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把北部都會區提升為大灣區高質量發展試驗區

香港經濟與政策處主管  王春新

北部都會區規劃一經提出，就得到海內外的廣泛關注，也帶來巨大的想像
空間。近日候任行政長官李家超在政綱介紹會上，提出會以北部都會區成為新
的發展引擎，將成立部門專責就其規劃和發展作全盤考慮，說明這一超級項目
即將啟動。

我們認為，落實好北部都會區規劃，首先需要賦與其適切的發展定位和核
心內涵。考慮到內外情勢、國家所需、灣區使命和香港所長，應把北部都會區
轉型提升為粵港澳大灣區高質量發展試驗區，助力國家和大灣區建設高質量發
展高地，推動香港更好地融入國家發展大局，加快本港向創新型經濟轉型。

一、國家所需與香港首責

首先應當看到，高質量發展是現階段最為重要、關係到現代化建設全域的
國家所需。在全國層面，國家“十四五”規劃把高質量發展作為主題，這是根
據我國發展階段、發展環境、發展條件不斷演變作出的科學判斷，現已轉化為
許多實實在在的策略和行動，包括國家即將推出科技體制改革三年行動方案、
制定實施基礎研究十年規劃、啟動一批產業基礎再造工程項目以提升製造業核
心競爭力、加快數字化改造以促進傳統產業升級等等。金融支持高質量發展的
力度不斷加大，近年來科研技術貸款勁增 29%；國家財政部也正在構建有利
於高質量發展的現代財稅體系。在上述系列行動中，制定實施基礎研究十年規
劃、重點佈局一批基礎科學研究中心是重中之重，是創新作為高質量發展第一
動力的重要支撐。

在地方層面，為了支持高質量發展，國家“十四五”規劃支持上海、北京
和粵港澳大灣區等三地形成國際科技創新中心，建設北京懷柔、上海張江、大
灣區、安徽合肥等四個綜合性國家科學中心，同時支持有條件的地方建設區域
科技創新中心。從這裏可以看到，不論是形成最高級別的國際科技創新中心，
還是次一級的綜合性國家科學中心，粵港澳大灣區都名列其中，在科創方面擔
當着最重要的角色。

為落實國家“十四五”規劃的要求，近年來廣東省堅持創新核心地位，立
足科技自立自強，加快建設更高水平的科創強省；力爭通過持續實施重點領
域研發計劃，協助全省突破一批關鍵核心技術；重點圍繞產業鏈佈局創新鏈，
帶動全省逾 6 萬家高新技術企業協同創新；同時積極推進戰略性新興產業集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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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設，使之成為產業高質量發展的典範。這些行動，大大增強了廣東高質量發
展的能量，2021 年廣東區域創新綜合能力繼續領跑全國，擁有高新技術企業
約 6 萬家，高新技術產品產值 8.7 萬億元，專利授權總量、有效發明專利量和
PCT 國際專利申請量分別達到 87.2 萬件、10.3 萬件和 2.6 萬件，均居全國首
位；戰略性新產業增勢良好，其中集成電路大灣區國際科創中心更躋身全球科
創集群前十名。深圳戰略性新興產業增加值高達 1.2 萬億元，佔本地生產總值
約四成，居全國各大中城市首位。

但也要看到，不論是在國家層面，還是在廣東層面，在基礎研究等領域都
存在一些短板，尤其是在化合物半導體和材料科學領域。國家大力推動基礎研
究正是為了補足基礎研究的短板；廣東省近期制定科技創新“十四五”規劃，
提出將實施“科技創新十大重點行動計劃”，同時把基礎研究經費投入佔研發
經費比重提升至 10%，也是為了補齊廣東長期以來基礎研究投入偏低、原始
創新能力不強的短板。華為現今已成為全球資訊產業的領先企業，其創辦人任
正非始終保持着如履薄冰的危機感，認為公司不能目光短淺，只追求實用主
義，而是需要更多的理論突破，因而把超過 15% 的研發經費投入到基礎研究
上，主要標誌是華為 2011 年整合成立的“2012 實驗室”，2021 年全部研發
費用高達 1,427 億元。

基礎研究正好是香港的強項。本港擁有高水平的大學和研究機構，基礎
研究處於全球頂尖水平，有五大高校進入世界 100 強，成就卓越，蜚聲國際，
擁有豐富的科技資源，目前共有 72 個學科排在全球頭 50 名以內，在生物醫
學、神經科學、基因組學、疫苗技術、幹細胞技術、中醫藥、人工智慧、計
算科學與資訊技術、智慧城市等方面一直走在全球前端，在發展物聯網、大
資料分析雲計算、資訊和風險管理、網路保安等方面也有較大優勢，加上高
度開放和國際化的科研體系、世界級的金融服務業，以及國際一流的營商環
境，便於引進全球科技人才，從而為香港把北部都會區提升為大灣區高質量
發展試驗區提供了主要條件。更重要的是，國家“十四五”規劃明確提出支
持香港鞏固提升競爭優勢，建設國際創新科技中心，深化內地與香港經貿、
科創合作關係，高質量建設粵港澳大灣區，這些都為香港打造大灣區高質量
發展試驗區提供了重要依據和根本動力。由此可見，助力國家和大灣區高質
量發展，是新時代香港的首要責任，香港必須發揮優勢，勇擔重任，推動大
灣區成為高質量發展的高地。

必須了解，香港要成為大灣區乃至國家高質量發展的重要支點，光靠現有
這些基礎和條件還遠遠不夠，不但需要進一步加強基礎研究能力，爭取在部份
基礎研究領域走在世界前行，還要瞄準正在迎面撲來的第四次科技革命的總體
趨勢和核心內涵，以及西方國家對中國科技制裁的清單內容，深入開展科技運
用研究和產品開發的各種試驗，為大灣區乃至全國戰略性新興產業的崛起提供
支援。

二、具體內容及策略行動

按照我們提出的“北創科、中金融、南商貿”的城市新發展佈局，吸收美
國矽谷、台灣新竹工業園和新加坡科技園等的成功經驗，把整個北部都會區重
新規劃，轉型提升為大灣區高質量發展試驗區。主要內容和行動可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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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 打造世界級創科產業城

把北部都會區提升為大灣區高質量發展試驗區的首要策略行動，是在香港

新界西北部元朗海濱地帶，全力打造一個總面積約 3,000 公頃、以在地自創模
式為主導的世界級創科平台 - - -“香港國際創科產業城”，同時也是可媲美港
九、以創科產業為主流的海濱新城：

一是把流浮山片區全面列入開發範圍。流浮山片區位於元朗最西端，包括

流浮山坑口村、上百泥、下百泥、沙江廟村、虎草村、沙橋上灣村、深灣路和

灰業街，總面積約 12 平方公里，是面向深圳灣的狹長地帶，港深西部通道從
中間穿過，風景秀麗，與深圳蛇口隔海相望。目前除了做旅遊點和飲食外，基

本上是未開發地區，開發潛力很大。

二是在元朗西部沿海地帶（即流浮區片區沿海）啟動填海工程，填出約

18 平方公里土地，發展成為元朗西海濱片區。這部分沿海地帶為淺水區，主
要為流浮山蠔田，有不少港深居民（深圳居民約佔七成）在海裏放排養蠔，但

經濟價值並不高。根據政府環保署提供的資料，本港西部後海灣一帶有明顯的

河口特性，海水被河水沖淡，鹽度偏低，水層一般較淺（平均水深為 4至 10米）
而水質混濁（沉積物含量高而透明度低），並帶有大量沙泥，尤其是後海灣往

南海域生態價值不高。元朗西部屬香港管理的海域面積約有 60 平方公里，填
出 18 平方公里，只佔海域面積的三成，且已遠離後海灣保護區，對整體環境
影響不大。

三是把上述兩個片區連為一體，大手筆規劃建設一個超大型的、以在地自

創模式為主的世界級創科基地—『香港國際創科產業城』，實行有利於創新科

技產業發展的各項新政策，包括引進高級人才、特別住房供應、政府資金支援，

以及稅收優惠等。這個創科產業基地的總面積是明日大嶼計劃首階段工程的三

倍，也是深圳前海首期開發面積的兩倍，如果與政府現在計劃開發的古洞北和

新界北區接合起來，足以打造媲美港九的新城市和海濱新城，從而成為北部都

會區的一大亮點。它與深圳蛇口和前海等新城區隔岸呼應，過橋即達。未來還

可把特區政府總部從中環搬到元朗海濱新區，以帶動這一新區的發展，並與深

圳形成「一都兩區」的全球都會新格局，成為二十一世紀大灣區的新地標。

( 二 )  設立“香港國際高教城”

把北部都會區提升為大灣區高質量發展試驗區的第二項策略行動，是在北

部都會區尋找合適地點 ( 如“香港國際創科產業城”附近或沙頭角 )，設立一
個總面積 10-15 平方公里的大學園 - - -“香港國際高教城”，吸引世界各國和
中國內地的著名大學 ( 尤其是工學院 ) 來高教園開設分校；香港八大高校也要
在高教園設立分校，培養香港未來發展所需要的各類專才。大學城學生總人數

可達 30-50 萬人。此舉之目的是將香港發展為國際高等教育之都，為打造香
港為國際科技中心提供基礎研究等方面的支援，同時全力配合國家創新驅動戰

略，推動香港創科產業快速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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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 建設現代中醫藥城

把北部都會區提升為大灣區高質量發展試驗區的第三項策略行動，是建
設集中醫藥研發、生產和醫療服務於一體的現代中醫藥城。中醫是中華民族
的傳統醫學，發展中醫藥是復興民族文化的一件大事，香港擁有眾多有利條
件，應擔負起這一神聖使命。對此，可考慮在香港北部都會區尋找合適地點，
建設現代中醫藥城，主要項目包括： (1) 設立一個現代化中醫院 - - -“亞洲中
醫院”，總規模要大大超越正在籌建的香港中醫醫院。 (2) 籌建一家高水平的
香港中醫藥大學或香港中醫藥科學院，深入開展中醫藥研究，為打造香港現
代中醫藥中心提供支撐。 (3) 設立中醫藥產業基地，專門生產類似於救心丸的
高端中藥產品，或作為中藥產品的試驗及開發基地，並以香港製造的品牌銷
往世界各地。

上述三大不同功能的策略行動可以互相配合，相互促進，加上正在推進中
的“港深創新與科技園”、新規劃的“新田科學城”，未來香港大灣區高質量
發展試驗區將形成一區多城 / 園的高品質發展試驗區佈局。

當然，創新驅動雖是高質量發展的重點內容，但並非全部，協調、綠色、
開放、共用也是高質量發展的基本內涵，都需要在未來北部都會區建設中全面
體現這些要求，使之在大灣區建設中真正發揮先行示範作用。

三、制定規劃和深化合作

為了更好地達致上述發展目標，政府應當吸收世界各地的成功經驗，制定
香港打造大灣區高質量發展試驗區的中長期發展規劃，確立發展重點、發展策
略、推進政策和配套措施，作為香港向創新型經濟轉型的一大行動綱領，團結
帶領社會各界共同努力，並定期檢討和修訂，確保發展目標的順利實現。與此
同時，還可制定一些本港需要重點鼓勵發展的創科產業的具體規劃，如生物科
技發展規劃、中醫藥發展規劃等，在高質量發展試驗區實施，爭取逐個破局。
過去美國在晶片產業發展過程中，先後制定實施了多個發展計劃，如主攻 IC 
製造工藝與設備的 Sematech 計劃、“資訊公路計劃” (NII)，以及國家納米
技術計劃 (NNI)  等，都取得了巨大成功，這些可供香港打造大灣區高質量發
展試驗區參考。

打造大灣區高質量發展試驗區，離不開與大灣區粵澳兩方的合作。由於香
港是一個小型經濟體，加上一些創新要素並不完全具備，需要借助區域合作來
補短板。從總體方向看，未來建設高質量發展試驗區，一方面要立足於自主創
新，另一方面應立足於互補短板，一方面以香港全球頂尖的基礎研究能力去補
大灣區基礎研究不足的短板，攜手淌出高質量發展新路子；另一方面以大灣區
高超的產品開發和產業化能力去補香港的短板，全力協助香港實現科研成果產
業化，在基礎研究 (P1)、應用研究 (P2)、開發研究 (P3)、產品開發 (P4)、產
品生產 (P5)  和市場銷售 (P6)  等環節，形成合理分工及協同效應。與此同時，
香港應通過打造國際一流的創新環境，以促進大灣區高質量發展試驗區的形成
和發展。若能獲得成功，就能帶動大灣區趕上或超越美國矽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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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 要 經 濟 指 標 (Key Economic Indicators)
一 . 本地生產總值 GDP 2020 2021 2021/Q4 2022/Q1

總量 ( 億元 )  GDP($100 Mil l ion) 26,716 28,426 7,545 6,782 
升幅 (%) Change(%) -6.1 6.4 4.7 -4.0

二 . 對外貿易 External Trade 2022/04 2022/01-04
外貿總值 ( 億元 )  Total  t rade($100 Mil l ion)
  總出口  Total  exports 39,275 49,607 3,890 15,345 
  進  口  Total  imports 42,698 53,078 4,256 16,340 
  貿易差額  Trade balance -3,422 -3,471 -366 -995

年增長率 (%) YOY Growth(%)
  總出口  Total  exports -1.5 26.3 1.1 2.8 
  進  口  Imports -3.3 24.3 2.1 2.7

三 . 消費物價 Consumer Price
綜合消費物價升幅 (%) Change in  Composi te  CPI(%) 0.3 1.6 1.3 1.5

四 . 樓宇買賣 Sale & Purchase of Building Units
合約宗數 ( 宗 )  No.  of  agreements 73,322 96,133 4,852 18,589 
年升幅 (%) Change(%) -2.0 31.1 -47.0 -41.9 

五 . 勞動就業 Employment
2022/01-
2022/03

2022/02-
2022/04

失業人數 ( 萬人 )  Unemployed(ten thousands) 259.1 250.9 18.9 20.6 
失業率 (%) Unemployment  ra te(%) 5.5 5.5 5.0 5.4
就業不足率 (%) Underemployment  ra te(%) 3.1 2.7 3.1 3.8 

六 . 零售市場 Retail Market 2022/04 2022/01-04
零售額升幅 (%) Change in  value of  total  sales(%) -24.3 8.1 11.7 -3.1
零售量升幅 (%) Change in  volume of  total  sales(%) -25.5 6.5 8.1 -6.1 

七 . 訪港遊客 Visitors
總人數 ( 萬人次 )  arr ivals  ( ten thousands) 356.9 9.1 0.5 1.6 
年升幅 (%) Change(%) -93.6 -97.4 -17.8 -27.3 

八 . 金融市場 Financial Market 2022/03 2022/04
港幣匯價 (US$100=HK$)
H.K.  Dollar  Exchange Rate  (US$100 = HK$) 775.2 779.8 783.1 784.7

貨幣供應量升幅 (%) change in  Money Supply(%)
  M1 30.1 8.0 5.4 6.3
  M2 5.8 4.3 4.0 3.7 
  M3 5.8 4.3 4.0 3.7 

存款升幅 (%) Change in  deposi ts(%)
  總存款  Total  deposi ts 5.4 4.6 4.5 4.2
  港元存款  In  HK$ 6.2 1.4 0.9 0.9
  外幣存款  In  foreign currency 4.6 7.9 8.3 7.7 

放款升幅 (%) in  loans & advances(%)
  總放款  Total  loans & advances 1.2 3.8 2.2 1.7
  當地放款  use  in  HK 1.7 4.7 3.0 2.6
  海外放款  use  outs ide HK 0.1 1.7 0.4 -0.4
  貿易有關放款  Trade f inancing -6.2 14.2 15.3 9.4 

最優惠貸款利率 (%) Best  lending rate  (%) 5.0000 5.0000 5.0000 5.0000 
恆生指數  Hang Seng index 27,231 23,398 21,997 21,08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