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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港应构建以高科技制造业为主的产业经济带

—————— 李罗力 ——————

一、特区政府提出在北部都会区内打造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园区

香港特区政府虽然已经提出了构建香港北部都会区的初步设

想，但是其具体的内容尚在讨论之中，在深圳及粤港澳和其他关注

此问题的人中也有各种想法。

但特区政府总体想法是，在北部都会区内打造深港科技创新合

作园区，这个园区内将聚焦信息、生命、材料科学与技术领域，合

作引进一批港澳及国际化的科研项目与平台，并且围绕集成电路、

5G 通信、大数据及人工智能、生物医药、新材料等深港优势产业

领域，合作开展核心技术攻关与中试支持计划，共建国际一流的科

技创新服务体系。

二、制造业重回香港是振兴香港经济的根本举措

我认为，特区政府所提出的只构建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园区是远

远不够的，应该将构建以高科技制造产业为主的产业经济带作为主

要目标。在这个目标中的核心要义，就是要让制造业重回香港。

事实上，早在 2017 年，我就发表文章提出，制造业必须重回

香港，这是解决香港深层次经济问题的根本措施，也是重新发挥香

港巨大作用的根本措施。

香港现在的根本问题，就是自身经济发展严重畸型和扭曲，自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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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土制造业北移至珠三角后，就产生了严重的本土经济产业“空洞化”。

很多人没有从这个角度认识到香港经济发展问题的严重性。其

实，只要对比一下当年亚洲“四小龙”中其他“三小龙”的发展状

况，对此问题就可以一目了然。我们都知道，韩国、新加坡和台湾

都成功地实现了制造业的产业转型——从加工贸易产业为主体的经

济，转型为高科技产业为主体的经济，唯有香港的制造业（包括转

移到珠三角的绝大部分港资企业），几乎还停留在原来的水平上。

判断一个经济体是否成功转型，往往是看在这个经济体中是否

有世界级的企业和全球著名品牌的产品。韩国有，新加坡有，台湾

有。香港迄今为止，除了金融、房地产和物流业在世界享有声誉外，

在制造业上没有任何世界级的企业和享誉世界的品牌产品。

不仅如此，之所以要强调一个国家和地区一定要保有制造业作

为支柱产业，而且制造业要实现产业转型，就是因为只有保有制造

业且制造业的产业转型成功后，才能保证这个国家和地区的经济能

够在新的发展阶段上不断持续稳定地增长，而这种持续稳定的增长，

最重要是能够维持每年新增（也包括原有）劳动力的就业。

对于任何一个经济体来说，如果经济增长不能满足新增就业和

原有就业的水平，其社会就是不稳定的。而对于任何一个社会，当

就业出问题时，社会就要出大问题了，老百姓就要闹事了。因为他

们找不到工作了，没有生活来源了，不能养家糊口了，他们对政府，

对社会的各种不满就会以各种形式爆发出来。

就连世界最强大的美国，原来号称早已进入“后工业化时代”，

将本土制造业大量转移至其他发展中国家，但现在由于中国等新兴

经济体崛起所导致世界经济格局的变化，美国的本土经济也出现了

大问题，制造产业及与其配套的上下游产业空洞化导致失业严重，

贫富悬殊，民不聊生，因而社会矛盾日益激化。正因如此，从奥巴

马开始，就已提出要让制造业重返美国；而特朗普更是凭着“要让

制造业重返美国”和“要让广大失去工作岗位的普通劳动力能够重

获就业机会”这样的口号和竞选策略，赢得大选。现在的拜登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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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但继续大力实施制造业回归美国的政策，而且更是提出了上万亿

美元的基建计划，其实说到底，都是要解决美国劳动力的就业问题，

从而解决美国深层次的根本矛盾。

香港目前在制造业领域就业只有两万人，而香港借以为重的金

融、港口物流和高端服务业，由于就业门槛过高，能够吸引就业的

能力有限，因而对香港本土经济反哺作用不大，再加上科技创新项

目屡屡遭阻受挫，导致房地产成为支撑香港本土经济的主要产业，

香港本土居民大部分就业也只是在建筑业和餐饮、零售、旅业等低

端服务业。正因如此，香港大部分普通民众这么多年来的收入没有

得到很大增长；而且随着香港的一些高端服务业不断迁往内地，还

在不断失去就业岗位。由此导致香港社会出现越来越严重的贫富悬

殊问题，社会矛盾也越来越尖锐。

从特区政府最近公布的数据看，2021 年香港的经济预期仍不

会有太大起色，不但传统产业增长乏力、新兴产业乏善可陈，而且

曾经享誉世界的航运中心，年货柜吞吐量一落再落，在 2019 年甚

至被越南超过。

当前解决香港要做的核心的事情，就是重振香港的经济。而重

振香港经济的根本办法，就是要解决香港的产业空心化问题，让制

造业重返香港。对于香港来说，制造业重新回归还不仅是要解决就

业问题，而且还有另外的重要意义，那就是只有本地制造业发展起

来，那些香港赖以享誉世界的高端服务业——金融业、物流业、航

运业以及为生产经营活动提供高端服务的法律、设计、财会、会展

等专业，才能有的放矢的为本地经济服务，才能进一步带动本地的

就业和税收，给本地经济带来活力和增长。

三、应构建以高科技制造产业为主的深港产业经济带

怎样才能让制造业重返香港呢？当然不是让那些低端的加工贸

易产业和高污染、高耗能的落后产业重返香港。我在 2017 年发表

的文章中建议，要在深港边界建立类似于新加坡“裕朗工业走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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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样的新兴产业经济带，吸引包括国内和全球优秀的高科技企业和

新兴产业到这里来落户安家，既可利用香港金融、物流，国际免税

港的优势，又可利用中国国内主要是深圳的资金、人才、科技的优势。

在深港边界划出十几平方公里甚至几十平方公里搞新兴产业经

济走廊（而不只是 1 平方公里的河套地区），毫无疑问会给香港带

来大量的劳动就业，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大大缓解香港普通劳动力的

就业困难，同时也会进一步带动香港高端服务业的就业和发展，这

些高端服务业不但在本土有了直接服务的对象，而且还会为香港带

来更多的就业岗位和更多的直接税收。这样不但可以大大地缓解香

港普通百姓和中产阶级对香港回归多年后仍未享受到回归好处的不

满，大大缓解香港贫富悬殊的尖锐社会矛盾，同时也会大大缓解香

港社会内部仍然存在的（现在只是隐而不发）对中央政府施政方针

和政策的不满，从而为中央政府在新条件下从根本上解决香港问题

创造一个能够真正得到大多数百姓拥护的坚实的社会基础。

如果说，2017 年我在提出构建深港高科技产业走廊的建议时，还

只是提出这样一个设想，没有任何可行的基础，而现在特区政府主动

提出要在邻近深港边界地区打造一个 300 平方公里的“北部都会区”，

这就为构建这样的产业经济带提供了完全的可能和巨大的发展空间。

更何况特区政府提出“北部都会区”的设想后，必然会在这个

广大的地区及深圳相应的合作区中，建设所有与这个产业经济带相

配套的科研服务、生活服务，商业服务、金融服务、运输服务，IT
服务等大规模基础设施和配套建设，也必然会建设大量的民用住宅，

这将进一步带动香港的大量就业和各行各业的发展，也会从根本上

解决困扰香港多年的居民住房问题。由此我们深信，香港的重新繁

荣已经指日可待，深港边界一座世界级现代化新兴城市体也将出现

在东方的地平线上。

四、打造深港高科技产业带的基本可行性

首先，还是要想一个实际问题：想要打造深港高科技产业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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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可能吸引大量国内外高科技产业和新兴产业到这里来落户吗？

回答是，应该有很大的可能性。因为企业落户深港跨境产业带，

至少有以下三大好处：

一是有利于企业的低成本运作。香港本身就是国际免税港，因

此对在这里落户的企业来说，无论是各种设备、原材料、中间产品

和最终产品，其进出口关税都可以减免，非常有利于企业的低成本

生产、销售、运输和管理。

二是有利于内地企业产品的进出口和提高国际竞争力。香港直

接与国际市场对接，而且又是国际免税港，同时又具有世界一流的

金融、港口物流和国际航运等优势，因此内地企业而在这里生产和

销售产品肯定会大大地有利于进出口，有利于提高国际竞争力，有

利于抢占国际市场。另一方面，还可以规避许多国家对中国大陆制

造出口产品的贸易壁垒限制；同理，在香港生产的国内企业，从技

术和材料设备进口来说，也可以规避某些巴统对中国大陆企业的限

制。因此内地企业到这里设厂，对其进出口、减免税、提高国际竞

争力和抢占国际市场都大有好处。

三是有利于外资企业进入国内市场。由于这个产业带是深圳与

香港的跨境合作区，因此对到这里落户的外资企业也大有好处，最

大的好处，除了上面所讲的低成本运作有利于提高竞争力外，就是

方便进入中国市场和占领中国的国内市场。

当然，能否真正吸引国内外大量的高新科技企业到这里来落户，

最终还要看在这个产业带实行怎样有效的政策，建立怎样最符合企

业实际需要的营商环境，实施怎样最符合国际市场规则的运行机制。

五、构建深港高科技产业走廊对新时期国家双循环战略的

重大意义

构建深港跨境新兴产业经济走廊不仅对香港经济具有根本的重

要意义，而且对新时期国家双循环战略也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由于香港具有全球一流的金融、国际航运、港口物流、高端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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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业的优势，而深圳具有国际一流的创新能力、高新科技产业配套

生产能力、日益完善的产业链和供应链、庞大的科技人才和专业技

术队伍，同时两地正在形成全球顶尖的科创企业、研发机构和高等

院校联合建立的重点科研合作基地，加之这里又具有前面所讲企业

落户经营的三大好处，因此，在深港高科技产业带最应该引进代表

当代最先进水平的工业 4.0 企业及其技术，最应该把这里打造成为

中国工业 4.0 的主要基地。

在这里打造中国工业 4.0 基地，也是在中国新时期双循环战略

中继续让香港发挥桥头堡巨大作用的核心要义所在。由于香港自改

革开放以来就是外资、外企进入中国大陆主要通道，其作为独立关

税区和国际免税港又具有与国际市场“无缝对接”的独特优势，因

此在这里搞工业 4.0，就可以最充分利用香港在出口、金融和海外

市场等方面走出去的优势，不但最方便大量引进海内外先进企业和

先进技术，而且最方便在这里研发、制造、生产、销售和从这里出

发去占领国际市场。

李罗力   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副理事长、马洪基金会创会

理事长

 

 
《综研通讯》刊尾 
 
 

 

 

 

 

 

 

 

 

 

 

 

 

 

 

 

 

 

《综研快参》刊尾 
 

 

 

 

 

 

 

 

 

 

 

 

 

 

 

 

 

 

 

 
 

《综研快参》是由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主办，深圳市综研软科学发

展基金会支持，为各级政府决策部门、大学和研究机构的学者及各类企业和机构

的高层管理者提供的内部参阅资料。 主要内容为重大政策和重大现实经济问题

分析研究，同时选登国内外最新重要经济动态和信息，发表富有价值和启发性的

评论文章。稿件来源以我院研究人员为主，同时也广泛欢迎社会各界专家学者积

极参与投稿。 

 
‐‐‐‐‐‐‐‐‐‐‐‐‐‐‐‐‐‐‐‐‐‐‐‐‐‐‐‐‐‐‐‐‐‐‐‐‐‐‐‐‐‐‐‐‐‐‐‐‐‐‐‐‐‐‐‐‐‐‐‐‐‐‐‐‐‐‐‐‐‐‐‐‐‐‐‐‐‐‐‐‐‐‐‐‐‐‐‐‐‐‐‐‐‐‐‐‐‐‐‐‐‐‐‐‐‐‐‐‐‐‐‐‐‐‐‐‐‐‐‐‐‐‐‐‐‐‐ 

地址：深圳市罗湖区银湖路金湖一街 CDI 大厦(518029)  
综合开发研究院网址：http: //www.cdi.org.cn  
综研软科学发展基金会网址：http: //www.szssdf.org 
电话：0755-82487878、82470960     传真：0755-82410997    
联 系 人：程旭玲        电邮：chengxl@cdi.org.cn 
责任编辑: 吴斐然        电邮：wfr@cdi.org.cn

  微信公众号 

《综研通讯》是由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主办，深圳市综研软科学发

展基金会支持，为各级政府决策部门、大学和研究机构的学者及各类企业和机构

的高层管理者提供的内部刊物。及时、全方位、多角度地反映我院在研究咨询、

学术交流、培训等方面的工作动态，是我院宣传和对外交流的重要窗口之一。 

 
‐‐‐‐‐‐‐‐‐‐‐‐‐‐‐‐‐‐‐‐‐‐‐‐‐‐‐‐‐‐‐‐‐‐‐‐‐‐‐‐‐‐‐‐‐‐‐‐‐‐‐‐‐‐‐‐‐‐‐‐‐‐‐‐‐‐‐‐‐‐‐‐‐‐‐‐‐‐‐‐‐‐‐‐‐‐‐‐‐‐‐‐‐‐‐‐‐‐‐‐‐‐‐‐‐‐‐‐‐‐‐‐‐‐‐‐‐‐‐‐‐‐‐‐‐‐‐‐ 

地址：深圳市罗湖区银湖路金湖一街 CDI 大厦(518029) 
综合开发研究院网址：http: //www.cdi.org.cn  
综研软科学发展基金会网址：http: //www.szssdf.org 
电话：0755-82487878、82470960     传真：0755-82410997    
联 系 人：程旭玲        电邮：chengxl@cdi.org.cn 
责任编辑: 廖令鹏        电邮：llp@cdi.org.cn 

微信公众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