個獨特的地位，承接中國

發展大潮帶來的利益。當中國正持續向 2049 的目

標邁進，其經濟會持續增長，人民幣將逐步加強兌



換能力，人民生活標準會提高，國家將需要高質量

的專業服務，這恰是香港的強勢所在。作為一個「超

級連繫人」，香港能有效地協助「十三五」、「一

帶一路」等規劃與國際接軌。最終，中國為各地區

平衡發展所做的努力，亦將會為香港的企業家打開

更廣闊的市場。而在改革開放三十年間，香港工商

界在中國沿海地區，尤其是珠三角及廣東地區發展

中的功績有目共睹。 

 

亞洲區的經濟將持續增長，香港位於亞洲中心，能

為亞洲各國提供多樣的高質專業服務，我們過往幾

十年中所做到的，也將在未來延續、甚至做得更多。 

  

中國的崛起為香港提供一浪又一浪獨特的、史無前

例的機遇。在「一國兩制」下的香港，前景一片光

明。 

  

香港當然亦面對多項挑戰，包括我們立法機構和政

治制度的紛爭及停滯不前、許多港人對國家的現況

缺乏了解、以及政府急需因應世界迅速改變而發揮

更積極角色。我抱有信心，只要大家同心同德，這

些問題在未來幾年會順利解決。 

  



擁抱中國：我們的目標 我們的將來 

  

最後，我想對香港人，尤其是香港年青人說幾句

話。因為我們現在談的是未來，是你們的未來。 

  

在過去一年，我特別仔細去聽取年青人的呼聲。 

  

我知道香港年青人有多方面的關注，追求一個更公

平公義的社會，渴望更多他們能負擔置業的住屋、

更理想的教育制度裝備自己，以應付轉變中的世

界。這是你們的訴求，是我的期盼，也是我們的共

同期望，是我們共同努力的目標。 

  

我相信大多數香港人都希望我們能夠更積極地參

與和支持中國的崛起，並從中受益。這是我們應當

承擔的使命。 

 
 
然而，要達致這目標，我們必須更清楚了解中國，

了解中國的歷史、文化，國家的挑戰與機遇。  

  

我們應如何去了解中國？「千里之行，始於足下」。



我認為最好的方法是親身穿梭祖國大地，與祖國人

民交流，了解他們面對的挑戰和心中的期許。到內

地求學交流也是一個好主意，亦可以在畢業後報讀

內地的研究生課程，或到中國企業實習。 無論如

何，投資時間和精力多了解內地狀況和到內地學習

都是必要的。 

  

深入認識中國，會讓你更能掌握工作上和事業上所

遇到的機遇和挑戰，不論你日後選擇在什麽地區工

作或開展什麽類型的事業，都是如此，可以讓你一

生受用不盡。 

  

希望您願意為此做出努力，團結香港基金支持你的

每一步行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