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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集 CEPA 十载成就斐然 多行业长足发展 

 

2003 年对于香港来说是难忘的一年，香港经济因非典疫情受到影响。6 月

29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前商务部副部长安民代表中央政府与当时的香港特区政府

财政司司长梁锦松共同签署了《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的

主协议（CEPA），为香港的经济打了一口强心针，同时也加快了两地经济的互补

合作。从 2003 年到 2013 年十年时间，CEPA 给两地带来了怎样的收获？未来还

将扮演何种角色？ 

 

音响：2003 年 CEPA 签署背景 

十年前，这项安排诞生时，香港和内地多数市民对它了解不多。但今天，CEPA

对两地人民来说, 一点也不陌生。    

“稳定经济＂、＂刺激复苏”“创造就业＂ “为企业创机会＂…… 这是香

港舆论对 CEPA的普遍感受。CEPA及其附件的签署与实施，不仅为香港提供了庞

大的市场和商机，促进香港制造业和服务业多元化发展，提高了香港经济在全球

的竞争力，而且让香港工商界特别是中小企业、广大市民得到“看得见、摸得着”

的实惠。 

 

音响：“你好，欢迎光临香港-设计廊” 

在北京王府井东方新天地商场里，有一家颇具特色的亮丽小店，墙面绘制着

由香港设计师创作的可爱娃娃图案，橱窗上展示着各式各样商品。从珠宝钟表、

时尚服饰到家电用品、文具礼品，百分之百为“香港设计”、香港原创。这就是

由香港贸易发展局在北京设立的“香港·设计廊”，是香港优质商品在内地的重

要展示窗口。 

 

“香港·设计廊”只是一个“窗口”。而 CEPA 签署实施近 10年来，最直接

的一个效应，便是为香港商品进入内地市场开创机会，让“香港制造”拥有全世

界最大的消费市场。借助 CEPA，大量我们日常生活中所熟知的、男女老少皆宜

的香港品牌进入了内地市场并成为“既叫好又叫座”的知名品牌。 

 

CEPA 有力提升了香港产品在内地市场的竞争力，也凸显了香港产品的集体

形象优势。香港工业贸易署助理署长欧慧心女士表示： 

 

音响 

CEPA 自 2004年全面实施以来，不单协助香港业界开拓内地庞大的市场，
亦为香港经济的多元化发展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在货物贸易方面，自 2006年起，所有符合 CEPA原产地标准的香港货物，可
以享有零关税优惠进入内地。至今共批出超过 100 000份 CEPA原产地证书。超
过 550亿港元的货品，已利用 CEPA零关税优惠进入内地。主要货物包括塑料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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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药品、纺织品、食品及饮品等。根据最新的数据，关税优惠超过 38亿元人
民币。零关税的优惠减低香港产品出口的成本，增加竞争力，特别有利于品牌产
品、高增值产品，和知识产权相对重要的产品在香港生产。 

在服务贸易方面，内地对香港开放市场，有利「香港服务提供者」到内地发
展。至今已签发超过 2 700张《香港服务提供者证明书》，当中最受欢迎的行业
包括运输物流、分销、航空运输、人员提供和广告。 

中小企及香港居民也可以透过 CEPA以个体工商户的形式在内地开业，经营
零售业、餐饮业、进出口等业务。根据内地提供的数据，香港居民在内地设立个
体工商户超过 4,400 户，注册资金达 3.7 亿元人民币。 所以我们认为 CEPA十
年来的成果是非常丰盛。 

 

CEPA 的签署促进了贸易投资便利化，实现了互惠互利、共同繁荣。除贸易

投资便利外, 中央政府宣布，内地居民可以个人身分赴港澳地区旅游，简称“自

由行”。“自由行”一扫香港在金融危机和非典下的阴霾，香港旅游业开始迎来

井喷发展的崭新十年。自由行开放后，香港海洋公园成为了直接受益者。香港海

洋公园公司市场总监李玲凤： 

【音响】 

在 2003 年开通了自由行以后，对香港旅游业有很大的帮助，因为我们看到
以后多了自由行的游客，内地的游客也增加了很多，所以改变了整个局面。以前
我们本地的游客占大概是 60%，开放自由行之后好像倒过来了，现在我们内地的
游客占我们全部的游客 50%，我们本地的人有 35%，再有 15%就是外地的，外国
来的游客，那整个游客量上升的幅度也非常的大，我来的时候差不多是２８０万
左右，上一个财政年度我们是做了 760 万的，所以你看到这个升幅非常非常的大。 

 

【音响】：海洋公园热闹的背景音+工作人员讲解 

 

随着内地开放“自由行”城市增多，到在海洋公园游览的内地游客也越来越

多。海洋公园主席盛智文和他的团队们努力用最贴心的服务迎接远道而来的客

人。例如公园内的展板增加了简体中文、面食登上了餐厅的菜单、人民币结算方

便快捷……一时间，海洋公园成为内地人口口相传的必到旅游景点。李玲凤欣喜

地和我们聊起海洋公园这些年的变化： 

 

【音响】 

当然我们在几年前也增加了很多新的景点，在 2006 年开始做一个拓展计划，
在 2009 年开了新的景点就是亚洲动物天地，随着开放了以后，我们增加了六七
个大景区，我们把原来三十多个景点变成了现在有八十多个景点，这在增长方面
也吸引了很多游客。比如说你没来过海洋公园就好像没有来过香港一样，这就是
我们想奠定的位置，而且在海洋公园来说跟其他的景点有很不同的地方，因为我
们很注重教育方面的，这个我们不光说娱乐，我们主要的三块，就是娱乐、教育
和保育三方面，要做我们主题公园的宗旨，所以对于特别是内地的游客来说，对
教育方面特别的注重，那我们在娱乐方面也可以给到教育对游客来说他们是非常



 3 

欣赏的，所以我们也在这里面做了很多教育方面的，我们希望通过我们动物展示
展板游客会对动物有更加深的认识，从而看到真的动物的时候，我们知道他们对
于保育地球的信心会更强大，这也是我们希望做的主题公园其中一个很大的目
标。 

 

统计显示，自 2003 年内地开放赴港澳自由行的十年间，有近一亿人次的内

地游客前往港澳地区观光购物，消费金额超过 7000亿港元，促进了两地的经济

发展。截至 2013年 6月底，到香港“个人自由行”的内地居民超过 1.14 亿人次。 

 

广东省中山大学的袁持平教授为我们总结了自由行十年对香港经济的发展

起到的具体作用： 

音响 

自由行十年对香港经济的帮助是非常大的。有了自由行，宏观上助香港度过
了 2003 年的 SARS 危机，也帮助香港度过了一系列如 2008 年的全球金融危机。
微观方面有三点：首先是极大的支撑了商贸、零售业的发展，这些发展有助于解
决香港面临的就业难题。第二，支撑了金融服务业的发展，比如自由行带动了银
联卡的跨地区的业务。第三，支撑了旅游、交通业的发展。所以，十年是非常好
地达到了当初设计的目标，并且超越了预期的目标。 

 

随着 CEPA领域的逐步扩展，两地经济的融合已不仅仅存在于贸易、服务、

旅游领域；金融、电影、文化、新兴产业等各个行业也都雨露均沾，成了 CEPA

的受惠者。香港影视业一直被誉为“东方好莱坞”，但前些年却陷入低谷。许多

曾经风云一时的香港电影人另寻出路，选择在内地开辟第二战场, 与内地影视业

携手制作“合拍片”。这让香港著名电影人黄百鸣看到了香港电影新生的机会，

于是他大踏步地将自己的电影事业转移到内地这块广阔的市场。 

音响 

黄百鸣：2004年CEPA一出现也不一定马上就觉得这个东西好，也要时间去适
应，有一个13亿人口市场，但是这个市场我们是陌生的，不晓得这个市场里面的
人喜欢什么，里面的制度是什么，我们要重新学习怎么来拍好这个片子。2004
年CEPA开始，我第一部电影就是《七剑》，这个是我的老搭档徐克来拍的。 

 

中国电影票房纪录正在被一部又一部的合拍片打破，这之中，《七剑》、《投

名状》、《赤壁》、《画皮》、《十二生肖》等影片为市场和票房做出的贡献绝

对不容忽视。 

 

2003 年至 2012 年内地与香港的合拍影片共计 294部，占我国每年合拍片总

数的比例约在 65%的水平。而 CEPA补充十在今年签署，对香港电影的开放进一

步放宽，如香港影片和跟内地合拍影片的方言本,可以在内地发行放映。措施使

粤语版电影可在广东以外地方放映，为香港电影的发展注入了新的动力。黄百鸣： 

音响 

黄百鸣：2007年开始我觉得CEPA给了香港一个春天，让制作人有一个希望去



 4 

拍好的电影，大的电影。当然他们要迁就一些合拍的规矩，要慢慢融入到这个市
场里面去，我觉得基本上大部分是一个好事。对我来讲绝对是好事。 
 

CEPA 对于两地的互利互惠环环相扣。例如，随着两地的发展交流更紧密，CEPA

的政策对民众的受益力度的越来越大，内地和香港两地的软环境越来越吸引人，

势必会吸引大量的人才相互交流合作。  

 

2003 年的 CEPA 签署后，香港特区政府入境事务处自当年推出“专才计划”，

目的是从内地吸引一些香港没有的优秀人才和专业人才来港工作，如工程师、会

计师等。在 2006年，特区政府为了进一步实施 CEPA和稳固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

地位，再次推出 “优秀人才计划”，我们所熟知的朗朗成为第一批通过该计划

来港的优秀人才，随后，章子怡、汤唯、李宁等名人便是该计划的成功申请者。 

 

除了促进企业、创业人才的交流外，大学毕业生也成为了受益者。原香港理

工大学经济学教授刘佩琼女士跟我们详细介绍了 CEPA为两地人才、尤其是大学

毕业生的支持和帮助。 

音响：刘佩琼女士 

现在ＣＥＰＡ或者ＣＥＰＡ以外，我们都有一些安排。比如说放宽到大学毕
业生毕业后不需要一定要找到工作才能留下来。现在我们已经非常欢迎内地学生
来香港上大学、念研究院，之后为香港企业在内地服务或内地企业在港、内地企
业聘请回去服务，各方面都应该放宽一些，我们能够做得非常好。现在我们今年
刚签订的补充协议主要集中在服务贸易方面，我看特区政府与内地签订时，在28

个范围里都有具体可行的规定，比如旅游业、律师等，放宽伸长可操纵性。因此，
我们希望将来与内地服务业的合作进一步加强。 

 

CEPA 的实施如同十年磨一剑，内地和香港固然得到了丰厚的馈赠，两地互

利共赢显而易见。随着两地自身的发展需求，合作规模越来越大，开放领域越来

越多，未来内地与香港还有一些合作空间亟待挖掘。因此，CEPA仍旧有进一步

发展进步的空间，需要不断丰富和完善。 

 

2013 年 8月 29 日，《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的第十

条补充协议在香港签订。该协议一共有 73项服务贸易开放和便利贸易投资的措

施，进一步加强了两地的经贸合作关系。73 项措施除了将进一步开放法律、建

筑、计算机、金融和海运等多项服务领域，也新增了复制和殡葬设施的服务项目。 

 

香港特区政府财政司司长曾俊华在签订仪式上表示，自 2003年两地签署

CEPA以来，香港的资金、货物及服务能够以优惠的条件进入内地市场。而此次

《补充协议十》的部分措施，在开放力度上超过了近年的补充协议，有些更是业

界期待多年的。 

音响：香港特区政府财政司司长曾俊华 

CEPA 补充协议十是自 2003 年 CEPA 签署以来，涵盖最多措施的补充协议。
中央政府一贯将 CEPA 定位为内地对外开放程度最高的自由贸易协议。并将内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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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其他经济体签订的自由贸易协议优于 CEPA 的条款延伸给香港。 
 

CEPA 补充协议 10向香港开放更多服务领域，不少的香港中小企业家凭着香

港国际化的视野和创意在内地发展业务的经验，利用机会进入内地大展拳脚，发

展壮大。而莫可文、陈珏浩的故事恰恰就是 CEPA下的受益者。 

 

莫可文从事室内设计行业，在内地工作多年，拥有众多客户。经过多年的观

察、积累和摸索，几年前，莫可文成立了自己的设计公司。 

音响 

莫可文：之前在内地工作，发现市场很大，有很多大项目，很有挑战性，有
很多机会，这些在香港是没有的。工作几年后，在内地的客户越来越多，索性辞
职，成立了自己的公司。 

 

莫先生的公司规模并不大，但凭着先进的设计理念，国际化的视野，成功地

承接了内地不少大项目。说起这些，莫先生颇感自豪。 

音响 

莫可文：现在，在内地多个城市都有项目，设计大酒店等等，内地项目占了
公司业务总额80%，希望以后能在更多城市开拓项目。 

 

陈珏浩是创作业务发展总监，两年前，他联合几位伙伴成立公司，用金属元

素的意念，创作出多个卡通形象。陈珏浩说，内地“喜羊羊”卡通的成功触动了

他，现在他看中的是卡通形象背后的产业链条。 

音响 

陈珏浩：与内地企业合作，为企业制作品牌形象，或者把卡通形象授权给制
作企业。 

 

对于这些以莫可文、陈珏浩为代表的香港中小企业而言，CEPA带来的红利

“看得见、摸得着”。意味着增加新的就业机会和发展空间。 

 

站在 10年的节点，CEPA 被形容为一条“双向车道”，让香港成为内地企业

落实“走向世界”战略的平台，促进内地在区域及国际市场的发展。香港工业贸

易署助理署长欧慧心： 

 

音响 

香港以地理的优势、专业的服务，以及四通八达的商贸网络，协助内地企业
提升竞争力，与国际接轨。 

 

CEPA 犹如一泉活水，为两地经济注入动力。 为保证动力源源不断，十年来，

商务部、财政部、海关总署等中央政府有关部门，坚决贯彻执行中央政府保持香

港繁荣稳定的指示，认真听取香港特区政府、社会各界的意见和建议，积极想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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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法，采取有效措施，全力做好 CEPA及其附件的落实工作，确保了 CEPA 的实施

和深化。 

 

商务部副部长高燕总结了关于 CEPA有效促进两地经济融合的功劳： 

音响 

今后，我们还将加大 CEPA落实的力度，是 CEPA发挥更大的作用。我相信
CEPA的不断落实和深化，不仅为香港业界开拓内地市场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遇，
也将促进内地服务业整体水平的提高，必将对两地经济发展和经贸合作起到更重
要的推动作用。 

 

CEPA的双赢原则，让香港与内地的企业在未来继续享有更多的经济效益。

我们期待着 CEPA的完善，期待着 CEPA成为两地实现双赢最大化。 

 

 

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