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3年3月全國人大會議上，國家主席習近平

提出要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總理

李克強回答中外記者提問時，談及未來政府施

政目標，指出要實現民族復興與現代化的中國

夢，需要實施三項工作。第一是持續發展經濟；

第二是不斷改善民生；第三是要促進社會公正。

同年國務院的政府工作報告也指出要堅持「 一

國兩制 」、「 港人治港 」、高度自治方針，團結

廣大香港同胞，保持香港長期繁榮穩定。《基本

法》以法律的形式，訂明「 一國兩制 」、「 港人

《國家「 十二五 」規劃》全名是《中華人民共

和國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二個五年規劃綱

要》，於2011年3月16日正式公布。近年頒

布與香港相關的重要規劃還有《服務業發展

「 十二五 」規劃》（2012年12月）、及關乎區

域發展的《珠江三角洲地區改革發展規劃綱要

（2008—2020）》（2008）、《橫琴總體發展規劃》

治港 」和高度自治等重要理念，落實了「 一國

兩制 」及國家對香港特別行政區實施的基本方

針政策。

《基本法》勾劃出香港特區未來的發展藍圖，為

市民的基本權利和生活方式提供了全面的保障，

並為香港特別行政區的穩定和繁榮奠下基礎。

香港自回歸以來，開拓出與內地優勢互補、共

同發展的正確道路，而「 一國兩制 」的實踐亦

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功。

（2009）、《前海深港現代服務業合作區總體發展

規劃》（2010年）、《國務院關於支持深圳前海

深港現代服務業合作區開發開放有關政策的批

覆》（2012）、《廣州南沙新區發展規劃》（2012）

等，與香港未來發展息息相關，值得港人了解

和關注。

1.	香港回歸十六年，《基本法》
	 與「一國兩制」的現代意義是甚麼？

2.	《國家「十二五」規劃》及
	 相關區域發展規劃包括哪些項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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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法》與您

營商有夢

▓ 文字來源：基本法推廣督導委員會工商專業界工作小組
▓ 圖片來源：網上圖片

為了加深工商專業界對《基本法》的了解，基本法推

廣督導委員會工商專業界工作小組早前出版了＜《基

本法》與您 營商有夢＞小冊子，今期《香港印刷》為

大家介紹有關內容。



《服務業發展「 十二五 」規劃》（《服務業規劃》）

是中央政府按照《國家「 十二五 」規劃》而制

定的專項規劃之一，重點說明國家發展現代服

務業的政策、理念和方向。國家充分了解香港

在服務業的專長和優勢，尤其香港作為國際金

融中心的地位，在第四節專門規劃了深化內地

與港澳地區服務業合作。其中提到要繼續實施

內地與香港的 CEPA 、進一步擴大對香港服務

業開放、大幅提升服務貿易開放程度、充實貿

易投資便利化的內容。

在具體方面，國家將支持建設以香港金融體系

為龍頭、珠三角地區城市金融資源和服務為支

《國家「 十二五 」規劃》中突破性地將「 保持

香港澳門長期繁榮穩定 」單獨成章，詳述香港

特區在國家發展戰略中的重要功能定位。專章

訂明要堅定不移貫徹「 一國兩制 」、「 港人治

港 」、高度自治的方針，嚴格按照《基本法》辦

事等，明確地闡述國家： 

一、 支持香港鞏固和提升競爭優勢，包括鞏固

和提升香港國際金融、貿易、航運中心的

地位，特別是支持香港發展成為離岸人民

幣業務中心和國際資產管理中心； 

二、 支持香港培育新興產業，發展六大優勢產

業 *，拓展合作領域和服務範圍；以及 

三、 支持深化內地與香港的經濟合作，繼續

實施《關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

(CEPA)，確定《粵港合作框架協議》中粵

柱的金融合作區域、支持香港發展成為離岸人

民幣業務中心，拓展香港與內地人民幣資金循

環流通渠道、以及支持香港企業使用人民幣到

境內直接投資、在內地推出港股組合交易所交

易基金、支持符合條件的內地企業赴香港上市

等。同時，對銀行業、證券業、保險業、運輸

業、物流業、營銷業、教育業、影視、動漫、

文化業、醫療服務業、農業、食品檢測業、旅

遊、養老、環保等都有相關政策，並且繼續推

動職業資格互認、專業人士執業工作和職業技

能鑒定合作、促進專業人才流動。

港合作的重要功能，包括建設以香港金融

體系為龍頭的金融合作區域和世界級城市

群，以及支持廣東在對香港服務業開放中

先行先試，並逐步將有關措施擴展到其他

地區。 

4.	服務業發展「十二五」規劃中
	 有甚麼關於香港的表述？

3.		《國家「十二五」規劃》中
	 有甚麼關於香港的表述？

* 六大優勢產業包括環保、醫療服務、教育服

務、檢測和認證、創新科技、文化創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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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沙是廣州市最南端的新發展區，亦是國家

「 十二五 」規劃內七個粵港澳合作重大項目之

一。國務院於2012年9月批覆出台《廣州南沙

新區發展規劃》，同意將南沙定位為繼上海浦

東、天津濱海、重慶兩江等新區以後的另一個

國家級新發展區，要求把南沙新區建設成為深

化粵港澳全面合作示範區，打造成為粵港澳優

質生活圈、新型城市化典範、以生產性服務業

為主導的現代產業新高地、具有世界先進水準

的綜合服務樞紐、社會管理服務創新試驗區。

前海（全名為「 前海深港現代服務業合作區」）

位於深圳西部，面積約15平方公里，是國務

院在2010年批准設立的一個新發展區。根據

2010年8月國務院頒布《前海深港現代服務業

合作區總體發展規劃》（《前海規劃》），前海獲

定位為「 粵港現代服務業創新合作示範區 」。

《前海規劃》的總體思路指出要「 利用粵港兩地

比較優勢，進一步深化粵港緊密合作，在前海

合作發展現代服務業，以現代服務業的發展促

進產業結構優化升級 」，並指出要「 加快實現

香港服務業與內地市場對接，拓展香港服務業

的發展空間，有利於發揮兩個市場、兩種機制

的優勢，增強香港經濟活力和抗風險能力，鞏

固提升香港作為國際經濟中心城市地位，維護

香港長期繁榮穩定 」。

橫琴是珠海市南部的一個新發展區，亦是國家

「 十二五 」規劃內七項粵港澳合作重大項目之

一，國務院在2009年8月所批准實施的《橫琴

總體發展規劃》（《橫琴規劃》）中，提出要逐步

把橫琴建設成為「 一國兩制 」下探索粵港澳合

作新模式的示範區，並重點發展商務服務、休

閑旅遊、科教研發和高新技術等產業。

 

南沙土地資源豐富，土地面積接近600平方公

里（相等於約半個香港），而且廣州市近年較大

量投資發展南沙區交通運輸基建，包括一條連

接廣東交通網絡的高速公路、一條直駁廣州市

的鐵路線、以及一個集裝箱碼頭和相關的後勤

及物流基地。另南沙北部設有廣深港高鐵慶盛

站。總的來說，南沙可為港商提供足夠土地發

展和擴充業務，有潛力成為港資企業轉型升級

的基地；南沙優美的環境更是推動民生福利合

作的重要元素。

2011年3月公布的國家「 十二五 」規劃將前海

發展列為七個粵港澳合作重大項目之一。中央

政府亦於2012年6月在香港公布了《國務院關

於支持深圳前海深港現代服務業合作區開發開

放有關政策的批覆》（《前海政策》），共包括22

條支持政策，涵蓋六大範疇，包括金融、財稅、

法律、人才及專業服務、醫院及教育，以及電

信服務，當中有不少具體的市場開放措施。《前

海政策》有助香港業界掌握前海的商機。

港珠澳大橋在2016年年底開通後，橫琴將納入

香港的一小時交通圈內，成為香港新的經濟腹

地，有望能為港商，特別是與酒店服務、電影

和文化產業相關的企業，帶來新的商機。有見

及此，特區政府已與珠海市達成共識，在粵港

合作聯席會議的框架下，成立港珠合作專責小

組，協助港商把握橫琴發展的機遇。

5.	《廣州南沙新區發展規劃》
	 能帶給香港甚麼商機？

7.	甚麼是前海發展？前海與香港有甚麼關係？

6.	橫琴靠近澳門，
	 那麼橫琴發展與香港有關係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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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一國兩制 」和《基本法》的保障下，香港

的獨特優勢、地位和作用得到保持，並有所提

升，特別是在制度優勢方面。《基本法》規定香

港特別行政區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不可分離的部

分，香港實行高度自治，享有行政管理權、立

法權、獨立的司法權和終審權，保持原有的資

本主義制度和生活方式五十年不變，原有法律

予以保留，依法保護私人和法人財產的取得、

國家主席習近平提出要實現全面建成小康社會、

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實現國家富

強、民族振興、人民幸福；並呼籲香港特別行

政區同胞，要以國家和香港的整體利益為重，

共同維護和促進香港長期繁榮穩定。多年來，

國家一直按照《基本法》賦予香港有利的條件，

確認香港在國際上的聲譽與競爭力，支持和保

護香港，在國家整體發展規劃中重視香港的地

位。香港在未來國家的發展中將繼續發揮至關

重要的作用。▓

在過去30多年間，香港成功由輕工業基地蛻變

為國際金融中心、貿易中心和航運物流中心，

目前在全球已具備一定的競爭優勢，在各項競

爭排名榜上也名列前茅。香港的優勢主要有（i）

區位優勢，即貫通亞洲南北的樞紐和與內地緊

密相連；（ii）國際聯繫優勢，即長久以來香港

與國際緊密聯繫和接軌，透過參與國際競爭和

合作不斷完善、進步和創新，在各方面保持一

流的國際水準；（iii）服務業優勢，香港的服務

業發展成熟，佔本地生產總值的比例超過90%，

其中，四大支柱產業包括金融、旅遊、貿易和

物流、和專業服務及其他工商業支援服務；（iv）

教育、人才和科技優勢；以及（v）制度標準優

勢等。同時，在全球經濟一體化的環境，香港

使用、處置和繼承的權利，企業的所有權和外

來投資均受法律保護。此外，香港在《基本法》

的基礎上享有獨特的經濟制度、豐富的人才、

技術以及各種資源，有利於發揮其優勢，結合

國家政策以保持香港未來的繁榮穩定。《基本法》

第五章規定對稅收、經濟和法律環境、貨幣金

融、外匯管制政策、自由貿易、關稅等方面實

行「 一國兩制 」。

亦面臨不少挑戰和要面對中外城市及經濟體系

的競爭。香港特區須發揮在各個領域的優勢以

參與國家未來發展的工作，充分體現「 一國兩

制 」的優越性，達致雙贏。

8.	就以上的國家發展規劃，
	 《基本法》發揮甚麼作用？

10.	中國夢的內涵是甚麼？香港有份參與嗎？

9.	香港享有哪些優勢與機遇？

部分參考資料：

1. 政制及內地事務局網頁（http://www.cmab.gov.hk）

2. 工業貿易署網頁（http://www.tid.gov.hk）

3. 2011年11月就香港特別行政區配合國家十二五規

劃工作向立法會內務委員會提交的資料文件（可

於 http://www.legco.gov.hk/yr11-12/chinese/hc/

papers/hc1111cb2-238-1-c.pdf 下載）

4. 大珠三角商務委員會2010年《香港在國家經濟發

展中的角色與定位》建議報告（可於 http://www.

cmab.gov.hk/doc/report_20100919.pdf 下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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