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集 CEPA 十載成就斐然 多行業長足發展
2003 年對於香港來說是難忘的一年，香港經濟因非典疫情受到影響。6 月
29 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前商務部副部長安民代表中央政府與當時的香港特區政府
財政司司長梁錦松共同簽署了《內地與香港關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的
主協議（CEPA），為香港的經濟打了一口強心針，同時也加快了兩地經濟的互補
合作。從 2003 年到 2013 年十年時間，CEPA 給兩地帶來了怎樣的收穫？未來還
將扮演何種角色？
音響：2003 年 CEPA 簽署背景
十年前，這項安排誕生時，香港和內地多數市民對它瞭解不多。但今天，CEPA
對兩地人民來說, 一點也不陌生。
“穩定經濟＂、＂刺激復蘇”“創造就業＂ “為企業創機會＂…… 這是香
港輿論對 CEPA 的普遍感受。CEPA 及其附件的簽署與實施，不僅為香港提供了龐
大的市場和商機，促進香港製造業和服務業多元化發展，提高了香港經濟在全球
的競爭力，而且讓香港工商界特別是中小企業、廣大市民得到“看得見、摸得著”
的實惠。
音響：“你好，歡迎光臨香港-設計廊”
在北京王府井東方新天地商場裡，有一家頗具特色的亮麗小店，牆面繪製著
由香港設計師創作的可愛娃娃圖案，櫥窗上展示著各式各樣商品。從珠寶鐘錶、
時尚服飾到家電用品、文具禮品，百分之百為“香港設計”、香港原創。這就是
由香港貿易發展局在北京設立的“香港·設計廊”，是香港優質商品在內地的重
要展示視窗。
“香港·設計廊”只是一個“視窗”。而 CEPA 簽署實施近 10 年來，最直接
的一個效應，便是為香港商品進入內地市場開創機會，讓“香港製造”擁有全世
界最大的消費市場。借助 CEPA，大量我們日常生活中所熟知的、男女老少皆宜
的香港品牌進入了內地市場並成為“既叫好又叫座”的知名品牌。
CEPA 有力提升了香港產品在內地市場的競爭力，也凸顯了香港產品的集體
形象優勢。香港工業貿易署助理署長歐慧心女士表示：
音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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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PA 自 2004 年全面實施以來，不單協助香港業界開拓內地龐大的市場，
亦為香港經濟的多元化發展提供了有利的條件。
在貨物貿易方面，自 2006 年起，所有符合 CEPA 原產地標準的香港貨物，可
以享有零關稅優惠進入內地。至今共批出超過 100 000 份 CEPA 原產地證書。超
過 550 億港元的貨品，已利用 CEPA 零關稅優惠進入內地。主要貨物包括塑料產
品、藥品、紡織品、食品及飲品等。根據最新的資料，關稅優惠超過 38 億元人
民幣。零關稅的優惠減低香港產品出口的成本，增加競爭力，特別有利於品牌產
品、高增值產品，和智慧財產權相對重要的產品在香港生產。
在服務貿易方面，內地對香港開放市場，有利「香港服務提供者」到內地發
展。至今已簽發超過 2 700 張《香港服務提供者證明書》，當中最受歡迎的行業
包括運輸物流、分銷、航空運輸、人員提供和廣告。
中小企及香港居民也可以透過 CEPA 以個體工商戶的形式在內地開業，經營
零售業、餐飲業、進出口等業務。根據內地提供的資料，香港居民在內地設立個
體工商戶超過 4,400 戶，註冊資金達 3.7 億元人民幣。 所以我們認為 CEPA 十
年來的成果是非常豐盛。
CEPA 的簽署促進了貿易投資便利化，實現了互惠互利、共同繁榮。除貿易
投資便利外, 中央政府宣佈，內地居民可以個人身份赴港澳地區旅遊，簡稱“自
由行”。“自由行”一掃香港在金融危機和非典下的陰霾，香港旅遊業開始迎來
井噴發展的嶄新十年。自由行開放後，香港海洋公園成為了直接受益者。香港海
洋公園公司市場總監李玲鳳：
【音響】

在 2003 年開通了自由行以後，對香港旅遊業有很大的幫助，因為我們看到
以後多了自由行的遊客，內地的遊客也增加了很多，所以改變了整個局面。以前
我們本地的遊客佔大概是 60%，開放自由行之後好像倒過來了，現在我們內地的
遊客佔我們全部的遊客 50%，我們本地的人有 35%，再有 15%就是外地的，外國
來的遊客，那整個遊客量上升的幅度也非常的大，我來的時候差不多是２８０萬
左右，上一個財政年度我們是做了 760 萬的，所以你看到這個升幅非常非常的大。
【音響】：海洋公園熱鬧的背景音+工作人員講解
隨著內地開放“自由行”城市增多，到在海洋公園遊覽的內地遊客也越來越
多。海洋公園主席盛智文和他的團隊們努力用最貼心的服務迎接遠道而來的客
人。例如公園內的展板增加了簡體中文、麵食登上了餐廳的菜單、人民幣結算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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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快捷……一時間，海洋公園成為內地人口口相傳的必到旅遊景點。李玲鳳欣喜
地和我們聊起海洋公園這些年的變化：
【音響】

當然我們在幾年前也增加了很多新的景點，在 2006 年開始做一個拓展計
劃，在 2009 年開了新的景點就是亞洲動物天地，隨著開放了以後，我們增加了
六七個大景區，我們把原來三十多個景點變成了現在有八十多個景點，這在增長
方面也吸引了很多遊客。比如說你沒來過海洋公園就好像沒有來過香港一樣，這
就是我們想奠定的位置，而且在海洋公園來說跟其他的景點有很不同的地方，因
為我們很注重教育方面的，這個我們不光說娛樂，我們主要的三塊，就是娛樂、
教育和保育三方面，要做我們主題公園的宗旨，所以對於特別是內地的遊客來
說，對教育方面特別的注重，那我們在娛樂方面也可以給到教育對遊客來說他們
是非常欣賞的，所以我們也在這裡面做了很多教育方面的，我們希望通過我們動
物展示展板遊客會對動物有更加深的認識，從而看到真的動物的時候，我們知道
他們對於保育地球的信心會更強大，這也是我們希望做的主題公園其中一個很大
的目標。
統計顯示，自 2003 年內地開放赴港澳自由行的十年間，有近一億人次的內
地遊客前往港澳地區觀光購物，消費金額超過 7000 億港元，促進了兩地的經濟
發展。截至 2013 年 6 月底，到香港“個人自由行”的內地居民超過 1.14 億人次。
廣東省中山大學的袁持平教授為我們總結了自由行十年對香港經濟的發展
起到的具體作用：
音響

自由行十年對香港經濟的幫助是非常大的。有了自由行，宏觀上助香港度過
了 2003 年的 SARS 危機，也幫助香港度過了一系列如 2008 年的全球金融危機。
微觀方面有三點：首先是極大的支撐了商貿、零售業的發展，這些發展有助於解
決香港面臨的就業難題。第二，支撐了金融服務業的發展，比如自由行帶動了銀
聯卡的跨地區的業務。第三，支撐了旅遊、交通業的發展。所以，十年是非常好
地達到了當初設計的目標，並且超越了預期的目標。
隨著 CEPA 領域的逐步擴展，兩地經濟的融合已不僅僅存在於貿易、服務、
旅遊領域；金融、電影、文化、新興產業等各個行業也都雨露均沾，成了 CEPA
的受惠者。香港影視業一直被譽為“東方好萊塢”，但前些年卻陷入低谷。許多
曾經風雲一時的香港電影人另尋出路，選擇在內地開闢第二戰場, 與內地影視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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攜手製作“合拍片”。這讓香港著名電影人黃百鳴看到了香港電影新生的機會，
於是他大踏步地將自己的電影事業轉移到內地這塊廣闊的市場。
音響

黃百鳴：2004年CEPA一出現也不一定馬上就覺得這個東西好，也要時間去適
應，有一個13億人口市場，但是這個市場我們是陌生的，不曉得這個市場裡面的
人喜歡什麼，裡面的制度是什麼，我們要重新學習怎麼來拍好這個片子。2004
年CEPA開始，我第一部電影就是《七劍》，這個是我的老搭檔徐克來拍的。
中國電影票房紀錄正在被一部又一部的合拍片打破，這之中，《七劍》、《投
名狀》、《赤壁》、《畫皮》、《十二生肖》等影片為市場和票房做出的貢獻絕
對不容忽視。
2003 年至 2012 年內地與香港的合拍影片共計 294 部，佔我國每年合拍片總
數的比例約在 65%的水準。而 CEPA 補充十在今年簽署，對香港電影的開放進一
步放寬，如香港影片和跟內地合拍影片的方言本,可以在內地發行放映。措施使
粵語版電影可在廣東以外地方放映，為香港電影的發展注入了新的動力。黃百鳴：
音響

黃百鳴：2007年開始我覺得CEPA給了香港一個春天，讓製作人有一個希望去
拍好的電影，大的電影。當然他們要遷就一些合拍的規矩，要慢慢融入到這個市
場裡面去，我覺得基本上大部分是一個好事。對我來講絕對是好事。
CEPA 對於兩地的互利互惠環環相扣。例如，隨著兩地的發展交流更緊密，CEPA
的政策對民眾的受益力度的越來越大，內地和香港兩地的軟環境越來越吸引人，
勢必會吸引大量的人才相互交流合作。
2003 年的 CEPA 簽署後，香港特區政府入境事務處自當年推出“專才計
劃”，目的是從內地吸引一些香港沒有的優秀人才和專業人才來港工作，如工程
師、會計師等。在 2006 年，特區政府為了進一步實施 CEPA 和穩固香港國際金融
中心的地位，再次推出 “優秀人才計劃”，我們所熟知的朗朗成為第一批通過
該計劃來港的優秀人才，隨後，章子怡、湯唯、李甯等名人便是該計劃的成功申
請者。
除了促進企業、創業人才的交流外，大學畢業生也成為了受益者。原香港理
工大學經濟學教授劉佩瓊女士跟我們詳細介紹了 CEPA 為兩地人才、尤其是大學
畢業生的支持和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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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響：劉佩瓊女士

現在ＣＥＰＡ或者ＣＥＰＡ以外，我們都有一些安排。比如說放寬到大學畢
業生畢業後不需要一定要找到工作才能留下來。現在我們已經非常歡迎內地學生
來香港上大學、念研究院，之後為香港企業在內地服務或內地企業在港、內地企
業聘請回去服務，各方面都應該放寬一些，我們能夠做得非常好。現在我們今年
剛簽訂的補充協定主要集中在服務貿易方面，我看特區政府與內地簽訂時，在28
個範圍裡都有具體可行的規定，比如旅遊業、律師等，放寬伸長可操縱性。因此，
我們希望將來與內地服務業的合作進一步加強。
CEPA 的實施如同十年磨一劍，內地和香港固然得到了豐厚的饋贈，兩地互
利共贏顯而易見。隨著兩地自身的發展需求，合作規模越來越大，開放領域越來
越多，未來內地與香港還有一些合作空間亟待挖掘。因此，CEPA 仍舊有進一步
發展進步的空間，需要不斷豐富和完善。
2013 年 8 月 29 日，《內地與香港關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的第十
條補充協定在香港簽訂。該協定一共有 73 項服務貿易開放和便利貿易投資的措
施，進一步加強了兩地的經貿合作關係。73 項措施除了將進一步開放法律、建
築、電腦、金融和海運等多項服務領域，也新增了複製和殯葬設施的服務項目。
香港特區政府財政司司長曾俊華在簽訂儀式上表示，自 2003 年兩地簽署
CEPA 以來，香港的資金、貨物及服務能夠以優惠的條件進入內地市場。而此次
《補充協定十》的部分措施，在開放力度上超過了近年的補充協議，有些更是業
界期待多年的。
音響：香港特區政府財政司司長曾俊華

CEPA 補充協議十是自 2003 年 CEPA 簽署以來，涵蓋最多措施的補充協定。
中央政府一貫將 CEPA 定位為內地對外開放程度最高的自由貿易協定。並將內地
和其他經濟體簽訂的自由貿易協定優於 CEPA 的條款延伸給香港。
CEPA 補充協定 10 向香港開放更多服務領域，不少的香港中小企業家憑著香
港國際化的視野和創意在內地發展業務的經驗，利用機會進入內地大展拳腳，發
展壯大。而莫可文、陳玨浩的故事恰恰就是 CEPA 下的受益者。
莫可文從事室內設計行業，在內地工作多年，擁有眾多客戶。經過多年的觀
察、積累和摸索，幾年前，莫可文成立了自己的設計公司。
音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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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可文：之前在內地工作，發現市場很大，有很多大項目，很有挑戰性，有
很多機會，這些在香港是沒有的。工作幾年後，在內地的客戶越來越多，索性辭
職，成立了自己的公司。
莫先生的公司規模並不大，但憑著先進的設計理念，國際化的視野，成功地
承接了內地不少大項目。說起這些，莫先生頗感自豪。
音響

莫可文：現在，在內地多個城市都有項目，設計大酒店等等，內地項目佔了
公司業務總額80%，希望以後能在更多城市開拓項目。
陳玨浩是創作業務發展總監，兩年前，他聯合幾位夥伴成立公司，用金屬元
素的意念，創作出多個卡通形象。陳玨浩說，內地“喜羊羊”卡通的成功觸動了
他，現在他看中的是卡通形象背後的產業鏈條。
音響

陳玨浩：與內地企業合作，為企業制作品牌形象，或者把卡通形象授權給製
作企業。
對於這些以莫可文、陳玨浩為代表的香港中小企業而言，CEPA 帶來的紅利
“看得見、摸得著”。意味著增加新的就業機會和發展空間。
站在 10 年的節點，CEPA 被形容為一條“雙向車道”，讓香港成為內地企業
落實“走向世界”戰略的平台，促進內地在區域及國際市場的發展。香港工業貿
易署助理署長歐慧心：
音響

香港以地理的優勢、專業的服務，以及四通八達的商貿網路，協助內地企業
提升競爭力，與國際接軌。
CEPA 猶如一泉活水，為兩地經濟注入動力。 為保證動力源源不斷，十年來，
商務部、財政部、海關總署等中央政府有關部門，堅決貫徹執行中央政府保持香
港繁榮穩定的指示，認真聽取香港特區政府、社會各界的意見和建議，積極想方
設法，採取有效措施，全力做好 CEPA 及其附件的落實工作，確保了 CEPA 的實施
和深化。
商務部副部長高燕總結了關於 CEPA 有效促進兩地經濟融合的功勞：
6

音響

今後，我們還將加大 CEPA 落實的力度，是 CEPA 發揮更大的作用。我相信
CEPA 的不斷落實和深化，不僅為香港業界開拓內地市場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機
遇，也將促進內地服務業整體水準的提高，必將對兩地經濟發展和經貿合作起到
更重要的推動作用。
CEPA 的雙贏原則，讓香港與內地的企業在未來繼續享有更多的經濟效益。
我們期待著 CEPA 的完善，期待著 CEPA 成為兩地實現雙贏最大化。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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