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凡例
「參天之木，必有其根；懷山之水，必有其源。」尋根溯源，承傳記憶，是人
類的天性，民族的傳統，也是歷代香港人的一個情結，一份冀盼。

一、香 港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個特別行政區。在「一國兩制」原則下，香港
修志有別於海峽兩岸官修志書的傳統架構，採用「團結牽頭、政府支持、
社會參與、專家撰寫」的方式，即由非牟利團體團結香港基金牽頭，在特

從文明肇始的遠古年代，華夏先民便已在香港這片熱土上繁衍生息，留下了數

區政府和中央政府支持與社會廣泛參與下，由專家參與撰寫而成。

千年的發展軌跡和生活印記。然而，自清嘉慶二十四年《新安縣志》編修以
後，香港地區便再無志書，留下了長達二百年的空白。

二、編 修《香港志》目的在於全面、系統、客觀地記述香港自然和社會各方面
的歷史與現狀。在繼承中國修志優良傳統的同時，突出香港特色，力求在

這二百年，正是香港艱苦奮鬥、努力開拓，逐步成為國際大都會的二百年，也

內容和形式上有所突破、有所創新。

是香港與祖國休戚與共、血脈相連，不斷深化命運共同體的二百年。1841 年
香港島被英國佔領，象徵着百年滄桑的濫觴；1997 年香港回歸祖國，拉開了
民族復興的序幕。

三、
《香港志》記述時限，上限追溯至遠古，下限斷至 2017 年 7 月 1 日。個
別分志視乎完整性的需要，下限適當下延。

回歸以來，香港由一個他人心目中「借來的地方，借來的時間」，蛻變成為「一

四、
《香港志》記述的地域範圍以 1997 年 7 月 1 日香港特別行政區管轄範

個國家，兩種制度」之下的特別行政區。港人要告別過客心態，厚植家國情

圍為主。發生在本區之外，但與香港關係十分密切的重要事務亦作適當

懷，建立當家作主的責任意識，才能夠明辨方向，共創更好明天。

記述。

地方志具有存史、資政、育人的重要職能，修志過程蘊含了對安身立命、經世
濟民、治國安邦之道的追尋、承傳與弘揚，是一項功在當代，利在千秋的文化

五、為 方便讀者從宏觀角度了解本志和各卷、各章的內在聯繫，本志設總述，
各卷設概述，各篇或章視需要設無題小序。

大業。
六、人 物志遵循生不立傳原則。立傳人物按生年先後排列。健在人物的事跡採
香港地方志中心成立之目的，正是要透過全面整理本港自然、政治、經濟、社

用以事繫人、人隨事出的方法記載。

會、文化、人物的資料，為國家和香港留存一份不朽的文化資產，以歷史之火
炬，照亮香港的未來。

七、本 志所記述的歷史朝代、機構、職稱、地名、人名、度量衡單位，均依當
時稱謂。1840 年中國進入近代以前，歷史紀年加注公元紀年；1841 年
以後，採用公元紀年。貨幣單位「元」均指「港元」，其他貨幣單位則明
確標示。
八、本志統計資料主要來自香港政府公布的官方統計資料。
九、本志對多次重複使用的名稱，第一次使用全稱時加注簡稱，後使用簡稱。
十、為便於徵引查考，本志對主要資料加以注釋，說明來源。
十一、各卷需要特別說明的事項，在其「出版說明」中列出。

出版說明

目錄

本書為香港參與國家改革開放專題志，本志以存真求實原則，全面、系統、客

上

觀地記錄香港參與國家改革開放歷程中，兩地互動的歷史和現狀。本志記事的

冊

時限，上起 1978 年，下限斷至 2017 年 7 月 1 日，即從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
後，國家實施改革開放起，迄林鄭月娥當日就任香港特別行政區第五任行政長
官止。
國家改革開放推進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發展經濟。本志的內容，亦以記述兩
地在經濟和金融領域上的互動為主。基於香港參與國家改革開放四十年來的歷

序
凡例
出版說明
概述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

程中，人、事、物的互相交叉，覆蓋面廣泛，在編纂過程中，搜集到大量且內
容多樣的資料，需要有所選取。未能在本志篇目記述的部分，有關資料將分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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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參與國家改革開放歷程發端

《1978 工業生產調查》報告，整體製造業勞工成本從 1973 年的 58.75 億元，增加至 1978
年的 124.43 億元，增幅 111.78%；在購置生產物料、零部件，以及生產所需的燃料、水
電和其他服務費用方面，成本費用由 1973 年的 195.61 億元，增加至 434.14 億元，增幅

香港自 1979 年參與國家改革開放歷程，與內地相互促進，經過四十年互動，國家成為全球

達到 121.94%。

第二大經濟體、全球貿易大國；香港經濟結構從輕工業產品製造出口，成功轉型為服務業
型經濟體、國際金融中心和航運中心。

生產物料、工資與廠房土地成本持續上升，港產品的低成本競爭力優勢持續承受壓力。在
地價昂貴、資源短缺、勞工成本上升的困難下，加上面對韓國、新加坡和台灣地區等的出

1960 年代，香港經濟形成以勞動密集型、輕工業為主的加工製造出口產業結構。紡織、

口競爭，廠商表示經營困難。於此困頓之際，國家尋求經濟改革。1978 年 2 月 26 日至 3

成衣、塑膠、電子、手錶、玩具等產品遠銷歐美等地。1960 年至 1970 年，香港製造業

月 5 日，第五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在北京舉行，會議審閱通過《1976 — 1985

工廠數目從 5346 家，增加至 16,507 家；就業人數從 21.84 萬增至 54.92 萬，10 年間，

年發展國民經濟十年規劃綱要（草案）》，推動經濟現代化發展。

分別增加 2.09 倍和 1.51 倍。同期，進出口貿易總值從 98.01 億元增至 328.45 億元，增
加 2.35 倍，其中，港產品出口貨值由 1960 年的 28.67 億元，增至 1970 年的 123.47 億

1979 年 12 月，經濟多元化諮詢委員會發表《一九七九年經濟多元化諮詢委員會報告書》，

元，增加 3.31 倍。這段時間，製造業生產和對外貿易增長迅速，促進香港發展為對外開放

建議增強香港與內地的經濟聯繫、「尋求實施各項改善本港運輸基本設施和本港與廣東省之

的自由經濟體。

間的運輸聯繫」，以把握「香港重新擔當轉口港的角色」機會。 1 國家把工作重點轉到社會
主義現代化建設，實行改革開放，為港商提供突破經營困局的出路。

1971 年，以產業分類計算的本地生產總值，製造業佔本地生產總值 218.73 億元（當年價
格）的 29.5%，接近三成，數額為 64.55 億元；同年，從事製造業人數達到 56.44 萬，製
造業成為香港經濟增長的支柱產業。

二、協助國家發展出口導向型經濟（1978年至2000年）

1970 年代，世界經濟急劇變化。1973 年 10 月，中東戰爭爆發，石油輸出國組織對石油

中國共產黨於 1977 年 8 月召開第十一屆全國代表大會。在閉幕會議上，全會主席團副主

產量實行限制，油價飆升，導致依賴進口石油的發達國家陷入經濟衰退，激發貿易保護主

席鄧小平提出，在「本世紀內把我國建設成為偉大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

義。1973 年 12 月 20 日，《關稅及貿易總協定》締約國達成《國際紡織品貿易協定》，又
稱《多種纖維協定》，對發展中國家或地區出口到發達國家的紗線、織物和成衣等設置限

1978 年 2 月 18 日至 23 日，中共舉行十一屆二中全會，會議一致通過《1976 — 1985 年

額，實行歧視性進口數量限制。香港由於出口貿易發展早，而進口配額制度是以過去業績

發展國民經濟十年規劃綱要（草案）》。

為基數，得以緩和貿易保護主義的衝擊，在國際貿易的排名，居第十一位左右。香港作為
貿易港口，具完善、高效率的航運設施，在貨櫃輸送量及航空運輸班次均居世界前列。香
港成為亞洲新興經濟體，與韓國、新加坡和台灣地區合稱為「亞洲四小龍」。
在石油危機衝擊下，整體經濟受到影響，本地生產總值實質增長率由 1973 年的 12.3%，
放緩至 1974 年 2.3%，1975 年進一步下降至 0.4%。其後，隨着全球經濟漸次復蘇，帶動
出口上揚，本地生產總值於 1976 年回升至 16.2% 的實質增長水平。這次經濟波動過程，
香港參與國家改革開放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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暴露香港經濟增長依賴原材料，以及市場「兩頭在外」的加工生產出口產業結構弱點。
1977 年 10 月，港督麥理浩在立法局會議上發表施政報告，提出成立一個經濟多元化諮詢
委員會，探討香港經濟增長結構的多元發展，並研究為製造業提供支援途徑、協助工商業
開闢市場。
香港製造業經過 1970 年代快速發展，土地和勞動成本不斷上升。據政府統計處編製的

同年 12 月 18 日至 22 日，中共召開十一屆三中全會，議決把工作重點轉移到社會主義
現代化建設，改變農輕重工業的比例，揭開改革開放序幕，踏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發展道
路，並開始着手對經濟管理體制和經營管理方法進行改革；在自力更生的基礎上，同世界
各國展開經濟合作，確立落實改革開放的方針。
1979 年 7 月 1 日，第五屆全國人大第二次會議審議通過《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外合資經營企
業法》，是首部有關外商（包括港澳台）投資法規的立法，用以填補之前缺乏外商投資法規
的空白，並通過稅務優惠等措施，致力吸引外商到內地投資，紓解資本不足的發展局限；吸
引外商投資的同時，對地方政府權力下放，鼓勵鄉鎮企業與港資合作發展加工出口輕工業。
1979 年 7 月 15 日，中共中央、國務院批轉廣東、福建兩省省委關於在對外經濟活動中，
實行「特殊政策和靈活措施」的報告，決定允許廣東、福建兩省「先行一步」，給予對外經
濟活動更多的自主權，以充分發揮兩省鄰近港澳台的優越條件，率先進行企業體制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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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國家統計局資料，1978 年內地國內生產總值（GDP）為 3678.7 億元人民幣，人均國內
生產總值為 385 元人民幣，外匯儲備只有 1.67 億美元，進口原材料和零部件採購受資源不
足所限，發展受到制約。同一年，香港按當時市值計算的本地生產總值為 857.82 億元，人
均本地生產總值為 18,379 元，兩地經濟發展水平呈現顯著差距。在差距下，香港開展參與
國家改革開放的歷程。

港商注入資金、技術與管理
國家招商引資

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後翌年，於 1979 年 4 月 20 日，香港港華電子企業

有限公司創辦人林中翹，與廣東省華僑農場管理局局長陳賢簽約，合作經營光明華僑電子
廠，同年成為內地首家中外合資電子企業。同年 9 月 18 日，深圳市第一家港深合作經營的
深圳水庫酒家開業。
1978 年 12 月 18 日至 22 日，中國共產黨第十一屆中央委員會第三次全體會議在北京舉行，會議議決把黨和國家工作
重點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圖為全會通過會議公報。（新華社提供）

深圳（1979 年 3 月 5 日，國務院批覆同意將寶安縣改為深圳市）是港商的投資重點。1979
年年底，深圳吸引港商簽訂利用外資協議共 169 項，實際利用外資 1500 萬美元。1980 年，
利用外資協議項目增至 303 個，實際利用外資 3266 萬美元，分別增加 78.2% 和 112.5%。

同時擴大對外貿易，引進外資、落實對外開放政策，為港商把生產轉移到內地提供政策

1979 年，隸屬國家交通部的香港招商局，獲批於廣東寶安建立蛇口工業區。1980 年，原

條件。

國家交通部外事局局長袁庚任蛇口工業區建設指揮部總指揮。在蛇口工業區實行「擇優招
僱聘請制」，用人唯才，並開始開發赤灣，開辦企業管理幹部培訓班，香港的專業人士響

1980 年 8 月 26 日，第五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十五次會議，批准《廣東省經
濟特區條例》施行，在廣東省深圳、珠海、汕頭分別劃出一定區域，設置經濟特區，確定

應參與培訓工作，為工業區培養大批管理人才。袁庚提出「時間就是金錢，效率就是生命」
的口號。這句口號在改革開放之初瞬即廣為流傳。

特區的設立和發展得到法律授權。
1980 年 5 月，經廣東省經濟特區管理委員會批准，深圳第一家港商獨資企業 — 新南新
從中共於 1977 年 8 月舉行十一屆一中全會、1978 年 2 月舉行十一屆二中全會、1978
年 12 月舉行十一屆三中全會、1979 年 7 月五屆人大第二次會議通過《中外合資經營企業
法》，到 1980 年 8 月設置經濟特區，一步一步踏上劃時代改革開放之路。
國家對外開放，港商把勞動力密集的生產線遷至與香港毗鄰的廣東省、尤其在深圳進行生
產，借助鄉親關係進入內地設廠投資，有出於節約生產成本的需要，或出於支持國家實現

印染廠有限公司（後易名為深圳中冠紡織印染股份有限公司）在深圳葵涌興建。1982 年，
香港陸氏實業有限公司在蛇口辦電視工廠，從事設計、製造和分銷電視及電視組件。一批
一批的港商北上發展，成為深圳落實改革開放的投資先行者。
1982 年，在蛇口工業區，中國第一家股份制中外合資企業 — 中國南山開發股份有限公
司成立，袁庚任董事長兼總經理。

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驅動下，在沒有政府完善政策和法律法規引導的民間自發層面，展
香港參與國家改革開放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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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把生產線轉移到內地加工出口的合作。

中外合資項目以來料加工、來樣加工、來件裝配和補償貿易的「三來一補」合作形式為主。
1984 年年底，深圳市累計與外商簽訂各種協議項目 3493 項，協議投資 23.25 億美元，

另一方面，香港經濟經過 1960 年代快速發展，經濟規模持續擴大，具備發展金融業條件。
進入 1970 年代，布列頓森林國際貨幣體系開始瓦解，歐洲美元流入亞洲，加上數額龐大的
「石油美元」在國際間流動，香港成為西方跨國銀行進駐亞洲發展的熱門地點。隨後，香港
建立銀行三級制，拓展金融業務，為發展成為國際金融中心建構基礎。

實際引進外資 6.09 億美元，其中「三來一補」項目 2695 項，佔協議項目總數 77.15%。
「三來一補」項目多數為玩具、錶帶、手袋、鞋類、手編工藝等加工裝配項目。其中，港商
協議投資 20.9 億美元，佔協議投資總額的 89.8%，港商成為支持國家改革開放的外商投資
主力。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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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製造業「三來一補」，港商亦投資內地其他產業。另一方面，在袁庚領導下，1985 年 10

從 1988 年至 2000 年，香港製造業生產線持續遷移到內地。按經濟活動劃分的本地生產

月，全國第一家由企業創辦的社會保險機構 — 蛇口社會保險公司成立。1987 年，新中

總值，製造業的比重以當年價格計算，由 1988 年佔比 19.1%，下降至 2000 年的 5.1%、

國第一家由企業創辦的股份制商業銀行 — 招商銀行在蛇口工業區開業。1988 年，蛇口

2005 年的 2.8%，到 2010 年進一步下降至 1.7%，本地製造業大規模遷移至廣東珠三角地

社會保險公司經中國人民銀行批准，合資成立平安保險公司。

區，在香港和內地「前店後廠」的分工模式下，港商集中在珠三角進行生產，香港本土的
港產品出口製造活力轉弱。本地生產總值的增長動力，由跟生產活動相關的貿易服務和金

1986 年香港美麗華酒店、香港滙豐銀行、香港招商局、中國銀行深圳分行聯合投資的南海

融服務所填補，形成參與國家改革歷程中自身經濟結構的蛻變。

酒店開業。港商到內地尤其在廣東省珠江三角洲地區（珠三角）設廠生產，在香港轉而從
事生產前期和後期的管理與服務，包括爭取訂單、擴大出口市場、採購原材料、開發設計

按政府統計處資料，香港第三產業的服務行業，在本地生產總值所佔比例，由 1980 年的

產品、營銷策劃、品質管理、財務管理和優化產品包裝等，形成香港與珠三角「前店後廠」

67.3%，上升至 1990 年 74.4%，2000 年進一步升至 85.7%。服務業在總就業人數中所佔

的合作模式；在內地生產的產品，透過香港公司的出口配額、市場信息和網絡，借助香港

比重，由 1981 年的 50%、1991 年 66%，上升至 2000 年的 82%；製造業在總就業人數

四通八達的航運，銷往世界各地，促進香港對外貿易，同時推動國家經濟發展。

中的比例，由 1981 年的 39%，下跌至 1991 年 25%，2001 年首三季進一步降至 7%。
香港製造業遷移至內地後，第三產業取得快速發展，並向服務業型經濟體轉型。

按政府統計處資料，香港的整體出口，由 1978 年的 539.08 億元，上升至翌年的 759.34
億元，按年上升 40.9%，當中，轉口貿易額由 1978 年的 131.97 億元，上升至 1979 年的

港商的資本和生產技術相繼投入內地後，國家實行改革開放後所需要的發展資金，以及致

200.22 億元，按年上升 51.7%，增幅顯著。

力出口創匯積累實力的政策目標，通過廣東省「先行先試」發展工業產業和生產技術提升，
得到了實現力量，經濟取得長足發展。中國生產總值規模，由 1978 年 3678.7 億元人民

自 1979 年起，香港成為廣東省實際利用外資的主要資金來源地。按《廣東省統計年
鑒》資料， 1979 年至 2000 年，外商到廣東省投資所簽訂的合同共 83,768 個，香港有

幣，增至 2000 年的 100,280.1 億元人民幣，增加 26.2 倍；人均國內生產總值由 1978 年
的 385 元人民幣，增至 2000 年的 7942 元人民幣，增加 19.6 倍。

65,636 個，佔比 78.4%。同期，廣東實際利用外資總計 1252.48 億美元，扣除對外借款
的 185.84 億美元等，外商直接投資總計 988.18 億美元，香港佔 718.77 億美元，佔比

毗鄰香港的廣東省，生產總值規模由 1978 年的 185.85 億元人民幣，增至 2000 年的

72.7%。在投資項目和資金上，香港佔總額的比重逾七成。來自港商的資金，助力滿足了

10,741.25 億元，增加了 56.8 倍。港商工廠密集的廣東珠三角地區，生產總值由 1978 年

國家在改革開放初期發展資金短缺的需要。

的 97.53 億元人民幣，增加至 2000 年的 8421.32 億元，增長 85.3 倍，生產總值增長規
模的倍數，遠較廣東全省為高。

香港製造業大規模遷至廣東省珠三角，加快香港向服務型經濟轉型。1980 年代中期開始，
香港與製造業相關活動在本地生產總值中所佔比重，從 1987 年的 20.3%，下降至 1992
年 12.1%。同期，製造業機構的每年平均數目，由 50,756 家下降至 41,706 家，五年間，
減少 9050 家；製造業從業員的每年平均數目，從 944,078 人，降至 592,354 人，共減少
351,724 人。

香港參與國家改革開放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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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與內地早期制度改革
參與設計內地土地有償使用制度

國家改革開放初期，對市場經濟和國際經濟規則缺乏了

解。香港法律、會計、工程、測量等界別的一批專業人士，在廖瑤珠律師牽頭下，組成促

港商大規模在內地進行生產加工貿易，帶動原材料和製成品的轉口，形成「中轉貿易」與

進現代化專業人士協會，支持國家改革開放，對內地經濟制度的建設和改革，無償提供意

異地生產製造相結合的發展模式，強化了香港轉口貿易港的功能和作用。1988 年，香港轉

見和協助。

口貿易貨值達到 2754.05 億元，而香港產品出口為 2176.64 億元，轉口貿易貨值首次超過
香港產品出口。到 1992 年，轉口貿易貨值增至 6908.29 億元，同年，香港產品出口達到
2341.23 億元峰值後，開始持續下降，佔整體出口的比重，由 1992 年的 25.3%，下降至
2000 年的 11.5%，略多於一成；而轉口貿易貨值，同期的佔比從 74.7% 上升至 88.5%，

內地改革開放前，按國家法律規定，任何組織或者個人不得侵佔、買賣、出租或以其他形
式非法轉讓土地。城鎮國有土地採用單一行政劃撥制度，國家將土地無償、無期限提供予
企業或事業單位使用，土地使用權不能在使用者之間流轉，與香港土地有償使用制度有別。

接近九成，展示這段時間，香港經濟由工業產品淨出口為主的結構，向轉口貿易和隨後的

1980 年代開始，促進現代化專業人士協會的會員，包括梁振英等到深圳、上海等城市，協

離岸貿易轉換，並繼 1950 年代後，再次成為內地重要的轉口港，位於世界集裝箱前列排名

助內地進行土地使用制度改革探索，向內地引介土地使用權拍賣的市場機制（Leasehold），

的繁忙港口。

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