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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月初中國最高決策層決定設立雄安新區，稱之為“繼深圳經濟

特區和上海浦東新區之後的又一具有全國意義的新區”，強調此乃

“千年大計、國家大事”。決定一出，立馬成為海內外關注的焦點和

最熱烈討論的話題。筆者認為，在國家改革發展進入突破階段的關鍵

時刻，雄安新區作為一項重大的歷史性戰略選擇，具有超然的功能定

位，也擁有極好的發展條件，如能借助改革創新打造出新的開發模式，

未來發展前景完全可以看好。 

 

一.全面實踐新發展理念 

 

    在當代中國，被稱為“千年大計”的開發項目並不多見。即使是

1980 年設立深圳經濟特區和 1992 年設立上海 

 

浦東新區，也沒有類似的提法，可見雄安新區應該擔担着更為重要的歷

史使命，那就是為全面實踐新發展理念提供示範，積極打造全新的城市

發展模式，並從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開始，也就是習近平主席所說的

“重點打造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集中承載地，建設一座以新發展理念引

領的現代新型城區。”這是針對當前北京乃至全國面對的迫切問題而提

                 內容提要 

    日前中央決定設立雄安新區，成為海內外關注的焦

點。雄安新區無疑是全面貫徹新發展理念、並為全國示

範的奠基之作。它將集中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促進京

津冀城市群協調發展以及中國南北經濟均衡發展。要發

揮此重要功能，關鍵在於發展模式的改革創新，包括把

綠色發展放在首位，打造以科技創新為主導的產業發展

模式，打造全新的房地產發展及基本公共服務一體化的

共享新模式。香港在綠色環保、投融資、城市管理、開

放發展等領域仍有不少參與機會，需要好好把握機遇，

參與發展及提供優質的支援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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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的，既是短期需要，又有長遠打算；既立足局部，又放眼全局，因而

是奠基之作。 

 

如所周知，鑑於中國經濟進入新常態後各種矛盾和問題日益凸現

的新形勢，十八屆五中全會提出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用等五

大發展理念，它們都有很強的針對性：創新發展旨在破解中國經濟大

而不強、傳統動力衰減之難題；協調發展是為了解決產業、城鄉及區

域發展中各種失調失衡問題；綠色發展是要打破傳統工業化老路下的

資源環境約束；開放發展是為了解決對外開放品質和水準不高的問題；

共享發展目的是補齊民生建設滯後、人民獲得感不足的短板。這是未

來中國的發展大道，也是關係發展全局的一場深刻變革。但從提出一

年多來年的實踐情況看，雖然這五大理念得到廣泛認同，但矛盾和問

題依然存在，甚至局部還有所惡化，尤其是華北地區霧霾加重、全國

股市大起大落、中心城市樓價泡沫急升、社會流動性下降、一線城市

不再是人才流向的第一目標等帶來的沖擊，說明要全面實施新發展理

念，其實難度不小，如何破題很值得深思。設立雄安新區正好是為破

題而來，無疑是全面貫徹新發展理念、並為全國示範的奠基之作。具

體可從如下三個層面來看： 

 

第一個層面，集中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這是貫徹綠色發展理念

的一大試驗，改革開放近四十年來，中國人口向城市大量集中，城鎮

人口從 1978 年的 1.7 億，猛增到 2016 年底的 7.9 億人，導致各城

市交通擁擠不堪，環境每下愈況，樓價高企難下，資源壓力日增，大

城市病十分突出。千年古都北京尤為嚴重，既是名富其實的“首堵”，

又常常陷入“十面霾伏”之中。多年來北京以攤大餅的方式擴張，盡

管目前已擴至六環，但交通擁堵現象郤越來越嚴重，大大增加了日常

出行時間及降低生產生活效率。據統計，去年底北京汽車保有量高達

548 萬輛，為全國城市之最，大大超過上海的 322 萬輛，更是香港的

7 倍有多；汽車數量暴增帶來的尾氣大量排放，成為空氣污染的主要

來源之一，嚴重影響了民眾的健康和生活素質。去年冬天北京連番出

現嚴重霧霾，連續多天不見天日，“逃離北京”、“霧霾移民”成了

最常見的熱名詞；北京的高樓價更是令人不堪重負，剛成為熱點話題

的天價學區房，實乃現實生活的一大寫照。 

 

值得注意的是，過去搞京津冀一體化，本來設想把部份非首都功

能疏解到天津去，但天津也面對和北京同樣的大城市病，根本幫不上

忙；後來又在通州設立了北京市副中心，仍在北京市管理範圍內，且

滿打滿算也只能疏解四十萬人左右，相對北京市逾兩千萬的龐大人口，

實在不是一個數量級的，還是解決不了大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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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紐約等國際大都會的經驗，解決大城市病基本上是另起炉灶，

採用“跳出去建新城”的辦法。雄安新區正好跳出北京，在離北京和

天津各 110 公里的河北雄县、容成和安新三县及周邊部份地域打造新

城。這里區域優勢明顯，交通便捷順輰，生態環境較好，開發程度較

低，發展空間充裕，起步面積約 100 平方公里，中期發展區面積約

200 平方公里，遠期控制面積約 2000 平方公里，略大於深圳，是浦

東新區的 1.7 倍，未來至少可以容納 1000 萬人口，完全可以接收從

北京疏解出來的非首都功能。 

 

那麼，未來北京有哪些功能會遷到雄安呢？這首先要搞清什麼是

首都功能。2014 年 2 月習近平總書記視察北京時，首次對北京的核

心功能做出過明確定位，要求堅持和強化北京作為全國政治中心、文

化中心、國際交往中心、科技創新中心的核心功能，深入實施人文北

京、科技北京、綠色北京戰略，努力把北京建設成為國際一流的和諧

宜居之都。隨後，國家發改委也提出以“幾個一批”來推動非首都功

能的疏解工作，包括“一批製造業”、“一批城區批發市場”、“一

批教育功能”、“一批醫療卫生功能”、”一批行政事業單位”等等。

也就是說，除了習主席所提的四大中心外，理論上國家發改委所談到

的“幾個一批”，除了製造業和批發市場已迁移到河北其他城市之外，

現有在京的行政事業單位、教育機構和醫療機構，都可以疏解到雄安

新區，甚至部份企業總部、金融機構和研究機構等，也有機會全部或

部份向雄安迁移。 

 

集中疏解北京的非首都功能，是現階段雄安新區的首要任務，也

是戰略起點，潛力很大。以教育機構為例，2015 年底北京共有各類

高學校 3400 多所，在校學生 373 萬人，其中高等教育機構 175 所，

在校學生 189 萬人，包括普通中專、成人中專、技工學校、職業中學

和工讀學校在內的普通中學共有 768 所，在校學生 65 萬多人，其中

不少教育機構是可以疏解到雄安新區的。又如北京共有卫生機構超過

一萬家，其中醫院逾 700 家，在職人員超過 32 萬人，這些卫生機構

不一定要全部集中在北京。未來這些非首都功能的機構一旦迁移到雄

安，其他相關配套服務人員也會跟着過去。可以設想，如果未來北京

能有 20-25%的人口疏解到雄安，就可為首都提供一個更大的戰略騰

挪空間，北京的環境和資源壓力就會大為減輕，大城市病就好了一半。

由此可見，雄安新區集中疏解非首都功能，首先是貫徹綠色發展理念

的直接體現。 

     

值得注意的是，中央政府決定一出，中國航天科技、中國中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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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石化、中聯通、中國中冶、中國鐵建等多家央企紛紛响應，中国船

舶行业唯一一家世界 500 强企业、主要从事海军装备、民用船舶及配

套、非船舶装备研发生产的中船重工，第一家宣佈迁址雄安。相信未

來會有更多機構以实际行动呼应雄安新区建设发展，使差不多是“白

手起家”的雄安新區實現超常規、高速度發展。 

 

第二個層面，是促進京津冀城市群協調發展。這是貫徹協調發展

理念的一大行動。京津冀一體化作為中國經濟發展的三大戰略之一，

早已實施多年，然而北京一市獨大的格局始終沒有改變；天津雖跟隨

其後，近些年也在努力追赶，包括高起點規劃發展天津濱海新區等，

但對比北京仍有不少距離；河北省更是塌陷之地，雖然北京向河北轉

移了不少工業，但由於擴張無度，也帶來更嚴重的污染，近年來被迫

作為去產能的主要對象，致使其經濟增速始終排在全國之尾，發展水

平與京津兩地呈現“斷崖式”差距。根據統計數字，去年北京 GDP 為

24899 億元(人民幣，下同)，是天津的 1.4 倍，財政收入超過 5000

億元，而天津還不足 2800 億元；河北人均 GDP 只有 4.3 萬元，只有

北京的 37%，比全國平均都要低兩成。可見，河北的短板最需要填補。 

 

設立雄安新區給河北帶來極大的發展機遇。未來它不僅可直接增

加河北的經濟總量，也可以帶動石家庄、保定、張家口和邯鄲等城市

的發展，形成京津冀城市群百花齊放的良好局面，進而發揮帶動冀中

南、提高河北省整體發展水平乃至影響全國的重要作用。試想未來雄

安新區的 GDP 若達到深圳的水平，就可使河北增加逾六成的經濟總量，

在全國名列前四位；人均 GDP 可提升 40%左右，並超越全國平均水平。

若加上其帶動河北其他城市發展產生的經濟效應，昔日作為直隶省的

河北將可以與京津平起平坐，真正形成三足鼎立格局。 

 

第三個層面：促進中國南北經濟均衡發展。這是貫徹協調發展理

念的另一個重要行動。在中國北中南三大城市群中，京津冀城市群的

發展程度顯然是最低的。去年長三角和珠三角的 GDP 總量分別為 2.3

萬億美元和 1.4 萬億美元，是京津冀的 2.1 倍和 1.3 倍，人均 GDP 分

別達到 1.5 萬美元和 2.12 萬美元，而京津冀只有 1 萬美元左右。從

貿易進出口和外商投資來看，京津冀地區的差距更大。如果把雄安新

區發展起來並帶動周邊城市發展，那麼京津冀地區的 GDP 總量就可以

追上甚至超越珠三角大灣區，人均 GDP 也有機會逐步接近長三角城市

群的水平，中國經濟北輕南重的格局就有望得到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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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關鍵在發展模式創新 

 

雄安新區要能發揮如此重要的功能作用，關鍵在於發展模式的改

革創新，跳出現有城市發展的老套路、舊思路，走出一條新型的城市

發展道路。發展模式創新是全方位的，其中最重要的是如下四大創新： 

 

一是把綠色發展放在首位，絶不走先污染、再治理的老路。根據

習主席提出的規劃建設雄安新區的七大重點任務，雄安新區首先把建

設綠色宜居城市放在第一位，努力營造優美生態環境，構建藍綠交織、

清新明亮、水城共融的生態城市。基於一頂層設計，未來雄安新區在

總體規劃、控制性規劃和詳細規劃上都會把綠色生態作為第一目標，

並在產業佈局、交通體系建設、城市管理、融合發展等領域，全面貫

徹綠色發展新理念。按照雄安開發的總體佈署，體現綠色發展的其中

一項重要工作，是保護和條复華北平原最大的淡水湖泊、總面積達

366 平方公里、被誉為“北國江南”的白洋淀的生態功能，使之成為

雄安新區的生態“心肺”，同時把白洋淀流域生態修复作為一項重大

工程同步展開。 

 

二是打造以科技創新為主導的產業發展模式。雄安新區要補足京

津冀及至中國南北協調發展的短板，需要具競爭力的強大產業成為支

撐，把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到雄安只是集聚資源發展產業的第一步。

目前雄安新區的產業基礎要弱於當年的浦東新區和天津濱海新區，未

來需要建立在京津冀乃全國具優勢的產業體系，實現超常規發展，這

就需要把創新驅動成為其發展的根本動力，也就是要走深圳獨樹一幟

的高科技產業發展之路，打造中國創新驅動發展的新引擎。最近國家

發改委就表示將支持雄安新區從創新載體、運行機制、發展環境等方

面營造良好新氛圍，吸引高端創新人才和團隊，努力打造中國創新高

地和國際一流科技新城，未來雄安新區將大力培育建設綠色智慧城市

所需要的相關產業以及國家十三五規劃重點發展的核心產業，包括環

保產業、物聯網、新一代資訊科技、生物醫藥、新能源、數字創意以

及國防工業等，為雄安新區的崛起提供強有力支撐，真正成為新發展

理念的創新發展示範區。 

 

三是採取全新的房地產發展模式，使房屋真正回歸居住屬性。當

前中國經濟社會的發展已被房地產深度捆綁，成為剪不斷理還亂的大

難題，導致整體經濟脫實向虛，貧富分化日趨嚴重，影響了經濟社會

的健康發展。雄安新區將實踐“房子是拿來住的、不是拿來炒的”的

新定位，可能採取一套全新的房地產發展模式，新城將不允許全面開

發商品房，試行以公租房和廉租房為主的建設模式，從而成為破解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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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政府土地財政和投資投機主導模式的突破口，使房屋從投資/投機

屬性真正回歸到居住屬性，大幅度降低投資及居住成本，並以良好的

居住環境吸引實業家、創業者和科創人才、尤其是年輕人，形成科技

創新人才和企業人才的集聚效應，為發展高端新興產業創造最佳條件。

雖然房地產具體政策尚未出台，但從目前當地對房地產市場採取凍結

全部房產過戶、嚴禁地產中介進行房地產買賣交易等嚴格限制措施來

看，阻止炒房客和地產商進入應不是權宜之策，而是為實行新房地產

發展模式鋪路。 

 

四是推行基本公共服務一體化的共享新模式。共享既是五大新發

展理念之一，也是經濟繁榮和社會發展的終極目的。“堅持以人民為

中心、注重保障和改善民生”是習主席提出的雄安開發必須做到的

“四個堅持”之一，相信將體現在雄安新區對公共服務分配採取的創

新模式當中。除了房屋問題之外，未來雄安新區內部在戶籍、教育、

醫療等公共服務方面，可能破除非均等化的軟約束，甚至在北京和雄

安新區之間都有機會實踐公共服務一體化的創新思維，為提升京津冀

城市群的資源配置效率創造條件。 

 

三. 香港的機會 

 

在國家以新發展理念打造雄安新區這一新戰略上，香港雖然在高

科技產業、房地產模式和共享發展成果等方面暫時不能提供太多有益

及可借鑑的經驗，但在綠色環保、投融資、城市管理、開放發展等領

域仍有不少參與機會。具體而言： 

 

一是在綠色環保方面提供支援。近些年來，香港在綠色環保方面

下了不少功夫，包括劃設效野公园、控制城市生活排污、保護維港水

質、機動車用油採用高等級歐洲標準以及與廣東進行區域環保合作為

所有發電廠安裝脫硫裝置等等，可以為雄安新區提供參考。香港眾多

環保企業都可為雄安提供服務，或提供環保技術，或擔任顧問提供解

決方案，或提供先進環保設備，與雄安共同實踐綠色發展新理念。 

 

二是在投融資方面提供協助。未來雄安發展需要大量資金，香港

金融業擁有很大的優勢和難得的有利條件，可以提供多功能的服務和

多方面的支援。一方面，香港金融機構可在銀團貸款、項目貸款、發

行債券以及基金等傳統領域，以創新方式向雄安科技創新和戰略性新

興產業提供融資，吸納較為成熟的創新項目來港上市及資本運作。另

一方面，未來雄安將加大金融支持創新驅動發展戰略的力度，重點是

構建普惠性創新金融支持政策體系，從而為香港商業銀行、投資銀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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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投基金、資產管理、保險等機構帶來創新合作的良機。換言之，香

港可為雄安創新活動提供國際化和規範化的融資平臺，成為雄安創新

企業在海外的金融服務中心。 

 

三是幫助提升城市管理水平。雄安要打造中國城市發展的新樣板，

除了全面貫徹新發展理念外，還要在提升城市管理上下功夫。香港城

市管理水平居亞洲前列，完全可以提供借鑑。以交通管理為例，雖然

北京的汽車數量比香港為多，但車輛密度計算，北京平均每平方公里

擁有的車輛只有 334 輛，而香港是 682 輛，車輛密度是北京的兩倍有

餘，但香港甚少出現大堵車問題，可見在北京和天津在城市管理上仍

有很大潛力可挖，雄安新區可參照香港經驗，把城市管理提升至國際

一流水平。 

 

雄安新區作為千年大計工程，除了高起點規劃外，未來推展將會

很快。根據最新透露的發展路線圖，雄安新區在 3 年內將建成骨干交

通路網，100 平方公里起步區基礎設施、產業佈局基本形成，顯現新

城雛形；5 年後起步區基建全部完成，新城核心區基本建成；到 2030

年，建成一座綠色低碳、資訊智能、宜居宜業的現代化新城。香港需

要把握機遇，跟上雄安新區建設步伐，提供獨特的優質服務支援，並

為香港帶來新的發展動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