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港走過不同的四十年 嚮往深圳「未來之城」

今年是深圳經濟特區成立四十年，而香港自 1980 年第二次經濟轉型以來，也度過了
四十年。早前兩項有關深港兩地居民的城市滿意度調查指出，兩地雖只一水之隔，
但市民對各自城市的滿意度卻有天壤之別─「深圳令人嚮往、香港讓人想走」。這背
後折射出怎樣的治理差異？而深圳的城市治理又對香港有何啟示？
嶺南大學社會政策與社會變遷研究中心聯同城市大學公共政策系早前發布了一項研
究，調查團隊訪問了超過 1,000 名深圳居民，主要探討他們如何評價在深圳的生活及
工作狀況。調查發現，有大概 80％的受訪者同意深圳是生活和未來事業發展的好地
方—儘管他們大多以「忙碌的」、「有壓力」和「昂貴的」來形容深圳的生活經
驗，但仍有約八成受訪者認為深圳是「未來之城」。早前，嶺南大學副校長、林文
贊比較政策講座教授莫家豪在網上撰文，指出受訪者之所以對深圳未來發展滿懷希
望，源於當地的發展機會開放、政策法規完善、社會相對穩定，令市民「憧憬」未
來，所以願意留居當地，努力拼搏、謀求發展。
對比之下，一水之隔的香港近年不只是經濟陷入了發展瓶頸，社會各方面的發展現
狀亦不得民心。嶺南大學和華南理工大學聯合成立的「粵港澳大灣區社會治理聯合
研究中心」，於 2019 年底反修例風波期間進行了「本港居民對香港在大灣區中競爭
力的評價」問卷調查，要求受訪者就「經濟」、「環境保護」、「社會平等」、
「個人發展機會」、「教育」、「醫療」、「房屋」，以及「社會福利」八方面的
滿意度評定 0 至 10 分，以了解他們對香港未來的信心。
結果發現，除去醫療能夠穩守 5 分或以上，其餘七方面無論是在「現狀」— 社會福
利：4.8 分、經濟：4.7 分、教育：4.7 分、環境保護：4.5 分、社會平等：4 分、
個人發展機會：4.3 分、房屋：3.4 分；還是「未來發展」—社會福利：4.4 分、教
育：4.2 分、環境保護：4.1 分、社會平等：3.7 分、個人發展機會：4 分、房屋：3.5
分、經濟：4 分，都低於 5 分「不合格」。不難看出，港人對「未來發展」滿意度的
打分大幅下降，而社會平等、個人發展機會、房屋未來發展的滿意度，更是只得 4
分或以下—可見港人既不滿社會現況，也對前景十分「悲觀」。
如將上述兩項調查並列來看，難免令人理解成「深圳令人嚮往、香港讓人想走」。
深圳經濟特區成立剛滿四十周年，而香港自 1980 年第二次經濟轉型以來也度過了四
十年，但兩者的發展速度卻判若雲泥。在 1979 年，深圳的 GDP 總量只有 1.96 億元
人民幣，到了 2019 年，深圳 GDP 已翻了近 1.4 萬倍，達到 2.69 萬億元人民幣，而

同期香港 GDP 的表現，則只由 225.3 億美元，翻了 16 倍至 3660 億美元，折合約
2.5 萬億元人民幣，比深圳還低。如此驚人的「深圳速度」並非其來無因。
它先是經歷「改革開放」初期發展勞動密集型的加工製造業，在全球市場體系當中
搶佔生存地；到了九十年代，則逐漸從「三來一補」邁向高新科技產業發展；及至
2009 年，深圳經濟增長開始放緩，GDP 增速跌至接近個位數時，便進一步推動產
業變革，發展七大戰略性新興產業—生物、互聯網、新能源、新材料、文化創意、
新一代資訊技術、節能環保等，2013 年又佈局五大未來產業—海洋、航空航太、生
命健康、軍工及機械人。如今，深圳計劃將「深圳製造」推至「深圳創造」。
深圳在這四十年經歷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市民一直相信深圳是「未來之城」；多次
的社會轉型和升級，不但帶不走當地約 850 萬的非戶籍人口，反而吸引全國各地年
輕人勇闖當地打拼。反觀香港，儘管特區政府早於回歸之初揚言要發展「知識型經
濟」，又於 2009 年的施政報告中提出「六大優勢產業」，但直到今時今日，香港仍
舊依賴四大產業—金融服務、旅遊、貿易及物流和專業及工商業支援服務，持續欠
缺新經濟增長點，導致人才流失。深港同樣走過四十年，為何現況截然不同？深圳
在發展、轉型的過程中，如何透過社會治理來保持城市和居住者的活力，從而留得
住人才、拼得起發展？而香港又欠缺了什麼？透過剖析深圳在「產業規劃」和「資
源分配」兩方面的治理經驗，或可為香港帶來一些啟發。
進行產業規劃推動產業轉型
先說「產業規劃」。深圳能夠經歷四十年的發展，仍然保持社會的發展前景，不得
不歸功於每隔五年便更新一次的城市規劃策略，力求透過產業政策在生產層面上
「做大塊餅」，為市民提供更多的發展機會，自主地創造更多的財富，並在轉型、
發展的過程中，不斷地觸碰既得利益集團，適時淘汰過剩產能和粗放型的製造業。
深圳大學建築與城市規劃學院副院長楊曉春曾接受《香港 01》的訪問，他認為深圳
在九十年代開始佈局高新產業是「深圳速度」的關鍵，雖然深圳在起步時幾乎沒有
基礎，但政府有雄心，大膽佈置空間和設計產業規劃，「（推動了）各種政策。這
個決策使得我們在高新技術產業上，比香港早了一步。」
楊曉春所說的佈局關鍵，可以追溯到 1998 年 2 月 9 日，深圳市委、市政府頒布
《關於進一步扶持高新技術產業發展的若干規定》，翌年修訂後涵蓋一系列扶持深
圳發展高新科技產業的措施，比如加大財政對科技的投入—1999 年達到當年預算內
財政支出的２％；由市財政出資５億元，發起成立創新科技投資有限公司；建立支
持國內外著名院校和科研院所來深圳合作創辦產學研基地；自主知識產權的高新技
術成果轉化項目，五年免徵企業一半的所得稅、營業稅、返還增值稅等措施，這些
優惠政策都在加快深圳整體高技術產業的發展。

事實上，香港首任行政長官董建華也在同年提出推動香港經濟轉型、發展創科產
業，並在 1998 年設立創新科技委員會，邀請時任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校長田長霖教
授擔任主席，制訂發展藍圖、設立創新及科技基金、成立應用科技研究院和發展科
技園；後來繼任的行政長官曾蔭權和梁振英，也先後提出「發展六大優勢產業」和
「制訂全面產業政策」等願景，惟至今未見成事。究其失敗的原因，根據《香港
01》周報的深度報道《香港經濟結構單一難迎大灣區挑戰 產業政策為何似有還
無？》（2019 年 4 月 8 日），特區政府並非毫不作為，而是毫無章法地胡亂作為，
往往都在沒有通盤審視整個產業需求和前景的情況下，就拍拍腦袋推出琳瑯滿目而
又無法與問題對焦的項目，甚至未能成立跨部門專項政策局，以全面統籌有關計劃
的落實。
香港經濟轉型「停滯不前」，但深圳早已經歷了多次「騰籠換鳥」，從「深圳加
工」、「深圳製造」到「深圳創造」，當地時刻因應經濟發展形勢，淘汰粗放型的
產業產能。2005 年初，時任深圳市市長李鴻忠在深圳市貿易工會議上提出「對一些
不符合科學發展觀要求、技術含量低、對環境影響嚴重的工廠和產業，要毫不猶豫
地淘汰，為發展『深圳製造』和『深圳創造』騰出空間，騰出資源，就是因此影響
一點 GDP 或外貿出口也不要怕」。
到 2011 年 11 月 29 日，中央發表《深圳市人民政府關於加快產業轉型升級的指導意
見》（下稱《意見》），以產業升級與轉移合作相結合、城市更新與產業轉型相結
合、技術創新與成果轉化相結合、淘汰低端與引入高端相結合四大基本原則為主
導，進一步推進深圳產業升級轉型，促成戰略性新興產業規模化、高技術產業高端
化、優勢傳統產業品牌化。同年，深圳市高新技術產品產值突破 1 萬億元人民幣，
佔深圳 GDP 逾 35%。
然而，深圳並未止步於發展高新技術和先進製造業。《意見》提出，第三產業的增
加值佔 GDP 比重在 2015 年時達到 60%，從而加快深圳向新興產業＋先進製造業＋
服務業的「三個為主」的經濟結構發展。到了 2018 年，深圳市委出台《關於深入貫
徹落實習近平總書記重要講話精神 加快高新技術產業高質量發展更好發揮示範帶動
作用的決定》，明確要發展「七大工程」，加快高新技術產業高品質發展，建成國
際科技產業創新中心。
反觀香港，歷年來政府政策缺乏連續性，社會撕裂嚴重，從創新科技委員會成立到
2015 年成立創新及科技局，前後已花了十七年，直到 2017 年四大產業的總增加值
佔據本港 GDP 的 57.1%，經濟結構由以往的「工業＋服務業」轉向「單一服務業」
發展，而同年「六大產業」的相關數字只佔 GDP 的 8.9%，從事創科的人數亦只有
3.7 萬人。莫家豪認為，香港市民對香港的滿意度低，正正是因為他們看不見發展機
會。他指出，「現在的香港經濟、產業欠缺多元化發展，而以往依賴的『四大產

業』，能提供的機會其實少之又少，特別是金融業，雖然佔香港總體很高的 GDP，
但實際的從業人數並不多。而現時香港的地產業持牌人只有 43,801 人，香港並不能
一味只靠『地產』『金融』來推進社會、發展經濟。」
香港政府不主動擴大一次分配的市場規模，在經濟事務上死守「大市場、小政
府」、「積極不干預」等教條，不為社會提供新興產業的土壤和機遇，又缺乏規
劃，未能落實經濟轉型，市民看不見未來，誰會願意在此拼搏？
主動調配資源造就安居樂業
至於「資源分配」，眾所周知，深圳作為擁有外地人口最多的城市—2019 年常住人
口有 1343.88 萬人，其中非戶籍人口 849.1 萬人，當地往往流傳着「來了就是深圳
人」的諺語，來說明其開放和包容，包括寬鬆的戶籍制度和落戶優惠。例如，對於
畢業不超過兩年的大學生來說，當局並不要求繳納任何社保就可以直接落戶；而對
於 45 歲以下、在國外有工作或學習一年的海外歸國人員更毋須社保，「秒批」入戶
申請。而 35 歲以下的擁有大專學歷和 45 歲以下本科及以上學歷的申請人只需要符
合繳納兩至三個月社保的要求，即符合入戶條件。除此之外，深圳自 2015 年 1 月起
實施《深圳市人才安居辦法》，對具有新入戶的本科或以上學歷給予租房和生活補
貼，及後於 2016 年發布《關於促進人才優先發展的若干措施》，將相關的一次性補
貼提升至本科每人 1.5 萬元人民幣、碩士每人 2.5 萬元、博士每人 3 萬元。凡此種
種，毫無疑問是「聚天下英才而用，以求最大限度激發人才創新創造創業活力」。
除此之外，深圳在住屋供應上的資源分配也遠勝於香港，亦以公眾利益為先滿足住
房需求，從而將經濟收益有效轉換為惠及大眾的社會資源，還市民一個更為「公
平」的生活環境。隨着深圳的經濟快速發展，土地、住房不足的問題尤為嚴重，當
地的房價由 1998 年的每平方米 5000 元人民幣，升至 2016 年政府管控的商品房價格
每平方米約 5.3 萬元，在十八年間上漲了超過 10 倍。原深圳市副市長張思平曾指
出，高房價是一把「雙刃劍」，雖然帶動了深圳的消費品和服務價格，卻也增加了
中低收入群體的生活負擔，長期會削弱城市對各種人才的吸引力。
因此，深圳市在 2018 年啟動第二次住房制度改革（下稱「房改」），發布《關於深
化住房制度改革加快建立多主體供給多渠道保障租購並舉的住房供應與保障體系的
意見（徵求意見稿）》，按計劃，由市政府保障的房屋總量將達 60％，針對不同收
入水平居民提供四類住房，包括市場商品住房，佔住房供應總量的 40％；人才住
房，佔 20％；安居型商品房，面向符合收入資產限額等標準的戶籍居民，佔 20％；
公共租賃住房，面向中低收入群體、提供公共服務的行業人員、先進製造業職工等
群體，佔 20％。到 2035 年，深圳籌集建設各類住房 170 萬套，其中人才住房、安
居型商品房和公共租賃住房總量不少於 100 萬套。

可見，深圳市着力從根源上推進制度改革，推出多層次、租購並舉的房屋供應政
策，並主動承擔不同群體的住房籌集建設責任，支援社區綜合整改和改造，通過城
中村綜合整治和改造，來紓緩住房問題，讓不同階層的市民「有房可住」。後在
2018 年 6 月，當地更以公眾利益為由，無償收回地處深圳福田中心區、佔地 1.33 平
方公里、只限 1,700 名高球場會員專享的高爾夫球場，並納入香蜜湖片區未來的規劃
當中，即使相關公司提出續約延長土地使用權的申請，惟未獲深圳市規劃和國土資
源委員會批准。這亦再次說明，深圳市政府施政以公眾利益為依歸的決心，私人耍
樂並不能凌駕於社會規劃和發展。
棄積極不干預讓人重拾信心
相比之下，香港政府在 2014 年年底發表《長遠房屋策略》，描繪了一個「協助香港
所有家庭安居，讓他們可以入住適切而可負擔的居所」的美好願景，並定下 2015-25
的十年公營房屋供應目標為 29 萬個單位，即年均供應量為 2.9 萬個。按照計劃，
2015/16 至 2018/19 年期間的公營房屋供應為 11.6 萬個單位，但根據「團結香港基
金」所整理的數據，這四年的公營房屋實際落成量只有大約 7 萬個單位，比當初所
定下的目標少了 4.56 萬個單位。
2019/20 年度，香港的租住公屋或綠置居實質建屋量只有約 1 萬伙，比 2018 年預測
的 1.3 萬伙少 3,000 伙；資助出售房屋的落成量亦由 4,400 伙減至 3,000 伙，減少約
1,400 伙，總建屋量還不如 2018/19 年度 2.6 萬伙的一半。
今時今日，香港公共房屋的輪候時間已達到五年半，而長者一人申請者的平均輪候
時間則長達三年，公營房屋、土地需求相比深圳更加迫切，但香港政府仍然為是否
收回粉嶺高爾夫球場而猶豫不決。翻查政府規劃署的數據，香港已開發的 276.6 平方
公里土地面積之中，逾 120 萬人居住在 17 平方公里的公營房屋，70 萬原居民和相關
持份者居住的鄉郊居所卻佔有 35 平方公里，處處反映社會在住房方面的不公。而面
對興建公營房屋等迫切的公眾利益議題，始終未見政府改善上述問題，亦未有引用
《收回土地條例》，收回開發 17 平方公里的棕地和 50 平方公里的發展商囤地，寧
願「不惜金錢」推動「明日大嶼」計劃，也不願意觸碰原居民、發展商等既得利益
團體。
鑑於特區政府死守「大市場、小政府」思維，在「一次分配」中，香港市民本身已
難免被資本家剝削，無法取得更符合按勞分配原則的薪酬和福利；而在「二次分
配」中，港府也未運用稅收及其擁有的龐大社會資源，完善住房、教育、醫療、養
老、就業支援等公共服務，提高市民的生活素質，從而加強社會公平，紓緩社會矛
盾，與深圳政府的積極規劃剛好相反。

正如莫家豪所說，政府沒有糾正香港長期以來的經濟、產業單一的結構性問題，市
民看不見階級上流的機會，難以談及對香港未來發展的信心，「深圳令人嚮往、香
港讓人想走」不無理由。他坦言，政府更應該摒棄「過分相信自由市場」的美好舊
夢，積極干預和規劃香港的發展前景，才能讓市民重拾對社會未來發展的信心。

####
莫家豪教授認為港府未能解決香港的結構性問題。
深圳南山區是科創產業的聚集地。
香港的粉嶺高爾夫球場仍是富人的俱樂部，未能如深圳的高爾夫球場被政府收回。
經過四十年，深圳蛻變成令人嚮往的「未來之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