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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移交12週年研析報告     行政院大陸委員會 

 

n 體制運作正常，國際關切北京信守對港承諾 

n 經濟成長趨緩，大陸陸續推出挺港措施 

n 國際對投資環境具信心，惟亦關切普選進程 

n 陸港日益融合，香港自治權引爭論 

n 台港關係新突破，官方互動漸展開 

 

壹、整體評析 

 

整體而言，香港移交 12年後其政治、經濟、社會體制運作正常，

國際社會仍然維持對香港的投資信心，惟也關切香港民主進程，呼籲

中國大陸信守一國兩制、高度自治的承諾。香港在過去一年面臨金融

海嘯衝擊、兩岸直航以及大陸宣布打造上海成為國際金融中心等挑

戰，惟大陸也以多項挺港經濟措施相助，這也讓陸港在經濟、社會方

面進一步融合，但有關陸港日益融合下香港維持自治權的疑慮仍無法

消除，而各界對傳媒有關中國報導所生的自我審查心態仍持續關注。 

    台港關係在過去一年則有突破性進展，不僅民間經貿、文化與

人員往來維持熱絡，正式官方往來也已展開，陸委會歡迎台港關係

朝正面發展。台港政府陸續開放雙方民眾入境措施，令人員往來更

加便利，雙方也推動台灣與香港的指數股票型基金（ETF）相互掛

牌，開放香港交易所掛牌企業得來台第二上市上櫃，積極擴大兩地

金融往來。而在官方往來上，雙方官員除在研討會和論壇等公開場

合會面互動，更舉行了促進彼此關係的工作會議，雙方達成共識，

我方近期內將成立「台港經濟文化合作策進會」，並在其下設置「經

濟合作委員會」；香港將在香港貿易發展局下成立「香港－台灣商

貿合作委員會」，與「台港經濟文化合作策進會」下的「經濟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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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會」作為對口，就兩地關心的貿易、投資、旅遊及其他雙方合

作的事宜作交流和討論。雙方官員將積極參與此新的溝通平台，並

在適當時機進行互訪。繼我同意香港貿易發展局在台設立辦事處

後，香港旅遊發展局也正籌議來台設立辦事處，港府更表示，如有

適當的條件與環境，不排除在台灣成立官方或半官方的機構。台港

關係的突破性發展是難得的機遇，期待雙方本著互惠互利原則，致

力推動有利台港民眾福祉的措施，增進台港的互動與官方正常往

來。 

       謹將香港移交第 12 年（2008年7月至2009年6月）的整體情勢發展

評析如下： 

 

一、香港政治體制運作正常，民主持續進展 

    香港政府歷經部門重組及擴大政治委任職務，在體制上已不同於

移交之初，但運作正常，官僚系統之效率與清廉也仍維持。惟過去一

年發生數起事件，影響港人對特首與港府表現的評價。例如豁免外傭

稅措施險釀解雇潮、前房屋及規劃地政官員退休後加入地產公司引發

利益衝突爭議、雷曼兄弟銀行倒閉事件令港府飽受監管金融產品權責

不清的批評、提高老人津貼卻同時增加資產審議制度引來「不敬老」

的非議，以及泰國動亂，數百名港人滯留，港府處理過慢等，都讓港

府民望受損。 

    港人堅持民主訴求，香港民主持續進展。2008 年 9 月香港舉行

第四屆立法會議員選舉，爭取 2012 年儘快普選特首和立法會議員的

泛民主派候選人取得 23 個席位，立場較支持中共與港府的親建制派

候選人則取得 37個席位，在地區直選部分，泛民主派獲得 57.83％的

選票，親建制派獲得38.19％，兩陣營直選議席的得票率之比仍維持

在6：4。香港也持續20年每年舉行紀念六四事件的遊行及燭光晚會，

在2009年的活動中，分別有8000人遊行和15萬人參加晚會，均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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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近年的新高紀錄，凸顯港人對自身民主發展的關切，這也是香港民

主進程的最主要動力。 

 

 

二、受金融海嘯影響，經濟成長趨緩 

香港在移交大陸後，由於全球經濟大環境不佳以及自身經濟轉型

問題，致經濟一度負成長。2003年後，在全球景氣復甦以及大陸經濟

優惠措施之協助，香港經濟開始好轉。2004~2007年，香港的經濟成

長均有不錯的表現。去(2008)年下半年以後，全球金融海嘯對香港的

衝擊加劇，無論是出口貿易、消費及投資均轉弱；該年第4季經濟出

現負成長，全年的經濟成長率僅有2.5%。今(2009)年第1季更出現7.8%

的負成長，係 11年來最大跌幅。失業率在去年下半年後逐漸上升，

全年失業率為3.6%，今年第1季失業率亦已逾5%。去年上半年通貨

膨脹的壓力，在下半年後趨於緩和，全年綜合消費物價指數上漲率為

4.3%。 

除金融海嘯的衝擊外，兩岸直航的發展，也令香港憂心其兩岸客

貨運中介地位將被削弱，進而影響經濟成長。依據香港智經研究中心

今年5月一份研究報告指出，兩岸三通將令香港長久地失去台港間原

有的60%轉口貨運，40%進出口貨運。香港各界人士於去年中兩岸兩

會復談後，便已持續對香港中介地位不保表達憂慮，並建議港府從速

制訂因應策略。 

大陸對香港也釋出多項優惠措施，協助香港穩定經濟。大陸國務

院總理溫家寶於去年12月藉曾蔭權赴北京述職時機，宣布對港14項

優惠措施、今年4月博鰲論壇釋出5項優惠措施，以及於今年5月提

前簽署CEPA補充協議六。上述優惠，以金融及旅遊措施之經濟效益

最受港人關注。 

由於今年第1季嚴重的經濟衰退，港府將今年的經濟成長預測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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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降為-5.5%~-6.5%。因此，恢復經濟成長，成為最重要課題。香港經

濟發展面臨的長期挑戰則包括，經濟轉型、貧富差距擴大、人力素質

提升及空氣污染處理等。此外，與上海在國際金融中心地位的競爭，

則是攸關香港定位與長期發展，並廣受囑目的議題。 

 

 

三、司法運作獨立，遊行活動頻繁，媒體自我審查心態仍受

關注 

雖然以往有多件與大陸有關的案件引起香港司法獨立是否受損

的質疑，惟在過往一年，並無引發重大爭議的司法案件。但受到全球

金融海嘯衝擊香港民生經濟，引發多項請願遊行活動。多個政黨及工

會即在今（2009）年元旦分別舉行遊行請願，要求港府增加預算創造

更多就業機會、不要取消福利津貼、落實紓困方案等（星島日報，2009.1.1）。

勞工節前夕及當天，也有多個勞工團體遊行抗議，反裁員、反剝削，

要求立法確立最低工資及集體談判權（新報，2009.4.27）。另外，雷曼兄弟

控股公司破產的受害香港民眾，更發動多次遊行活動及到立法會外抗

議，也成為多個向港府抗議施政缺失的遊行活動的主力（香港蘋果日報、

文匯報，2009.5.2）。 

    過去一年，香港傳媒仍可報導對中國及港府的評論，人們仍可透

過遊行抗議中共或港府的作為。但是香港記者協會在 2008 年年報中

指出，逐漸興起的愛國民族主義是對香港言論自由的威脅。同時傳媒

的自我審查問題也向受關注，前記協主席麥燕庭曾表示傳媒自我審查

現象無法改善與近半的傳媒擁有者被委任為「人大代表」或「政協委

員」有關（明報，2008.7.7），因為渠等所擁有的傳媒會避免刊登有違中共

意旨的報導。如果渠等繼續獲得委任，情況將會惡化（香港經濟日報，

2008.7.7）。美國自由之家在 2009 年 5 月間公布全球新聞自由狀況，香

港新聞自由評級排名連續第 5 年下跌，由 2005 年的第 61 位下降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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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的第 75位，並首次由自由跌至半自由級，香港民主黨對此表

關切，進行一項香港新聞自由的民調，結果顯示約有五成四的受訪者

認為香港的傳媒有自我審查的情況，同時有三成七的受訪者認為傳媒

會害怕得罪中共，而不敢自由地報導新聞（信報，2009.6.12）。 

 

四、國際對香港經濟仍持信心，關切政制發展 

    香港在國際競爭力排名上，大致維持相當水準。例如在美國傳統

基金會發表的經濟自由度排名上，已連續 15年排名第一。在世界經

濟論壇發表的全球競爭力報告2008-2009中，較前一次的報告上升1

名至第 11名。在聯合國所提出的世界投資報告中，則維持與前一年

第7名同樣的名次。而香港證交所市值也在 2008年首度超越倫敦和

紐約，居全球第二。 

   國際肯定香港投資環境，也同時關切香港的民主進程。美國國

會所屬「國會及行政當局中國委員會」、「美中經濟與安全審議委員會」

陸續在2008年11月發布年報指出，中國大陸全國人大常委會否決了港

人在2012年普選特首和立法會議員，是再次延緩香港的普選進程，而

提出的香港普選時間表並無足夠保證力，北京仍可透過全國人大常委

會的權力，篩選特首候選人，以及推遲落實普選的日期。報告建議美

國國會應該重新修訂新的美國－香港政策法，並鼓勵美國國會議員尋

求與香港立法會議員保持對話的機會，而美國國會議員在與中國全國

人大代表開會或對談時，應提出在香港推行普選的重要性。 

  歐盟執行機構歐洲委員會在 2009年 3月 10日向歐盟理事會和

歐洲議會提交2008年度香港報告書指出，歐盟對於2012年未能達成

普選感到失望，報告強調按照基本法落實普選是確保香港穩定繁榮的

最佳方法，歐盟認為去年的立法會選舉顯示香港有條件快速實行普

選。英國外交部也在 2009年 3月 19日向國會提交 2008.7.1-12.31

期間的香港情勢報告。報告總結表示，一國兩制原則在香港運作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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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英國期望在公眾諮詢後，特區政府所提出的政改方案能帶來具意

義的進展，使 2012年的選舉安排更具民主成份。報告也提及去年的

立法會選舉中，有傳媒及候選人抗議香港中聯辦在功能組別選舉中影

響投票行為，以及澳門進行基本法第 23條立法，引起港人關注與爭

論。 

   上述國際報告也都指出，在北京奧運舉行期間，多位大陸異議人

士及外籍人士遭到港府拒絕入境，令人關切香港在移交給中國大陸

後，它的自治權是否已遭到侵蝕。 

 

五、陸港日益融合，香港自治受關注 

    陸港較前進一步融合。行政長官曾蔭權出席廣西南寧第5屆泛珠

三角區域合作與發展高層論壇致辭指出，到了 2008年，香港在內地

的投資累積超過3,495億美元，佔整體外來投資約40％。而截至2009

年4月底，在香港上市的大陸企業有470家，集資額超過21,000億

港元。自從泛珠合作在 2004年開展以來，在港上市的泛珠省區企業

增長約 60％。過去一年，大陸也陸續推出多項對港優惠措施，以及

提前簽署CEPA補充協議六，加強陸港金融、基礎建設、服務業的合

作，也增加個人遊的市場，令陸港不論在人流、物流或資金上都更趨

融合。但也有論者指出，大陸多次推出挺港措施，令香港愈加依賴大

陸的政策，且愈受大陸政策之影響，勢必令「一國兩制」更趨淡化(社

評，信報財經新聞，2008.12.20)。 

    大陸與香港的政治關係仍受關切。據報導，香港中聯辦副主任黎

桂康於 2009年 3月 10日在北京舉行的港區政協小組討論會上表示，

中聯辦已與港府達成 10點協議，容許港區政協委員參與港區政事（文

匯報，2009.3.11），另外香港中聯辦研究部部長曹二寶於學習時報發表「一

國兩制條件下香港的管治力量」指出，香港有兩支管治隊伍，一支是

香港特區建制隊伍，另一支為大陸從事香港工作的幹部隊伍（信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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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4.18）。雖然港府與中聯辦出面否認有協議，同時解釋曹二寶文章不

代表中共立場（港府新聞公報，2009.5.27、星島日報，2009.3.15），但已引發中聯辦

介入香港政治事務，違反基本法對「港人治港、高度自治」承諾的爭

議。論者指出大陸在 2003 年以「政策傾斜」救活香港，令北京信心

大增，認為大陸插手香港管治並非壞事，而忘記當年「一國兩制」的

承諾，故呼籲大陸認清大陸與香港是分權關係，大陸不需插手香港的

內部管治權（社評，信報財經新聞，2009.4.20）。 

 

六、台港關係新突破，官方互動漸展開 

    台港關係在過去一年，民間往來維持熱絡，互動更為便利，官方

往來也有重大突破。根據統計，自 1997 年香港移交以來，平均每年

有 230萬人次的台灣人士赴港經商或旅遊，香港每年亦有近 40萬人

次來台旅遊或從事商務活動。為便利雙方人民往來，我方放寬港澳居

民來台臨時入境停留（落地簽、電子簽），停留期限由現行14日放寬為30

日，港府也陸續宣佈取消台灣民眾30天內只可申請兩次「網上快證」

的規定、將「網上快證」和多次入境許可證持有人在港的逗留期限由

14天延長至30天，以及持台胞證的台灣民眾，無需同時持有大陸入

出境簽注，也可以訪客身份赴港。 

    台港雙邊貿易在 2008年達 342億美元，香港對台灣投資金額約

為 3億 7千餘萬美元，台灣對香港投資約為 3億 3千餘萬美元。雙方

也在 1996 年雙邊瞭解備忘錄架構下，以附函簽署換文的方式，增加

ETF（境外指數股票型證券投資信託基金）資訊互換的約定，以利ETF

（境外指數股票型證券投資信託基金）的跨境銷售，另外，我方也開

放香港交易所掛牌企業得來台第二上市上櫃，積極強化台港間的經貿

合作關係。  

    官方互動也逐漸展開。行政長官曾蔭權先生陸續在禮賓府會見海

基會董事長江丙坤、台中市胡志強市長及桃園縣朱立倫縣長，我駐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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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均陪同在場。另台中市長胡志強、台中縣長黃仲生、南投縣長李

朝卿、彰化縣長卓伯源、高雄市長陳菊、海基會副董事長兼秘書長高

孔廉、國民黨秘書長吳敦義等赴港時，也與港府官員有所互動。香港

立法會議員、行政會議召集人、香港中聯辦官員、學商界人士都陸續

組團訪台。台港兩地也有多場台港關係研討會舉行，港府更邀請台中

市共同舉辦城市交流論壇。     

    港府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林瑞麟於 2009年 6月 4至 6日應邀

訪台，與陸委會傅棟成副主委就雙邊合作組織、加強台港經貿文化交

流等各項議題舉行工作會議，並於會後共同召開記者會表示，將成立

民間性質的新組織，建構台港新的溝通平台，我方將成立「台港經濟

文化合作策進會」並在其下設置「經濟合作委員會」；香港將在香港

貿易發展局下成立「香港---台灣商貿合作委員會」作為對口單位，作

為未來就雙方關注的事宜進行溝通與交流的平台。  

   對於台港關係的新發展，陸委會主委賴幸媛表示是難得的機遇，

期待雙方本著互惠互利原則，致力推動有利台港民眾福祉的措施，她

也誠摯邀請香港官員組團來台參訪，實地了解台灣發展情形，增進台

港的互動與官方正常往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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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附錄 

一、香港經濟情勢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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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料來源：港府統計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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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台港經貿統計圖表 

 

                 

 

 

 

 

 

 

               資料來源：財政部 

 

  

 

 

 

 

 

 

   

  

              資料來源:香港海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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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台港重要互動簡表 

 

時間 事件 

2008.7.18 行政長官曾蔭權在禮賓府會見江丙坤，我香港事務局楊家駿局長

陪同會面。 

2008.9.10 香港中聯辦台灣事務部副部長何志明隨香港中華總商會訪台。 

2008.10.15 行政長官於施政報告中宣布加強台港關係，包括香港貿易發展局

在台北設立辦事處、推動「香港－台灣商貿合作委員會」、在

2009年1月向台灣民眾推出兩項新的入境便利措施。 

2008.10.16 港府投資推廣署署長盧維思來台招商並拜會我經濟部。 

2008.10.19 高雄市長陳菊取得港簽赴港宣傳觀光旅遊。 

2008.10.22 港府行政會議召集人梁振英率團訪台。 

2008.11.18 王志剛（台灣對外貿易發展協會董事長）赴港參加第3屆「台港

論壇」、國民黨秘書長吳敦義赴港參加第4屆「兩岸論壇」，兩人

會見香港中聯辦主任高祀仁，港局楊家駿局長作陪。 

2008.12.5 香港貿易發展局台北辦事處開幕。 

2008.12.18 香港機場管理局行政總裁許漢忠率團訪台 

2009.1.1 港府放寬我人民訪港措施。取消台灣民眾30天內只可申請兩次

「網上快證」的規定；將「網上快證」和多次入境許可證持有人

在港的逗留期限由十四天延長至三十天。 

2009.1.7-8 台中市長胡志強、台中縣長黃仲生、南投縣長李朝卿、彰化縣長

卓伯源赴港推銷旅遊、農產品，並與港府財政司司長曾俊華、政

制及內地事務局林瑞麟會面。 

2009.2.19 海基會高孔廉副董事長訪港，港府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林瑞麟

設宴款待，香港事務局局長楊家駿作陪。 

2009.2.23-24 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常任秘書長羅智光以「香港---台灣城市交流論

壇」籌備委員會主席的身分，率領7人小組赴台中商議相關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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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2.25 我宣布港澳居民來台臨時入境停留（落地簽、電子簽），停留期

限由現行14日放寬為30日。 

2009.3.30 港府民政事務局局長曾德成以「第二屆世界佛教論壇港澳代表團

名譽團長」的身分來台參加論壇閉幕式，並舉行專題演講。 

2009.4.1 桃園縣縣長朱立倫率團赴港推銷桃園航空城，與行政長官曾蔭權

於禮賓府會見。 

2009.4.14-16 台中市長胡志強率領60人赴港參加城市交流論論壇。曾蔭權在

禮賓府會見胡志強市長，港局楊局長陪同胡市長會見。港府宣布

新措施，台灣人民不需同時持有港簽及內地入出境簽注下，可以

以訪客身分在港逗留不超過七天；港府並表示雙方官員將互訪。

同時如果有適當的條件與環境，港府不排除在台灣成立官方或半

官方的機構。 

2009.5.31 行政院長劉兆玄接受亞洲週刊專訪時表示，希望台港互設機構、

官員互訪。 

2009.6.4-6 港府政制及內地事務局林瑞麟局長訪台，與行政院大陸委員會傅

副主任委員棟成就台港成立雙邊合作機構舉行工作會議，會後共

同召開記者會表示，雙方將成立對口單位，就兩地關心的貿易、

投資、旅遊及其他雙方合作的事宜作交流和討論，雙方政府高層

官員將積極參與雙方合作委員會的活動，也會在適當時機互訪。

另林瑞麟局長亦到陸委會拜會賴幸媛主委，就台港關係交換意

見。 

2009.6.20 香港中聯辦副主任郭莉應中華民國全國工業總會邀請，以「香港

中國企業協會」名義，率領中聯辦多名主管及中資在港企業負責

人20多人訪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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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香港移交12週年爭議事件 

               香港九七之後 
                      五十年不變？ 
                 自由？人權？法治？ 

香港移交後之爭議事件（2008.7.-2009.6.）                  總計：2件 

次

數 

時 間 紀 事 要 點 資料來源 

179 2008.5-2008

.9. 

中國大陸介入香港立法會議員選舉 

■ 「中聯辦」被指動員輔選： 

1. 利用組織配票，支持或排擠特定人選：自

由黨籍全國人大代表田北辰指出，「中聯辦

一直在參選這次選舉」，並稱中聯辦支持特

定候選人，令同為親中陣營者亦無法分得

票源。 

2. 威脅選民不得支持泛民主派：不少在香港

具有陸資背景的公司表示受到壓力，指他

們如果不投票給親建制派候選人，未來公

司在拓展業務上將受限制。亦有員工指

出，因公司受到中聯辦壓力，該公司高層

向員工示意要投票給親建制派候選人，如

不從將解雇。 

3. 推出隱形左派候選人，搶奪泛民主派選

票：候選人曾建成公開指出，受北京支持

的隱形左派候選人，假扮獨立與自由民主

開放，意圖混淆視聽搶奪泛民主派的選

票。 

■ 輿論要求中聯辦停止干預：傳媒社評指

 

 

明 報 ，

2008.9.8 

 

 

 

香港蘋果日

報 ，

2008.8.26 

 

 

 

 

大紀元電子

報 ，

2008.8.19 

 

 

明報社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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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

數 

時 間 紀 事 要 點 資料來源 

出，有關中聯辦介入選舉的傳聞不僅多且

具體，中聯辦應儘快澄清，否則將對一國

兩制及高度自治構成損害。社評強調，選

舉屬香港內部事務，應由港人自行決定，

中聯辦不應插手。 

2009.9.15 

 

 

 

 

180.  

2009.3.10 

中聯辦介入香港管治，損害高度自治 

n 中聯辦自承與港府達成協議：香港中聯辦

副主任黎桂康在北京舉行的港區政協小

組討論會上表示，中聯辦已與港府達成

10點協議，容許港區政協委員參與港區

政事。 

n 中聯辦官員表示存在第二管治隊伍：香港

中聯辦研究部部長曹二寶於學習時報發

表「一國兩制條件下香港的管治力量」指

出，香港有兩支管治隊伍，一支是香港特

區建制隊伍，另一支為大陸從事香港工作

的幹部隊伍。 

n 港府與中聯辦出面否認有協議，同時解釋

曹二寶文章不代表中共立場。 

 

n 輿論呼籲大陸不要插手香港內部管治：論

者指出 2003年大陸以「政策傾斜」救活

香港，令北京信心大增，認為大陸插手香

港管治並非壞事，而忘記當年「一國兩制」

的承諾，故呼籲大陸認清大陸與香港是分

 

文 匯 報 ，

2009.3.11 

 

 

 

信 報 ，

2009.4.18 

 

 

 

 

港府新聞公

報 ，

2009.5.27 

社評，信報，

2009.4.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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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

數 

時 間 紀 事 要 點 資料來源 

權關係，大陸不需插手香港的內部管治

權。 

 



 17 

五、香港移交12週年大事紀                      2008.7-2009.6  

 

時    間    紀                            要 

2008.7.16 港府針對通膨壓力公布10項紓困措施，金額達110億港元。 

2008.7.11 維他奶集團成立 68年來首次員工集體罷工事件，並引發隨後幾

起罷工事件。 

2008.7.29 陸港簽署CEPA「補充協議五」。 

2008.9.7 香港第四屆立法會議員選舉，參選人數創歷屆新高。泛民主派候

選人取得23個席位，親建制派候選人則取得37個席位。 

2008.10.15 特首發表名為「迎接新挑戰」的施政報告，提出因應金融危機、

民生議題及環境污染的政策，以及加強與我交流。 

2009.1.6 公民黨發起靜坐活動，要求港府提出的 2012 年選舉辦法諮詢報

告文件必須一併交代2012、2017及2020年的普選路線圖。 

2009.1.15 特首曾蔭權於立法會問答大會表示，有關 2012年選舉辦法的諮

詢工作將延後至今年第四季才進行。 

2009.2.20 多位香港立法會議員疑似因欲參加有關澳門基本法第 23 條立法

相關活動而被拒入境澳門，香港立法會議員在立法會上提出質

詢，要求政府相關部門瞭解內情 

2009.3.11 報載特區政府與香港中聯辦已就港區政協委員可發揮的功能及

角色達成 10點協議。 

2009.4.18 傳媒揭露香港中聯辦研究部部長曹二寶撰文表示存在第二支管

治隊伍。 

2009.5.9 陸港簽署CEPA「補充協議六」。 

2009.5.15 香港泛民主派立法會議員隨團考察大陸經貿及環保事務。 

2009.5.31 支聯會舉辦紀念六四遊行，約 8000人參加，近年來新高紀錄。 

2009.6.4 支聯會舉行「六四燭光晚會」，約15萬人參加，近年來新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