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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香港和澳门回归中国前，唱衰香港和澳门的前景曾

是西方舆论比较一致的声音。1995年6月，美国《财富》杂

志国际版亚洲区女记者露易丝·克拉尔在《香港之死》一文

中断言：香港回归后，必将丧失它作为一个充满活力的国际

商业和金融中心的地位，商界会撤离香港，腐败会滋生并扩

散。香港未来的赤裸裸的真相可以用两个字概括——完蛋。

2002年5月，《财富》又以《谁要香港？》作为封面标题，对主

权移交近五年来的香港现状表示忧虑，称中国经济向全球开

放后，香港作为外资进军内地的大门作用会丧失，加上香港

内部经济问题重重，因此香港的地位将会被上海取代。

然而，在不长时间后，曾认为香港这只金丝雀会在回归中

国后死掉的西方人发现，金丝雀依然欢叫。2007年7月，《财

富》杂志开始道歉认错，编辑沙里丹·普拉索撰写了《哎哟，

香港根本死不了》。文章写道：1995年，《财富》杂志曾预言

香港主权移交回中国后，它将会衰落。但是在2007年，这座

城市比以前更繁荣——好吧，好吧，我们错了⋯⋯自1997年7

月1日的移交过去了十年，香港远没有死，并且几乎不会死。美

国《时代》周刊也以整整25页的篇幅探讨回归十年后香港的

变化，对“香港死亡”的言论进行重新审视，承认其姐妹杂志

《财富》当年报道错误，认为香港比从前更有活力。

十几年的实践证明：“一国两制”在解决香港、澳门问

题上取得了成功。很多人在思考同样的问题：中国共产党靠

什么保持了香港、澳门的繁荣与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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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为什么能保持香港、澳门的繁荣与稳定？

“长期打算、充分利用”

2200多年前，秦朝设置南海郡管辖香港和澳门，由此开始，香港、澳

门就在中国中央政权的管辖之下。

香港和澳门被割让是清王朝一步步衰败的结果。1840年，英国人在中

国贩卖鸦片遭到禁止，英国政府以此为借口，打着所谓维护“合法贸易”的

幌子发动了鸦片战争。1842年，清王朝战败，被迫签订中英《南京条约》，

割让香港岛。1856年，英法联军发动第二次鸦片战争，迫使清王朝于1860

年签订《北京条约》，割让九龙半岛，即今界限街以南的地区。1898年，英

国又逼迫清王朝签订《展拓香港界址专条》，强租新界，租期99年，至1997

年6月30日结束。今天的整个香港地区就是通过这三个条约割让或“租

借”了出去。

1553年葡萄牙的船队借口船队遇风浪，船上货物湿了，借澳门沿海晒物

品，贿赂当地官员占领澳门。1557年开始，葡萄牙从明王朝租借澳门。1845

年，葡萄牙女王玛利亚二世擅自宣布澳门为自由港，允许所有外国商船来澳

自由贸易。1851年和1864年，葡萄牙又分别侵占了凼仔、路环两岛。1887年，

清王朝被迫签订中葡《友好通商条约》，同意葡国“永驻管理澳门”。

清王朝被推翻后，无论北洋政府、国民政府，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政

府，都不承认近代以来列强通过战争方式和违背国际法原则强迫清王朝签

订的不平等条约，并且为香港、澳门回归进行了不懈的努力。

1919年初，北洋政府在巴黎和会上提交“希望条件说帖”，要求归还新

界被拒。1921年到1922年的华盛顿会议上，北洋政府代表再次提出收复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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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又被拒绝。1927年，国民政府先后收回汉口、九江租界，接着又宣布“于

相当时期提议废止不平等条约”，英国政府不予理会。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中、英、美结成战时盟友。1942年10月，蒋介

石希望英、美自动取消在华特权，英国政府担心中国收回新界会动摇其整

个殖民体系而再次拒绝。1945年8月15日，日本战败投降，作为战胜国之一

的中国准备收回香港。盟军总司令麦克阿瑟将军也发布“一号受降令”，规

定“除满洲而外的中国范围内的全部日本军队都向中国军队投降”。但当

国民政府准备在香港接受日军投降时，英国也派遣一支舰队赶往香港，宣

布日军的受降应由英军负责，美国随之支持英国。8月24日，麦克阿瑟将军

向日本大本营发出“香港日军向英军投降”的命令，国民政府失去了收回香

港的最佳时机。

1949年，在全国即将解放之时，苏联曾向中国共产党提出过打下香

港的建议。对此，1949年2月，毛泽东在会见斯大林派来的代表米高扬时

说：目前，还有一半的领土尚未解放。大陆上的事情比较好办，把军队开过

去就行了。海岛上的事情就比较复杂，需要采取另一种较灵活的方式去解

决，或者采用和平过渡的方式，这就要花较多的时间了。在这种情况下，急

于解决香港、澳门的问题，也就没有多大意义了。相反，恐怕利用这两地的

原来地位，特别是香港，对我们发展海外关系、进出口贸易更有利些。总

之，要看形势的发展再作最后决定。毛泽东还指出：香港问题不是打与不

打，是如何保证香港的稳定、安全，如果打下来是一个烂摊子，不如维持

现状。因此，在新中国成立前夕，中共中央作出了“暂时不动香港”、“长期

打算、充分利用”的决策，中国人民解放军也“勒马深圳河”，没有向香港

进军。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政府曾多次就香港问题表明立场：香港是被英国

侵占的中国领土，中国政府对于三个不平等条约不予承认，将在条件成熟

的时候通过谈判和平解决，在没有解决之前，维持香港现状。对解决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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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为什么能保持香港、澳门的繁荣与稳定？

问题的“适当时机”，毛泽东有过一个初步的设想。1972年10月，周恩来会

见英国《泰晤士报》记者路易丝·海伦时首先予以披露：“当条约到期时，

两个国家必须进行谈判。”114 1974年5月，毛泽东会见英国首相希思时再次

明确表态，香港在1997年应该有一个平稳的交接。

经中国政府的努力，1972年3月8日，第27届联合国大会将香港、澳门从

殖民地名单上删掉，标志着香港、澳门问题进入了回归中国的实质性阶段。

在香港、澳门回归前的很长时间内，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通过各种

措施，保障港澳居民的生活，促进香港、澳门的稳定和发展。香港、澳门山

地多、耕地狭小、人口密集，香港可耕地只占香港土地的0.5%，因此粮食、

水果、蔬菜、饮用水等是香港、澳门居民面临的首要问题。新中国一直对

香港、澳门实行特殊的政策，以优惠的价格向港澳居民提供生活必需品、

淡水和工业原料等，即使是在内地经济遭遇严重困难时，这种供应也没有

中断。

在港澳居民心中，“三趟快车”是他们的“生命线”。这三趟快车是

1962年由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亲自批准，分别从上海、郑州、武汉三地始

发的编号为751、753、755次（现分别改为82751、82753、82755次）列

车，为港澳居民提供蔬菜、鱼肉等基本的生活资料。从1962年开通至今

的49年中，共开行了4万多列。供应港澳市场的活猪和活牛已达1亿多头。

还运输了10亿多只家禽，以及大量的蔬菜、水果、蛋品等，占香港市场供

应量的99%以上，冻肉水产、瓜果蔬菜等占50%以上。1965年，周恩来

亲自批准深圳东江水库向香港供应淡水，直到今日，东江水库一直被称

为香港“生命之源”。香港岭南大学公共政策研究中心主任何泺生认为：

“三趟快车”确保了香港副食品的长期供应稳定，对香港的经济有巨大

帮助，内地供港的不只是副食品，也供应大量廉价生活必需品和工业原

料，为港人安居乐业提供了最基本的条件，促进了香港经济起飞。

据统计，19 54～19 63年香港进口的食品有43%是由内地提 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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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4～1973年增至50%，而且是以低于国际市场的优惠价格提供给香港

的。这些措施不仅对稳定香港物价、满足居民消费需要起到了积极作用，而

且对于香港降低生产成本、增强出口产品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方面起着重

要的作用。

20世纪80年代初期，受到土地、原材料的限制，香港经济处于低迷和

徘徊状态。而这一时期内地实行改革开放，靠近香港、澳门的广东率先实

行开放政策，吸引了60万香港居民向面积达20万平方公里的广东进行产业

转移，促进了香港经济的转型。内地廉价的土地、充裕的资源和劳动力、低

廉的劳动成本，使香港的加工工业重获国际市场竞争力。内地发展带来庞

大资金需求，推动香港金融业务稳定发展。

华人首富李嘉诚一直相信中国对香港的政策有利于香港的繁荣稳定。

1965年，香港境内有大量关于“中共即将武力收复香港”的谣言散布，导致

很多香港人降价抛售物业，逃离香港。李嘉诚却认为，中国1949年本可一举

收复香港，但是没有那样做，根源在于中国共产党不希望香港混乱，善待香

港是真诚的。因此，他在香港大力进行房地产投资，20世纪70年代末又第一

批把自己的产业转移到广东省，经过30年的发展，成为香港首富，也是华人

首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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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为什么能保持香港、澳门的繁荣与稳定？

为香港回归作出巨大贡献的中国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曾说：我最

大的愿望，是活到1997年，就是要在中国收回香港之后，到香港自己的土地

上走一走。“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再度复出的邓小平提出了实现祖国和平

统一的目标，并且创造性地提出了“一国两制”的构想，为香港问题的历史

性解决打开了思路。

“一国两制”的着眼点是台湾问题。但是由于台湾问题的复杂性、艰巨

性和长期性，“一国两制”的构想在台湾问题上迟迟没有取得应有的进展。

因此，邓小平把“一国两制”构想的突破口定位在条件相对成熟的香港问题

上。“一国两制”的核心是中国内地坚持社会主义制度，香港、澳门继续坚持

原来的社会制度不变。邓小平的关注点在于：一是究竟应该在什么时间、以

什么方式在香港恢复行使主权，以便尽可能地实现“平稳过渡、顺利交接”；

二是如何才能在香港回归以后继续保持香港的稳定、繁荣，最大限度地利

用香港的传统的国际经济中心的特殊地位和功能，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

现代化建设服务。

1979年3月，邓小平会见来访的第25任香港总督麦理浩，首次公开了他

对香港问题的想法：“我们把香港作为一个特殊地区、特殊问题来处理。到

了1997年，无论香港问题如何解决，它的特殊地位都可以得到保证。说清楚

一点，就是在本世纪和下世纪初相当长的时期内，香港可以搞它的资本主

义，我们搞我们的社会主义，因此，请各国投资者放心。”115

1982年9月，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访华。以“铁娘子”著称的撒切尔夫

主权问题不能谈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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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和被誉为“钢铁工厂”的邓小平都以强硬的态度表达了自己对香港问题

的立场。撒切尔夫人傲慢地认为中国共产党治理不了香港，想以主权换治

权。邓小平严辞斥责。他指出，“香港不是马尔维纳斯，中国不是阿根廷”，

主权问题一分一寸都不能让。邓小平表达了中国政府的基本立场：第一，

主权问题不是一个可以讨论的问题；第二，1997年中国将收回香港，不仅

包括新界，而且包括香港岛和九龙半岛，中国在这个问题上没有回旋余地；

第三，如果中国在1997年——也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48周年——时还

不能把香港收回，任何一个中国领导人和政府都不能向中国人民交代，甚

至也不能向世界人民交代。

中英两国的意见分歧，使香港局势不稳，一些财团插手，物价上涨，港币

贬值，英国企图以此向中国政府施加压力。中国政府发表声明：如果香港出

现动乱，中国不排除提前收回香港的可能性。顾及中国的警告和自身的经济

1982年9月24日，邓小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明确阐述中国政府对香港问

题的基本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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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为什么能保持香港、澳门的繁荣与稳定？

利益，英国政府不得不同意香港主权属于中国。

英国在第二阶段谈判中又提出香港要有一个过渡时期，从1997年开始，

大约经过30年左右。中国政府坚决反对，认为：续约、托管、共管以及中国主

权英国管理等，其实都是延长英国在香港的统治，都有损中国的主权，是中

国绝对不能接受的。

中国政府的坚决态度和立场，使英国原先抱有的一切幻想都破灭了。

撒切尔夫人为此给中国领导人写来一封信，表示愿意同中方合作，并理解中

国的立场。1984年4月15日，英国政府在声明中委婉地同意将香港的主权和

治权交给中国。1984年9月26日，中英双方终于在联合声明上签字，达成了

1997年7月1日中国开始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的协议。

1979年中国与葡萄牙建交时，双方就澳门问题达成谅解，葡萄牙承认

澳门是中国的领土，双方同意在适当时候通过两国政府间的谈判解决这个

问题。1984年中英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发表后，葡萄牙总统埃内亚斯

于1985年访华，中葡协议派出政府代表团谈判解决这一问题。但葡方在谈

判中提出，把对澳门的治权拖到21世纪再交给中国。中国外交部发表声明指

出：“任何超越2000年后交回澳门的主张，都是不能接受的。”葡萄牙方面

随即放弃这一想法。1987年4月13日，双方签署了中葡关于澳门问题的《联

合声明》和两个附件——《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对于澳门的基本政策的具体

说明》和《关于过渡时期的安排》。1988年1月15日，双方交换了声明的批准

书，联合声明开始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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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7年7月1日，中

国国家主席江泽民宣布

香港回归，并承诺回归

后贯彻“一国两制”的方

针。当转播镜头切向参

加回归仪式的英国王子

查尔斯时，他露出一脸

的不信任。查尔斯的怀

疑，反映了西方甚至包

括很多香港居民的心态，那就是，中国真的会在香港实行“一国两制”吗？

香港、澳门回归以后，中央政府始终坚持“一国两制”、“港人治港”、

“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的基本方针，积极支持、帮助香港、澳门实现

繁荣稳定。1997年和1999年中国政府恢复对香港、澳门行使主 权 后，分

别设立香港和澳门特别行政区，根 据《中华人民 共和国香 港 特别行政

区基本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香港、澳门特

别行政区分别由香港和澳门的中国人来治理。第一任香港特别行政区行

政长官董建华和第一任澳门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何厚铧都是香港、澳门

人士选出的，也都 是当地 居民。香 港 著名 新闻工作 者 和社会 活 动 家 金

庸 在评 价“一 国 两 制”时 诙 谐 地说：“回 归 后 我们 还 是 怕 老 婆 不怕 政

府！”他用幽默的语言道出了香港市民对回归后的感觉。

“马照跑、舞照跳、股照炒”

1997年6月30日，最后一任港督彭定康在雨中接过降下的英国国

旗和港督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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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为什么能保持香港、澳门的繁荣与稳定？

回归以来，中央政府依据《基本法》处理香港、澳门事务。除了积极支

持与配合香港政府及维护香港的自身利益外，从不直接干预香港事务。香港

特区政府在施政中，始终贯彻“一国两制”与“港人治港”的方针政策，维护

了香港自由港地位与社会的相对稳定。香港回归后，民众的抗议游行活动有

所增加，甚至出现大规模的抗议游行。不论其动机如何，基本上均能依法行

事，未引起严重的社会冲突。特别行政区政府与中央政府也没有干预。这是

香港“一国两制”成功实践的重要体现，避免了在政治改革过程中容易出现

的社会动乱。尽管在政治体制改革与新闻自由等方面不时出现较大争议，

但总体上香港依然是一个言论自由的地方，左、中、右各种声音都有。自称为

“民主派”的言论没有受到封杀，各种批评特别行政区政府的言论没有受到

限制。欧洲华文传媒协会主席、法国《欧洲时报》总编辑梁源法说：“客观地

讲，十年前香港回归前夕的确有一些居民对前途缺乏信心，我有一些朋友就

邓小平向撒切尔夫人解释“一国两制”构想时，用了一个很形象的比喻，即香港回归中国后，“马照

跑、舞照跳、股照炒”。回归后的香港，“马照跑，跑得更欢；股照炒，炒得更大”。图为2004年“国

庆杯”赛马在香港沙田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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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民到了新加坡等地，但近年来他们都纷纷返回香港，因为现实让他们对香

港充满了信心。今天的香港‘马照跑、舞照跳、股照炒’，经济稳定发展，人民

生活安定，大家相信‘一国两制’政策的承诺是稳定可靠的。”

回归后，中央政府也一直支持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进行政治体制改革，

香港特别行政区先后通过2004年和2006年两个政改方案。2010年，香港立

法会通过2012年政改方案，分别对2012年特区行政长官和立法会的产生办

法做出修改。2012年行政长官选举委员会人数由800人增至1200人，行政长

官选举委员会由工商界、金融界，专业界，劳工、社会服务、宗教界等，立法

会议员、区议会议员的代表、乡议局的代表、港区全国人大代表、港区全国

政协委员的代表等共四大界别人士组成，每个界别300人，不少于150名的

行政长官选举委员会委员可联合提名行政长官候选人等。立法会议席总数由

60席增至70席，其中功能组别和分区直选议席各为35席。

同时，中央政府还积极促进港澳进一步参与国际事务。2006年11月，

中央政府积极支持香港人陈冯富珍竞选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陈冯富珍当

选后表示：这是中国人第一次出任这一组织的最高行政领导，我很相信不单

是我们香港人为这件事而觉得骄傲，这是国家总体实力的体现和支持的结

果。2008年北京夏季奥运会举行，香港是北京奥运会的重要协办城市，承

担了马术项目的全部比赛。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政务司司长、奥运马术委员

会主席唐英年说：“正因为回归祖国，香港才能与其他内地城市一起协办北

京奥运会的部分赛事，最直接地感受和分享作为奥运城市的荣耀与激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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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为什么能保持香港、澳门的繁荣与稳定？

金丝雀依旧欢叫

1997年亚洲发生金融危机，作为世界四大金融中心的香港受到严重的

影响，股市下跌、汇率不稳定、经济持续低迷、失业率居高不下。中央政府依

靠强大的市场和稳定的货币汇率政策帮助香港经济复苏和稳定。一是加大

对香港的扶持力度，包括开放内地市场、加大对香港基本生活品的供应、加

大基础设施投资等一系列措施，使香港经济逐渐复苏。二是帮助香港应对

国际金融投机，动用庞大的外汇储备吸纳港元，调高利息并抽紧银根。三是

调动中资公司积极进入香港股市，先后有24家蓝筹、红筹上市公司从市场回

购股份，推动大市上扬。四是支持以1000亿港元平准基金稳定香港股市、汇

市。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董建华认为，中央政府对香港应对金融危机的

政策“实在值得赞赏”，是对香港的“巨大帮助”。

2001～2005年年底，中国内地向香港注入1620亿美元资金，极大促进了

香港经济复苏。1997～2003年虽然经历了六年的经济徘徊和低迷，一度引起

了外界的关注和质疑，但是这一时期整个亚洲地区经济处于衰退状态。经过

调整，2005年香港经济进入了快速发展，经济增长率7.5%；2006年香港经济

实际增长6.8%，失业率降至历史最低，航运业、贸易增长迅速。

中国内地是港澳最大的贸易和投资市场，为了促进港澳发展，中央政府

一直采取积极的进出口贸易和投资政策。到2007年，共批准港澳投资项目16

万个，共有47万港澳居民在内地生活。内地对港澳非金融类直接投资109亿

美元，企业投资金额439.7亿美元。1997年6月底在香港上市的中国大陆企

业只有83家，到了2007年5月增至373家，这些企业的股票市值总额占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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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市市值的一半以上。香港股市2006年首次超过伦敦和纽约，位居上市企

业资金领域的世界首位。现任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曾荫权多次表示：没

有中央政府的强力支持，香港不可能渡过金融危机和完成产业转型。

为了发展香港、澳门的文化教育事业，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全资的七

所大学之一的香港浸会大学，在2005年试验性地招收了270名内地学生，

2007年则招收了约1000名学生。目前已经有五所香港的大学在内地招生，

每年招收内地学生3000多人。

2003年1月，当时的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行政长官董建华建议中央政

府开放内地居民赴港澳自由旅行，以促进港澳经济的增长。经过努力，目前

已经有内地54个城市的居民可以自由赴香港澳门旅行。开通七年以来，已经

有4000万内地居民赴港澳旅游、购物和消费，仅在香港一地累积消费就达

1500亿港元，极大地促进了香港经济复苏。

澳门地域狭小，产业结构单一，在发展中受到严重限制。中央政府积

澳门大三巴前的舞狮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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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为什么能保持香港、澳门的繁荣与稳定？

极促进澳门的产业转型，拓展发展空间，2006年批准澳门纳入大珠三角计

划。2009年中央投资700亿元建设珠港澳大桥，极大地促进了澳门发展。中

央政府牵头，在珠海横琴岛建设“澳门大学横琴校园”，为澳门大学提供了

广阔的发展空间。所有这些基础设施、教育文化等投资，为澳门发展注入了

新的活力。

澳门理工学院“一国两制”研究中心主任杨允中教授指出：2000年至

2008年，澳门人口从43万增加到54万；土地面积从21平方公里增加到29

平方公里；GDP从497亿澳门元增加到1700多亿澳门元，年均增长14.5%；

人均GDP从1.4万多美元增加到3.9万多美元，增长2.7倍，在亚洲仅次于日

本。他认为“这样的速度全世界都难找第二个”。该研究中心2008年的一

份问卷调查显示：澳门回归十年来，经济发展，社会稳定，民生改善，大多

数市民认同“爱国爱澳”为核心价值，认为“一国两制”在澳门已成功实践

的受访者占到98%。

回归以来，香港、澳门原有的自由市场和经济制度都得到了进一步维护与

发展。香港维持了国际金融中心、航运中心、信息中心与商务服务中心的地位。

到2007年，香港连续十年被美国传统基金会评为“全球最自由经济体”。该基

金会认为香港仍为免税港，政府极低程度干预商业活动，对外投资障碍极低，

金融与银行限制极少。这既是对香港的肯定，也是对“一国两制”的肯定。

2007年，81岁的撒切尔夫人在接受英国广播公司采访的时候说：十年

前，要归还的时候，英国担心由中国统治，香港不可能繁荣。但是十年过去

了，事实证明这些担心多半没道理。

回归后，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不断改革，完善相关制度，提高效率，使

得香港国际金融中心与航运中心的地位更加巩固。世界越来越多的金融机

构集中香港，香港成为亚洲乃至世界最大的证券市场之一。香港的集装箱

装卸量继续维持世界前列，香港新机场自1998年运营以来的航空货运量

一直高居世界第一。这一切充分显示，香港回归后经济依然具有活力与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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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潜力。

旅游和博彩业一直是澳门的经济支柱，回归后，澳门一直被称为“东方

蒙特卡洛”，它的赌场收益在2006年年底超过了拉斯维加斯，成为真正意义

的世界第一赌城。与此同时，背靠内地广阔的市场，澳门的教育、金融业获得

了巨大发展。

2003年6月29日和10月17日，中央政府分别与香港和澳门特别行政区政

府签署《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和《内地与澳门关于

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CEPA）。其总体目标是：逐步减少或取消双

方之间实质上所有货物贸易的关税和非关税壁垒；逐步实现服务贸易的自

由化，减少或取消双方之间实质上所有歧视性措施；促进贸易投资便利化。

CEPA是国家主体与香港、澳门单独关税区之间签署的自由贸易协议，是内

地与港澳制度性合作的新路径，提高了内地与香港、澳门之间的经贸合作水

平。2010年4月7日，广东省人民政府和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签署了《粤港合

作框架协议》。《粤澳合作框架协议》也基本谈成，即将签署。这些协议的签

署和实施，必将促进粤港澳之间的合作和发展。

2010年10月，中共中央在关于“十二五”（2011～2015）规划的建议中，

专门对港澳的发展作出了规划，其中最重要的是支持香港巩固和提升国际

金融、贸易、航运中心地位，增强产业创新能力，推动经济社会协调发展。支

持澳门建设世界旅游休闲中心，促进经济适度多元发展。可以预见，在未来

的几年中，香港、澳门依旧会获得巨大的支持，发展前景依旧美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