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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帶一路」帶來的挑戰與機遇

■ 世界貿易至今還沒恢復到金融海嘯前水平。
（資料來源：世貿組織及香港貿易發展局）

■ 國際資本流動停滯不前。
（資料來源 : 國際清算銀行）

世界經濟秩序的

重塑與調整

金融海嘯以降，「 非全球化 」蔓延全球，保護

主義抬頭，不單林林總總的進口管制有增無

已，而且高排他性、低透明度的區域貿易協定

紛至沓來，加上形形色色的地方和本土主義、

有形無形的貿易壁壘，使全球經濟復甦蹣跚不

前。海嘯已過七年，但世界貿易（對比全球生

產值）和跨國資金流量還沒有回復到災前的水

平。雖然前車之鑑讓世界經濟免於重蹈上世紀

三十年代「 大蕭條 」（Great Depression）的覆

轍，但「 非全球化 」還是讓「 大衰退 」（Great 

Recession）的陰霾揮之不去。

要重振世界經濟，就要頂住保護主義，抑制

「 非全球化 」。可惜戰後成立的國際經濟協調機

構如世界貿易組織、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

會等都已不同程度地老化，特別是在世界經濟

重心東移、主要發展中國家快速增長的背景下，

世界經濟需要的不單是簡單的刺激和起動，而

是秩序的重塑與多邊協調機構的調整。「 一帶一

路 」就是中國對重塑世界經濟秩序的回應。

超越區域界限

表面上，「 一帶一路 」涵蓋的主要是中國周邊和

絲路沿線國家，區域意味很重。但正如官方一

再強調的，「 一帶一路 」是「 秉持開放的區域

合作精神，致力於維護全球自由貿易體系和開

放型世界經濟 」，是「 基於但不限於古代絲綢

之路的範圍 」。那就是說這是一個帶全球意義的

策略。

▓ 資料來源：香港貿易發展局經貿研究部

「 一帶一路 」成為近期熱話，這個貿易策略不單涉及中國經濟地位的改變，也代表著

區內以至全球貿易結構的變化。香港貿易發展局關家明研究總監就此撰文，分享了

他的看法。非全球化和保護主義令「 大衰退 」（Great Recession）的陰霾揮之不去，

中國的「 一帶一路 」正好是對此危機的回應；本文將分享「 一帶一路 」對世界經濟

秩序的重整，並分析會對中國和香港帶來的各種挑戰和機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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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然，以中國當前的國力和在世界舞台的地位，

要重塑世界經濟秩序還是力有不逮。而且，在

當今多極化的世界，要憑一國之力改造世界也

是不可能的。關鍵是通過「 一帶一路 」，對世

界經濟秩序的重塑引入新的元素、原則和動力。

希望能在得道多助的情況下，順勢而為。

三個關鍵元素

「 一帶一路 」首要的元素是「 開放兼容 」，這

對抑制「 排他性 」地區經濟組織的發展、維護

自由貿易體系和開放型世界經濟至關重要。當

前正在醞釀的一些超大型地區經濟組織，排他

性濃、透明度低，而規模龐大。雖然都打著維

護自由貿易的旗號，但可能更多的作用是構建

貿易壁壘。事實上按世貿組織的資料，自金融

海嘯以來，20國集團限制進口的措施有增無減，

受影響的貿易量每年已超過八千億美元。

「 一帶一路 」通過多層次的雙邊和多邊協議，推

動絲路沿線國家互相開放市場，當然也有一定

的地區局限。關鍵是要秉持「 開放兼容 」的原

則，讓這些雙邊和多邊協議的內容和成員能不

斷擴大。例如剛成立並擁有57個創行會員的

「 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 」（亞投行），便是「 開

放兼容 」的受惠者。當然，如何貫徹這原則，

還須經歷不少考驗。

「一帶一路 」第二個重要的元素是「互利共贏 」。

「 非全球化 」之所以蔓延全球，是沒有處理好

全球化過程裡的利益平衡和分配，以致一方所

得成為另一方所失，全球化的負面影響蓋過了

正面貢獻。世界經濟秩序重組之所以阻力重重，

也是因為「 零和遊戲 」的思維，新舊秩序被視

為是你死我活、勝敗之爭。要擺脫「 非全球化 」

的魔咒，重組世界經濟秩序，就要處理好全球

化和新舊秩序的利益平衡，在互惠互利、求同

存異的基礎上讓利益最大化。

要達至「 互利共贏 」，不單要求有能夠代表各

方利益的協調機構去策劃、推動，也需要有合

理、可行和透明的守則作依歸，也就是需要有

另一個「 一帶一路 」成功的重要元素：遵循「 市

場規律和國際通行規則 」。這裡的難點在於不少

「 一帶一路 」的合作項目是基建投資，需要政策

支持和公共資金的投入，而「 一帶一路 」沿線

不少是發展中國家，市場發展程度參差，國際

規則不甚通行，如何利用「 市場規律和國際通

行規則 」達到「 互利共贏 」，將會是「 一帶一

路 」成敗的關鍵。

帶動中國經濟轉型之路

如果說過去30多年的「 改革開放 」把中國從一

個半工業化的封閉計劃經濟變成了世界第一的

貿易國和加工廠，那「 一帶一路 」的作用就可

能是把這個「 世界加工廠 」進一步提升為21世

紀的「 世界經濟樞紐 」。

如果說過去30多年的「 改革開放 」是中國以沿

海為重心的單向開放，那「 一帶一路 」就是中

國經濟進入全方位的、沿海內陸並重的新開放

發展階段。

如果說過去30多年的「 改革開放 」是中國借助

歐美先進國家的資金、技術和市場發展的道路，

那「 一帶一路 」就可視為中國全面利用全球資

源和市場的新發展策略。

「 一帶一路 」不單涉及中國在世界經濟地位的改

變，更反映著中國經濟本身的轉型和提升，關

係到中國能否超越「 中等收入陷阱 」和持續發

展。

絲路今昔

自漢代張騫出使西域以來，「 絲綢之路 」就承載

著千百年來中國對外開放的主幹道，也是東西

經濟、文化交流的大動脈。宋代以降，海上絲

路又開拓了對外開放的新天地。但受制於農業

社會和科技的局限，陸海兩絲路對中國經濟的

衝擊始終有限。直至30多年前，「 改革開放 」

才為中國經濟帶來了翻天覆地的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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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時移勢易，特別是金融海嘯後，保護主義抬

頭，歐美經濟復甦乏力，新興市場崛起，單靠

沿海連接歐美推動發展的策略受到局限，不論

在市場開拓、資源掌握、技術提升方面都要求

「 對外開放 」的格局有新的、更全面的突破。

從地域上看，「 一帶一路 」把中國開放的門戶從

沿海推展到內陸，從東面擴展到西、南各方；

從海路為主發展到海、陸並重，可以說是一個

「 全方位 」的開放格局。這不單是開放的地域問

題，還牽涉到更全面地把國內外資源與市場連

接，和國內東、西部經濟的更平衡發展。

從發展角度看，「 一帶一路 」把中國開放的主對

象從歐、美發達國家拓展到周邊和絲路沿線的

發展中國家，正好反映了中國經濟從出口導向

轉到內外需求、進出並重；從側重加工製造到

兼顧上下游產業、工業與服務業更平衡的發展

模式。這關係到中國經濟能否打破地區、行業、

階層和城鄉的界限，更全面地提高生產力，超

越「 中等收入陷阱 」和持續發展。

局限和挑戰

但是，「 一帶一路 」也不無局限和挑戰。首先

是地域上可能引起的誤解。海陸兩路絲綢之路，

是古代東西交往的主道，但與現代骨幹運輸通

訊網絡幅蓋的範圍相差甚遠。而且工業革命前

的世界經濟重心與今天互聯網時代的世界經濟

佈局千差萬別，若把中國的開放局限於古代海

陸兩條絲路所經的地區，那將忽略了不少舉足

輕重的地域，如南、北美洲和非洲大陸。

當然，在官方對「 一帶一路 」構思的闡述中也

提到「（與）一帶一路相關的國家（是）基於但

不限於古代絲綢之路的範圍，各國和國際、地

區組織均可參與……」（國家發展改革委，外交

部，商務部「 推動共建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世

紀海上絲綢之路的願景與行動 」2015年3月），

但客觀上仍然很容易引起對「 一帶一路 」所包

含地域的誤解，特別是在一些高度概括的地圖

顯示和介紹下（如經常在傳媒看見的「 一帶一

路 」包括多少個國家，多少人口等）。雖然說

「 一帶一路 」的起動主要會從中國周邊和古絲路

沿線的國家開始，但「 一帶一路 」一天不能超

越古絲路的範圍，那它就一天不能完成它引導

中國全面開放的任務。

另一個「 一帶一路 」的挑戰是政府和市場角色

的拿捏。雖然官方強調「 一帶一路 」要「 堅持

市場運作。遵循市場規律和國際通行規則，充

分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和各類

企業的主體作用 」，但實際操作上並不容易。主

要是絲路沿線不少是發展中國家，市場經濟相

對落後，而且基礎設施不足，與中國的陸路交

通聯繫不暢，需要大量開發性長期投資，並非

一般私營企業所能承擔。這也是「 一帶一路 」

強調政策溝通，加強政府間合作和政治互信的

原因。

雖然中國政府和國營企業在過去30多年積累了

不少國內基礎建設的經驗和能力，但在跨國投

資方面仍面對不少困難，也交了不少學費。如

何在市場不發達、國際規則不大通行的地方，

把握好政府和市場的平衡，遵循市場規律和國

際通行規則投資經營，將會是一大挑戰。

中亞
俄羅斯

西亞

波斯灣

地中海

東南亞

南亞

印度洋 南太平洋

南海

歐洲

中國

■  「 一帶一路 」略圖（資料來源：香港貿易發展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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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經濟的轉型與挑戰

「 一帶一路 」之於香港，一則是喜，一則是憂。

喜者是「 一帶一路 」所包含的商機，可能為香

港帶來脫胎換骨的機遇。憂者是「 一帶一路 」

所可能引發的劃時代變遷，會使香港被更邊緣

化。世事無絕對，是喜是憂，並非命定。觀乎

往績，是喜多於憂，但關鍵在於靈活掌握與應

對。

揚長避短，發揮地域、行業優勢

邊緣化之說並非始於今日，早在80年代本地大

量製造業北移已有「 產業空洞化 」之慮，其後

隨著國內開放，貿易、物流等中介行業也面臨

「 非中介化 」的威脅。結果是老舊行業以極速

「 空洞化 」，但同時亦帶動相關而更高增值行業

如設計、金融、市場推廣等商業服務高速興起。

當然，轉化過程不無痛苦，但若非與時並進，

以香港彈丸之地，螳臂擋車恐怕只會更悲慘收

場。

從表面看，「 一帶一路 」對港之危有二：一是地

緣，帶路沿線國家有不少是香港聯繫不強的地

區，如中亞、西亞、中東歐等；二是行業，基

礎設施如高鐵、資源開採、冶煉等也非香港業

界的強項。

要轉危為機，關鍵在於機動靈活、避短揚長。

以地區言，香港應專注經貿聯繫較強的區域，

如東南亞、南亞和中東。特別是印度、印尼、

越南和迪拜等位居香港出口前列或潛力豐厚的

國家和樞紐城市。深化與有關國家的聯繫，積

極參與和簽訂雙、多邊經貿稅務協議，加強推

廣，鼓勵多層次交流、培訓等。對聯繫不強的

中西亞和中東歐地區則應集中開拓官方和民間

的交流渠道，提高簽證、交通、通關、認證、

稅務等旅遊、貿易和投資便利程度，為更廣泛

的經貿交流打好基礎。

在行業方面，則可以發揮香港作為「 一帶一路 」

沿線最高度國際化和熟悉中國國情的服務中心

優勢，為「 一帶一路 」項目提供支援，特別在

四個方面：

1. 金融：包括籌融資、匯兌保險、財資與風險

管理、人民幣國際化等。

2. 航運物流：包括區域配送、海陸空聯運、價

值鏈管理等。

3. 商貿推廣：如會議展覽、商貿配對、質檢設

計、產權交易、品牌管理等。

4. 跨境投資：包括協助中國企業「 走出去 」的

收購合併、法律仲裁、地區總部等服務

人口
（全球
佔比%）

GDP
（全球
佔比%）

貿易
（全球
佔比%）

TPP 11 38.4 26.0

RCEP 47 29.5 28.5

FTAAP 40 54 44

註：TPP 包括美國、加拿大、墨西哥、

秘魯、智利、日本、澳洲、新西蘭、新

加 坡、 文 萊、 馬 來 西 亞、 越 南 等 國。

RCEP 包括東盟10國、中國、日本、南

韓、印度、澳洲、新西蘭。FTAAP 包括

TPP 所有成員及中國、香港、台灣、南

韓、印尼、菲律賓、泰國、俄羅斯、巴

布亞新幾內亞等。

亞太地區談判中的主要貿易組織

■  香港要積極參與地區貿易組織。
（資料來源：香港貿易發展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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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合市場，走向全球

除了上述的地區和行業重點，香港在「 一帶一

路 」的發展還有兩個不可忽略的角色：一是對

國際市場規則的掌握，二是與帶路以外地區的

聯繫。

「 一帶一路 」的成敗，很大程度在於能否有機地

結合沿線國家長遠經濟發展的需要，達致互利

雙贏。這需要盡量發揮市場的力量，按照經濟

規律，依國際通行的守則辦事。但「 一帶一路 」

牽涉不少基礎設施項目，需要公營部門的計劃

和參與。如何結合計劃與市場，平衡公私營機

構的利益，是成敗關鍵所在。香港不少基建如

電力、港口、電訊、橋樑、隧道、鐵路、機

場等都是以私營、公私合作或法定企業投資經

營，而且效率、標準都達到國際極高水平，可

為「 一帶一路 」基建項目的發展提供重要的參

考和幫助。

「 一帶一路 」的成敗還有另一重要因素，就是

要最終超越帶路沿線地區，成為一個覆蓋全球，

推動世界經濟新秩序的發展策略。這需要一個

能夠把「 一帶一路 」的信息傳遞到帶路之外，

特別是美、歐、日等主要工業國的超級聯絡人。

香港正好充當這個不可或缺的角色，以它與發

達市場廣泛緊密的經貿聯繫，為「 一帶一路 」

覆蓋全球作出貢獻。如此，除了可借「 一帶一

路 」之力，鞏固香港支柱行業的優勢，開拓帶

路沿線市場，加速產業轉型升級，也可讓香港

在世界經濟新秩序中扮演更重要的角色。

此文章由香港貿發局經貿研究部研究總監關家

明撰寫並原載於香港經濟日報（2015年7月20

日、27日及8月4日）。如欲獲取更多市場發

展及行業趨勢資訊，請登入 www.hktdc.com/

Research。▓

國家地區 億美元 比重（%）

美國 63,495 24.1

英國 18,848 7.2

德國 17,103 6.5

法國 16,371 6.2

香港 13,524 5.1

瑞士 12,594 4.8

荷蘭 10,718 4.1

比利時 10,090 3.8

日本 9,929 3.8

加拿大 7,324 2.8

西班牙 6,432 2.4

中國 6,136 2.3

全球 263,126 100

■  香港是跨境投資的樞紐。
（資料來源：聯合國世界投資報告 2013）

全球對外直接投資主要國家地區

（2013年底累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