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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1978 年，在鄧小平先生領導下、以中國共產黨第十一屆三中全會為標誌，國家開啟

了「改革開放」的歷史征程。

在過去短短的 40 年間，全國一致上下求索，帶着銳意進取、艱苦奮鬥、頑強拚搏、

實事求是的精神，加上與時俱進及創新的思維，大力解放社會及經濟生產力，摸着石頭

建立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目前，國家的綜合國力已大幅提升，從低收入國家

跨入中上等收入國家行列，國家的購買力和國際貿易額排名世界第一，國內生產總值上

升到 121 兆美元，世界排名第二，而且已成為世界第二大外商直接投資國、第二大對外

直接投資國、第二大國際發明專利國，以及世界最大的國際旅遊出境國（2017 年突破

1.3 億人次）、出國留學人員國等等。

雖然國家還在「兩個一百年」的奮鬥道路上，但國際地位已經是舉足輕重：一方面

成為世界經濟增長的主要穩定器和動力源，促進了人類和平與發展事業；另一方面為世

界帶來新的模式，建立開放型經濟新體制，形成全面開放新格局。

香港的社會發展與繁榮穩定跟國家的改革開放息息相關。在改革開放 40 週年之際，

我們有必要回望過往香港及內地之間從社會經濟、政治民生，到文化交融等各個領域之

間的互動，為未來香港進一步融入國家發展，發揮國家所需、香港所長，共同實現「中

國夢」，提出有意義和具創新性的參考觀點。

本書綜合了香港及內地專家的集體智慧、獨特經驗和專業知識，為讀者呈現國家改

革開放的歷程壯舉，以及香港在當中發揮的積極作用。承先啟後，我們一同見證着大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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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的話

2018 年是中國改革開放 40 週年。這 40 年來，中國創造了人類歷史上前所未有的

奇跡：實現了大規模的經濟和社會轉型、保持了長達數十年的高速增長、用最短的時間

使一個古老的東方大國和平崛起，屹立於世界民族之林。

回顧 40 年來改革開放波瀾壯闊的發展歷程，我們除了讚嘆它帶給這片土地翻天覆

地的巨大變化外，還有必要進行認真的總結、深刻的反思和對未來不懈的探索。我們知

道，如果把農村比作這次改革的發源地，那麼毗鄰香港的廣東珠三角地區則毫無疑問是

對外開放的最前沿。因此，我們在改革開放這部鴻篇巨製中，選擇香港作為其中一個切

入點，既是為了紀念那 40 年不可磨滅的回憶，也是希望能站在改革開放的新起點，去續

寫更加多姿多彩的篇章，這就是編寫本部書稿的初衷。

一

改革開放給當代中國社會帶來的深刻變化是有目共睹的，小到每一個社會成員、

每個家庭，大到每一個地區、每個省市，廣到每一個行業、每個社會領域進而到整個國

家，其變化速度之快、程度之深、範圍之廣，滄海桑田，世所罕見。

一組數字對比清晰地反映了 40 年來中國經濟的變化：1978 年，中國經濟總量佔全

球總量的 1.8%，微不足道；2017 年這一佔比上升到 14.8%，中國成為全球第二大經濟

體。1978 年，中國人均 GDP 僅 384 美元，排在全球倒數第七位；2017 年達 9,281 美

代的發展：改革開放首 40 年的印跡、香港回歸 21 年的里程碑、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

義發展的起步。

董建華

第 13 屆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副主席

香港特別行政區首任行政長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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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支付、快遞物流、手機信號覆蓋等受到很多來華外國人的交口稱讚；在高速公路、鐵

路、航空、城市交通等領域，中國與發達國家相比也毫不遜色。當然，現代化是一個漫

長的過程，中國的現代化還處在初級階段，有的硬件設施起點很高，擁有明顯的後發優

勢，而軟件配套還相對落後，但我們只用了三四十年時間就達到了發達國家歷經一兩百

年才達到的高度，確實是拜改革開放所賜。

再來看香港，內地的改革開放也給這裏帶來了巨變。 自上世紀 80 年代始，香港企

業開始將生產環節轉移到珠三角，形成「前店後廠」的產業分工格局，珠三角的低廉勞

動力和土地資源與香港的體制機制、資金和國際市場資源形成優勢互補，讓珠三角地區

迎來繁榮；而擺脫了勞動密集型製造業的香港，則專注發展金融、貿易、航運和專業服

務，開始了產業升級的自我涅槃。隨着香港回歸和中國「入世」，這種互惠互利的合作不

僅層次在不斷提高、程度在不斷深化，領域也在不斷擴大，給兩地民眾帶來越來越多的

福祉。

但是，由於內地和香港處於不同的發展階段，經濟增速上的差異致使香港原來相對

於內地的領先優勢明顯減弱，具體表現在四個方面：一是在經濟體量對比上出現逆轉，

香港 GDP 總量從改革開放初期的相當於內地的三分之一下降到近年的不足 3%，內地很

多省市都超過了香港；二是在經濟功能上也表現為此起彼伏，香港的部分傳統優勢因經

濟活動離岸化而逐步趨於減弱，且由於內地的全方位開放被部分替代；三是在經濟影響

力上，內地因素對港的影響已遠遠超過香港對內地的影響，在「泛珠」、「一帶一路」、

粵港澳大灣區等國家重大建設規劃中，香港都只是一個重要的配角；四是中資企業在香

港主要經濟領域中所佔份額不斷擴大，對相關行業的提升及帶動作用越來越顯著。這種

地位角色的轉換，不僅使兩地合作的形式、領域範圍、深度及廣度都發生了深刻的變

化，也給兩地民眾帶來了不同的感受。因此，40 年來在改革開放的大背景下，內地與香

港在各個領域的合作交流在穩步推進並取得重大成就的同時，也遇到了很多新的問題，

需要去認真面對。而這些內容正是本書的主題，20 多位作者從不同角度對此作了詳盡的

論述，相信讀者讀過本書後，會得到想要的答案，此處不再贅述。

總之，正如習近平主席在 2018 年博鰲亞洲論壇演講中總結的，中國改革開放 40

元，已邁進中等收入國家門檻。

透過這些數字的變化，不難看到，在這個「春天的故事」裏，我們的國家用自己

獨特的方式一步步走進了現代社會。首先，實現了工業化：改革開放前，雖然能做到原

子彈爆炸、衛星上天、萬噸輪下水，但中國工業的骨幹大多是前蘇聯援建殘存的少數項

目，但後來只用了不到 30 年時間，就建成了一個舉世無雙、規模龐大、行業齊全的現

代工業體系，成為唯一擁有聯合國產業分類中全部工業門類的國家。今天中國的工業產

值，不僅超過了美國，而且幾乎等於位列之後的美日德三國之和。工業產品中，產量和

規模居世界第一的不勝枚舉，從煤炭、鋼鐵、水泥、化肥、發電、造船、汽車、工程機

械等重工產品，到集成電路、家用電器、紡織化纖、糧油食品等輕工消費品，再到高速

公路、高鐵、地鐵、水運、港口、隧道、電網、互聯網通訊等能充分體現製造業實力的

基建項目，我們真的難以想像，如此巨大的變化居然就發生在眼前。

其次，推進了城市化：改革開放之初的 1978 年，中國城鎮人口只有 1.7 億，城鎮

人口佔全部人口比重只有 17.9%，百萬人口以上的大城市屈指可數；而到 2017 年，城

鎮常住人口總數達 8.2 億，城市化率水平為 58.52%，400 萬人口以上的超大城市比比

皆是，還出現了上千萬甚至數千萬人口的超特大城市和城市群，而且這個趨勢還將持續

多年。

最後，工業化和城市化的快速推進大大提高了整個國家的現代化水平：1978 年，

中國一年的汽車產銷量是 10 萬輛 ，2017 年達到 2,940 萬輛，成為全世界最大的汽車產

銷國，汽車成為尋常百姓家庭的標配；1978 年，老百姓每賺 100 元錢就有 60 元需用來

購買食品，即所謂恩格爾系數為 60，2017 年這一系數降為 39，意味着中國百姓的支出

結構有了明顯改善，可以支配更多的財力去追求美好的生活；1978 年時中國沒有一座超

過 200 米的高樓，到今天全世界 10 幢最高的大樓中有八幢是在中國；1978 年，中國沒

有一家私營企業，全都是國營企業且在世界 500 強中微不足道，40 年後，這一數字從零

增加到 115，其中 25 家是民營企業；同樣從零起步的數字還有中產階層的數量，2017

年，中國中產階層超過 2.3 億，與除美國外所有發達國家的人口之和相當。與國家現代

化水平有關的數據還有很多，如城鎮生活的便捷性已達到甚至超過了許多發達國家，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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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全國人民眾志成城，砥礪奮進，極大解放和發展了中國社會生產力。改革開放這場

中國的第二次革命，不僅深刻地改變了中國，也深刻地影響了世界。

書中多位作者也都反覆強調了同一個觀點：改革開放是中國走向現代化的必由之路。

二

40 年前，得益於恢復高考，我從一個上山下鄉知識青年成為文革後首批大學生，進

入高等學府學習、工作，親歷了改變中國命運的改革開放迄今為止的全過程。1986 年直

至 2016 年年底退休，機緣巧合下又有幸在國務院港澳事務辦公室港澳研究所工作，見

證了香港從回歸前 10 年到回歸後 20 年的風風雨雨。40 年的職業生涯與改革開放相伴，

四分之三的工作履歷與香港相關，這只能算是一種緣分吧。俯首回望這不平凡的 40 年，

感慨萬千，所思所想，不吐不快，卻又感到力不從心。這個主題實在是太大了，時間跨

度長、涉及內容多、覆蓋領域廣，無論在學識還是能力上，僅憑一己之力都難以駕馭。

因此，當去年 11 月香港三聯書店總編輯侯明女士打來電話，跟我談到擬在紀念改革開放

40 週年之際出版一本改革開放與香港的專著、並希望由我負責該書策劃和組織工作時，

我沒有猶豫便馬上答應了。於我而言，接受這樣一項任務既感榮幸，又是不容推卸的責

任。侯總後來專程來京，我們就該書的體例形式、主要內容、篇幅字數、出版時間等作

了簡單交流後，這項工作就正式啟動了。

在考慮這本書的框架體系時，我的主要思路是：1. 要對中國改革開放 40 年的總體

面貌作一個綜合性描述，完整準確地反映改革開放的歷程、取得的成就、經驗和教訓以

及未來的發展路向；2. 對改革開放 40 年來香港在其中所處的地位、扮演的角色、發揮的

作用以及內地與香港兩地經貿關係的發展變化作客觀、實事求是的評價論述；3. 對改革

開放 40 年中香港社會經濟的發展轉型、對香港未來的發展路向作深入探討和科學預判；

4. 對未來進一步密切內地和香港經貿合作關係、對香港如何在國家「一帶一路」和粵港

澳大灣區建設發展中發揮更加積極的作用提出科學、可行的政策建議；5. 內地與香港的

交流合作始於經貿，但絕不局限於這個範圍，在「一國兩制」框架下，隨着國家改革開

放的不斷深入和擴大，兩地合作的領域會愈加廣泛，在取得更大成就的同時，也可以想

見必然會遇到更多的問題，需要兩地的政府和民間人士凝聚共識，積極面對。

在書稿的撰寫思路和大致的框架體系得到出版方首肯後，隨之而來的就是儘快確

定撰稿人。應該說，這是一項難度上絕不亞於構思內容、確定寫作大綱的艱巨任務。首

先，撰稿人必須全面了解和準確把握時間跨度近半個世紀的改革開放全歷程以及各主要

時間節點的特徵、對不同時期內地與香港合作交流以及發展的歷史和現狀有比較深入細

緻的研究、有跨區域多領域不同學科的研究基礎和資料積累；其次，要體現這是一本由

兩地學者聯手完成的學術性專著，除了要保證撰稿人中來自內地和香港作者的比例外，

還須兼顧撰稿人的學術背景及其在該研究領域的學術影響力；最後一點，其實也是最不

容易的，符合上述條件的撰稿人都是所在領域的資深專家，自己本身有繁重的工作任務

和早已安排的研究寫作計劃。當時已是 2018 年 1 月，而按照出版方要求，4 月底便須完

成並提交全部初稿。此時此刻，香港剛剛度過聖誕假期，內地高校正值學期之末，各位

老師都在忙着完成手頭工作，準備迎接一年中難得的寒假和春節團聚，在這個時候約稿

的難度之大可想而知。但是讓我深感意外的是，所聯繫的近 30 位擬邀請為本書撰稿的專

家教授幾乎異口同聲地明確表示願意參與，且不附帶任何條件。大家都認為這是一項很

有意義的工作，作為港澳研究領域的學者，在迎來國家改革開放 40 週年的時候，認真回

顧和總結內地和香港共同擁有的那段經歷，攜手探索未來的發展路向，既是職責所在，

也是義不容辭。雖然最終根據個人專業特長、研究範圍、資料積累情況以及實際工作安

排等因素僅確定了 20 餘位撰稿人選，但一想到當時的情景，至今仍感動不已。

三

如前所述，最終確定的寫作團隊共 20 餘人，突顯了以下幾個特點：其一，資深。

作者均為教授、研究員，許多擁有博士學位，平均年齡接近花甲之年，最年長的中山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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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鄭天祥教授已年逾八旬；其二，體現兩地學者聯手。在作者的地域構成上，內地佔三

分之二，香港居三分之一；其三，作者自身經歷豐富，來自不同地區的院校、政府及民

間的智庫、專業研究機構，很多人不僅見證了改革開放和兩地交流合作從起步到不斷深

入、發展的主要過程，而且直接或間接參與過不同時期一些重大政策措施出台的起草及

諮詢論證工作，主持並參與過許多重大課題的研究，出版或發表的專著、論文不計其

數，許多體會、見解既直接又深刻。

按照擬就的框架體系，本書共分五個部分 22 個單元：第一部分總論是對改革開放及

內地與香港合作交流的整體論述，分四個單元；第二部分是從區域合作的角度論述改革開

放 40 年來的兩地合作，共分五個單元，分別從內地與香港通過區域合作實現互補共贏的

整體情況，以及粵港、深港、滬港和京港這四個區域合作的重點地區分別加以論述；第三

部分是從 40 年來內地與香港在經貿領域合作的擴大來反映兩地合作的不斷發展和深化的

趨勢，共分七個單元，分別從兩地間在貿易投資、金融、基礎設施建設、科技與創新、航

運物流及旅遊等產業領域的合作加以論述；第四部分是對第三部分的補充和延伸，共分四

個單元，分別從兩地間在文化教育、社會工作、土地政策改革及企業管治等非經貿領域的

合作，進一步反映出隨着改革開放的擴大和深入，內地與香港之間的合作交流也在與時俱

進、不斷發展；第五部分是附錄，分兩個單元，分別為大事記和重要統計數據，旨在為讀

者提供一份加深認識和了解 40 年來內地與香港的合作交流隨着改革開放不斷擴大與深化的

參考資料。

第一部分分別由三位知名學者擔綱。張燕生研究員曾在國家發改委工作，其專業研

究領域是宏觀經濟和國際金融與貿易，擔任過發改委宏觀經濟研究院對外經濟研究所所

長和發改委學術委員會秘書長，現為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首席研究員，主持或參與了

數十項國家重點研究課題。接到本書撰稿邀請時，他正在國外開會、調研，回來後在百

忙之中完成了本書的開篇之作—「改革開放的歷史變遷與未來路徑」。現任中國體制改

革研究會副會長的李羅力教授上世紀 80 年代即從北京中央機關調到深圳特區工作，歷任

深圳市政府辦公廳副主任、市委副秘書長，鄧小平先生南巡期間兼任市接待辦主任，負

責安排並全程陪同了老人家在深圳的活動。從 1993 年起，他參與創辦中國（深圳）綜

合開發研究院並任副理事長兼秘書長，多年來筆耕不輟，迄今為止已在他關注的中國改

革開放、深港經濟等領域發表了數十萬字論文與專著。由於其特殊的工作經歷，他對曾

直接參與過的深圳對外開放以及深港合作等一些重大議題有深切體會和獨到見解。儘管

因年齡關係已離開一綫工作多年，但他從來沒有放下過寫作的筆。今年春節後，他從國

外女兒家休假歸來，短短一個月的時間，幾萬字的巨作一氣呵成。劉兆佳教授是全國港

澳研究會副會長，曾長期擔任香港特區政府中央政策組首席顧問，並連任三屆全國政協

委員。從香港中文大學社會學系榮休後，他以每年一本的速度連續出版了四部關於香港

問題的專著，涉及香港政治、政制發展、社會管治、港人政治心態等多個領域。作為特

區政府智囊的前首腦，劉教授參與了許多關係到兩地交流與合作的重大事項的決策與諮

詢，又長期從事研究工作，也是香港與內地媒體熱心追逐的對象，因此他對書中所涉及

的許多內容都爛熟於心，儘管已年逾古稀，但卻是 20 多位撰稿人中第一個完成寫作並提

交初稿的。

第二部分有五個單元，分別由五位專家執筆。陳廣漢教授長期擔任中山大學港澳

研究所所長、港澳珠江三角洲研究中心主任，同時還在許多政府部門、研究機構擔任顧

問、諮詢專家，是港澳經濟研究領域的知名學者。他主持完成過許多涉及粵港澳區域合

作的重大研究項目，這次他在本書中攜博士生劉洋承擔了改革開放 40 年來內地與香港區

域合作這一部分的寫作，將其多年來在該領域的研究心得貢獻給讀者分享。其餘四個單

元的撰稿人分別是內地與香港經貿合作的四個重鎮—粵港、深港、滬港和京港合作研

究領域的佼佼者：暨南大學封小雲教授一直是港澳經濟研究領域的領軍人物之一，特別

是在粵港澳合作方面作過長期、深入、有針對性的研究，成果豐碩；中國（深圳）綜合開

發研究院港澳經濟社會研究中心主任張玉閣研究員長期關注港澳經濟、深港合作領域，

曾主持參與過深港合作共同提升國際競爭力、構建深港都會圈、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等課

題，對深港合作領域的研究有多年的積累和深入的思考；上海社會科學院港澳研究中心

主任尤安山研究員多年來主持編寫《滬港經濟年報》、與香港中文大學合作研究《滬港城

市競爭力比較》課題，在港澳經濟以及滬港合作領域發表各類研究成果近百萬字，是撰

寫滬港合作內容的最佳人選；對外經貿大學國際經濟研究院副院長莊芮教授的主要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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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向是國際區域經濟合作、亞太經濟以及中國對外開放與自貿區，主持和參與過數十個

國家、省部級科研項目，屢獲殊榮。京港合作的研究雖不屬她的主要研究領域，但依靠

多年的學術積澱和扎實的研究功底，還是攜助手蔡閱林很快完成了這部分內容的寫作。

第三部分是佔本書篇幅比例最大的一部分，分七個單元，並且在草擬提綱時沒有

限制，是開放式的。40 年來，隨着改革開放的不斷深化，內地與香港在經貿方面的合

作不僅規模日益擴大，其領域也不斷拓寬。中國銀行（香港）有限公司資深經濟研究員

王春新博士的研究領域極為廣泛，國際國內香港，大到政治經濟、社會民生，小到金融

投資、貨幣利率，都有涉獵。他曾在香港特區政府中央政策組工作多年，借調期間專責

處理涉及兩地合作的研究項目，後又長期關注並參與了多項相關的研究，因此對內地與

香港在很多經貿領域的合作情況非常熟悉，有許多獨到的見解。劉雪琴研究員是商務部

研究院台港澳研究中心主任，長期從事中國對外貿易、大陸與台港澳地區經貿關係的研

究，主持參與過多項涉及內地與香港在貿易投資領域合作的研究課題，發表過許多有一

定影響的論文和研究報告，她與商務部研究院助理研究員白光裕共同撰寫了貿易投資合

作的單元。馮邦彥教授在港澳研究圈裏知名度很高，一是因他資深，上世紀 80 年代中期

即在香港東南經濟信息中心從事香港經濟研究，二是由於高產、著作等身，幾十年來先

後出版過涉及香港經濟、產業轉型、財團歷史等的專著 10 多部。他曾經擔任暨南大學特

區港澳經濟研究所所長，在他的研究領域裏，香港金融一直處於很重要的位置，他也發

表過很多相關的論文和研究報告。香港一國兩制研究中心研究總監方舟博士和龔夏雯研

究主任的選題側重與研究思路不同於一般學者，可能與其所在機構的智庫性質有關，他

的研究更偏重於規劃和實操，因此關於兩地在大型基礎設施建設方面的合作有很多獨到

的研究心得。中國（深圳）綜合開發研究院常務副院長郭萬達博士是港澳研究領域相對

年輕的資深專家，由於年富力強，除了主持該院的日常工作外，還有許多社會兼職，包

括全國港澳研究會副會長、深圳市社會科學聯合會副主席等。繁重的日常工作之餘，作

為一位嗅覺敏銳的學者，他善於發現問題、作出判斷、提出解決辦法，在本書中他與同

事、新經濟研究所執行所長曹鐘雄博士共同承擔撰寫的兩地在創新科技領域的合作這部

分內容，就是他在看到原擬提綱之後主動提出增加的選題。中山大學港澳珠江三角洲研

究中心鄭天祥教授是內地第一批從事港澳研究的知名學者，近 30 年前即參加了當時關於

如何修建伶仃洋大橋（現名港珠澳大橋）的討論，是著名的「雙 Y 方案」的最早設計者

之一，此後幾十年他一直堅守關於內地與港澳特別是珠三角地區港口、航運及大型基建

的配套合作與整合的研究，如今已年過八旬，仍活躍在港澳研究第一綫，這次他攜助手

南京大學城市規劃設計研究院深圳分院項目總監韋婕妤博士承擔了兩地合作領域中關於

港口航運部分的撰寫工作。暨南大學特區港澳經濟研究所陳章喜教授承擔的是書中關於

內地與香港在旅遊領域的合作，這得益於他從事區域經濟及港澳研究 30 年的深厚功底及

10 多部專著、30 多項課題、上百篇論文的積累。

第四部分的內容比較特殊，一是在於內容不夠系統及資料匱乏，因此寫作難度極

大；二是內地學者對這一部分內容的研究涉獵不多，尋找作者不易，其原因恐怕也是在

於多年來內地與香港的合作主要是集中在經貿領域，其他領域起步較晚，沒有官方統計

數據作支撐，無法進行定量的分析等；三是儘管難尋作者，但大家都認為這部分內容非

常重要，在總結改革開放 40 年來內地與香港的合作時是不可或缺的，並且這部分也是開

放的，今後兩地的合作交流更多地會通過這個領域來體現和推動。這一部分四個單元內

容的寫作由六位專家執筆完成，這六位專家中只有一位來自北京大學，其他都來自香港

本地，他們當中除李浩然外，其餘各位均不相識，惜未謀面。香港陳樹渠紀念中學校長

招祥麒博士酷愛中國傳統文化，中國古典文學造詣深厚，多年來他致力於參與並推動香

港與內地在教育、文化領域的合作交流，深刻體會到這項工作的重要。這次經香港中文

大學當代中國文化研究中心榮譽研究員凌友詩博士的大力舉薦，有幸邀請到招校長參與

本書寫作，為我們貢獻了一篇觀點鮮明、內容豐富、資料翔實的力作。香港理工大學前

副校長阮曾媛琪教授是知名的社會學學者，她不僅在理論研究領域有諸多建樹、著述頗

豐，而且在社會工作實踐中身體力行，從中學時的一次義工經歷開始了迄今長達 30 多

年的社工生涯。多年來，她積極投身內地的社會工作教育，並與多家機構合作，把現代

社工理念引入內地，推動內地的社工事業發展。關於兩地在社會工作領域合作這部分內

容，原打算請香港著名智庫團結香港基金的孫文彬博士執筆，但她經過再三思考，認為

阮曾教授是更適合的人選。於是在她的大力幫助下，阮曾教授和北京大學的王思斌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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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入本書寫作團隊，令我們有幸讀到兩位教授對兩地在社會工作領域合作的精彩論述。

李浩然博士是法學專家，曾當選過「香港十大傑出青年」，現為香港特區政府基本法推廣

督導委員會教師及學生工作組召集人、華潤集團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辦公室主任。在農曆

新年一個偶然機會見面時，我們談起正在進行的組稿工作，他思維敏捷，很快提出了兩

個選題，並且主動承擔了聯繫作者、統籌內容以至親自主筆的工作。香港的房地產運作

模式是內地城市開發管理學習借鑒的一個重要方面，在兩地合作中留下了許多經驗和教

訓，「樓花」、「按揭」的稱謂在內地沿用至今。李浩然博士與基本法基金會研究員陸子瑋

先生聯手為我們提供了一個觀察改革開放 40 年來兩地合作交流的新視角。駐港中資企業

回到內地投資被人開玩笑稱為「假洋鬼子」，但幾十年來，中資企業不僅為香港當地的繁

榮穩定、為內地改革開放、為國企走出國門作出了巨大貢獻，而且也通過投資建廠把香

港國際化的企業管治經驗帶到了內地，因此在本書的章節裏中資企業是一個不可或缺的

主題。感謝李浩然博士與華潤集團戰略研究中心港澳研究室主任何禹欣女士為本書填補

了內容上的缺憾。

第五部分是附錄，分大事記與重要統計兩個單元，由我的兩位同事—國務院港澳

事務辦公室港澳研究所白小瑜博士和楊麗博士分別承擔。兩位女博士日常工作繁忙，壓

力很大，孩子尚且年幼，她們只能擠出夜間或節假日的空閒時間一點點地蒐集與整理資

料。附錄的內容雖說只起輔助閱讀的作用，但由於時間跨度長，特別是早期資料不夠系

統完整，令完成這項工作的難度和強度很大，比如第一家在內地開業的港資企業究竟是

哪一間？在哪裏？從目前公開資料看存在很多版本，也很難一一核實，只好從簡處理為

第一批港資企業。再比如早期的外貿、外資均把港澳兩地合在一起統計，這樣同分開後

的數據就不是同一口徑，缺乏可比性，等等。因此，儘管這份附錄存在很多不盡如人意

之處，但相信它對讀者加深認識和理解本書的內容是有幫助的。

在此僅以個人名義向各位撰稿人及雖未直接參與寫作、但為本書作出貢獻的各位朋

友表達崇高的敬意和真摯的感謝。

我還要感謝德高望重的董建華先生在百忙之中為本書作序：作為國家領導人，他

高瞻遠矚，指出改革開放是強國富民、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必由之路；作為首任特

區行政長官，他立足現實，認為香港要進一步融入國家發展，必須要做到國家所需和香

港所長的有機結合；作為一位受人尊敬的智庫領袖，他語重心長，特別肯定了本書的選

題，對參與其中的作者、編者和出版者給予讚許鼓勵。

最後要感謝香港三聯書店和侯明總編輯為本書組稿和出版給予的大力支持，感謝本

書責任編輯顧瑜博士替我分擔了大量瑣碎的事務性工作，如果沒有她們的幫助和支持，

僅靠我一己之力，無論如何是無法在這麼短的時間裏完成這項工作的。

改革開放 40 年，絕不是終點，而是一個時代新的起點；內地與香港的合作也沒有走

到盡頭，隨着改革的全面深化和對外開放的日益擴大，兩地間的合作交流還將不斷以更

新的形式、更廣的範圍展現出來，讓我們共同期待更加美好的明天！

陳多

國務院港澳事務辦公室港澳研究所前所長、研究員 
全國港澳研究會前副會長兼秘書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