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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港府推綠色旅遊資助計劃 

 香港研發投入升仍嫌不足 

 製造業成中央穩增長首務 

1. 港府推綠色旅遊資助計劃 

特區政府撥出 5,000 萬港元於 2020 年元旦起推行「綠色生活本地遊鼓勵計劃」；本地旅

行社每接待一名本地旅客參加合資格的本地旅遊活動可獲 100 元資助。 

短評 

旅遊業是香港重要經濟支柱之一；2018 年僱用約 26 萬人，產值佔本地生產總值 4.5%。

但隨著反修例風波的爆發，連月來訪港旅客人數顯著下降。2019 年 7至 11月期間，整體

訪港旅客人數按年大跌 36.2%；當中過夜旅客的跌幅達 39.3%，不過夜旅客下挫 33.6%。

若以 2018 年過夜旅客人均消費 6,614 元以及不過夜旅客人均消費 2,202 元進行估算，7至

11 月間的旅遊收益銳減近 439 億元。受旅業不景拖累，相關行業的失業率亦掉頭上升，

零售、住宿及膳食服務業 9 至 11 月的失業率上升至 5.2%，高於整體就業市場的 3.2%，

亦創下三年來的高位；餐飲服務活動業的失業率更上升至 6.2%，為八年多來最高水平。 

因應社會事件對工商業造成的影響，特區政府推出多輪「撐企業」的措施；對旅遊及相

關行業的支援主要是從「降成本」方面著手。例如，香港旅遊發展局豁免業界參與其在

内地及海外舉辦的展銷會及業務洽談會的費用；政府亦為每間旅行社提供最高港幣 6 萬

元的資助，按接待的入境或出境的過夜旅客數目發放現金鼓勵，協助業界紓緩經營壓力。

是次政府推出的「綠色生活本地遊計劃」在資助方式上與之前推出的「旅行社現金獎勵

計劃」一脈相承，但政策目標更加著眼於「拓客源」，旨在鼓勵業界吸引港人留港旅行

以對沖訪港旅客下跌的影響，並藉此帶旺和提振本地消費市道。 

眾所周知，港人喜歡出遊，更不吝於在旅途中花錢消費；根據全球旅遊搜尋引擎 KAYAK

發佈的報告，近 6 成受訪港人年均花費高達 5 萬元於旅遊產品上，有 2 成受訪者的年均

旅遊開銷更高達 10 萬元。如果能促使港人「留港旅遊」，將部分到境外的花費轉化為在

本地的旅遊開支，實現旅遊服務的「進口轉內需」，相信可為本土經濟帶來為數可觀的

「進賬」。在 2003 年「沙士」期間，許多市民紛紛參加各種本地遊，除了有助於在非常

時期紓解心情、增進家庭關係之外，更為刺激本土經濟活動建樹奇功。 

根據「綠色生活本地遊計劃」的執行方案，是次資助的旅遊項目須以「綠色」為主題，

指定的旅遊地點包括本地郊野公園、地質公園等；政府亦要求相關旅遊活動須遵守特定

的環保守則，例如旅遊期間不可觸及瀕危動植物和使用即棄塑膠、旅客需自備水樽及自

行帶走旅遊過程中產生的垃圾等。縱觀全球，綠色遊乃方興未艾的潮流，亦是不少地方

推動旅遊業增長的主攻方向之一。據世界旅遊組織估算，全球環境旅遊業務每年總值達

1,000 億美元(7,790 億港元)；該組織將「綠色旅遊」定義為：在旅途中秉持「節能減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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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精神、享受「生態人文」以及盡力減低對環境造成影響的旅遊類型。 

英國、澳洲和台灣均是銳意推廣綠色旅遊的表表者。例如，澳洲早於 1994 年就頒布全球

首份《國家生態旅遊策略》，當地政府並於業務開拓、基礎設施、地區規劃以及行業認

證等範疇投放資源，全方位支持生態旅遊的發展。時至今日，澳洲在綠色生態遊相關的

法規、研究、產業、推廣以及制度化管理等方面日臻完善；2016 年當地的自然環境旅遊

活動吸引了約 520 萬名國際旅客和 2,010 萬國內過夜旅客。 

香港雖是彈丸之地，但境內的 20 多個郊野公園及特別地區總面積高達 4萬多公頃，佔全

港土地面積 40%；建於 1977 年的香港海洋公園集娛樂、教育及保育於一體，堪稱亞太區

綠色旅遊設施的先驅，近年香港的濕地公園和世界級的地質公園亦相繼投入使用。除了

坐擁眾多自然景觀、豐富的生物多樣性以及日趨完備的設施等「地利」之外，港人一向

注重環保，對生態遊的認知和接受程度較高；這也是有利本港發展綠色遊的「人和」因

素。事實上，現屆香港政府亦窺准綠色旅遊的發展前景，2017 年的《施政報告》中提出

要培育、拓展綠色旅遊產品和項目，加強保育偏遠鄉郊地區的自然生態和人文資源，以

及活化有關村落的建築環境等；政府更在 2018 年成立了還「鄉郊保育辦公室」，並預留

十億元進行相關的工作及活化工程。 

近年香港的旅遊業雖然蓬勃暢旺，但一直未能走出「粗放型」增長的窠臼；發展模式單

一，過分偏重購物等消費活動更為人所詬病。綠色旅遊具備條件成為香港旅遊業的新增

長點，對吸引高素質、高消費能力遊客以及「回頭客」相信有不俗的魅力。可以說，政

府此次推行「綠色生活本地遊計劃」具有「一石三鳥」的功效；除了帶動本地消費以及

幫助旅遊業者開闢本地客源以解燃眉之急之外，亦可藉此鼓勵業界發掘更多的高增值和

符合潮流的旅遊產品，將來更可向外地訪港遊客推而廣之，為帶動香港旅業邁上高品質

的發展之路助一臂之力。 

2. 香港研發投入升仍嫌不足 

香港政府統計處公佈的數字顯示，2018 年本地研究及發展總開支達 244.97 億元，較 2017

年的 222.13 億元增長 10%，佔本地生產總值的比率亦從 0.83%上升至 0.86%。 

短評 

香港特區政府近年積極推動本地創科發展，現任行政長官在上任後的首份《施政報告》

提出從八大方向構建和優化本地的創科生態環境，並取得了有目共睹的初步成果。從政

府公佈的最新數據看，本地的研發總開支在過去兩年穩步上揚並且升勢略有加快；2018

年的投入總額錄得罕見的雙位數增長，佔 GDP 的比例提高至 0.86%，創下香港回歸以來

的新高。當然，相對於周邊的國家與地區，目前本港研發支出佔 GDP 的比例仍然處於較

低水平；與中國內地 2018 年的 2.19%、台灣的 3.36%、新加坡的 2.0%(2017年)和南韓的

4.55%(2017年)相比，本港仍需「揚鞭自奮蹄」。 

值得一提的是，香港的研發總開支佔 GDP 的比重偏低或有其自身的特殊原因，在某種程

度上可能與本港缺乏國防研發開支以及香港工業「延外發展」有關。世界上許多經濟體

政府的研發開支中有相當一部分是投放於國防或軍事項目，而相關開支更屬於必不可少

甚至是只會有增無減的「剛性需求」，對政府方面的研發開支起到了「托底」的作用。

根據經合組織(OECD)所作的統計，目前南韓和台灣的國防研發投入佔政府研發總開支的

比例分別為 15%和 7%；而作為全球首屈一指軍事大國的美國，政府的研發開支當中用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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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防投入的比重更高達 46.3%，大幅拋離其他經合組織成員國。 

香港在「一國兩制」之下並無國防開支的負擔，變相成為政府研發投入的一項「先天不

足」。也就是說，2018 年香港的政府研發開支佔 GDP 的比率為 0.4%，比起南韓的

0.98%(2017年)、新加坡的 0.8%(2017 年)、美國的 0.64%(2017年)、台灣的 0.6%以及內地

的 0.44%，表面上看仍有一定差距；但在扣除對國防研發的投入之後，本港與上述經濟體

之間的差距則有不同程度的收窄，與內地及美國政府部門對非國防研發投入比率(美國估

計為 0.34%)更已不相伯仲，甚至可能還略有領先。 

從另一個角度來看，本港的研發活動長期以來較為依賴政府的投入，工商機構的投入不

足，正正是造成創科發展落後於人的一大薄弱環節；但這又與香港工業外移導致本土製

造活動式微以及「珠三角」等境外港資企業傾向於將研發活動改為在廠房附近進行的「在

地化」趨勢有關。以研發資金來源計，2018 年工商機構只提供了香港研發經費的 49.1%，

遠低於內地的 77.4%、台灣的 80.3%、南韓的 76.2%(2017 年)和美國的 63.6%(2017 年)；

如果考慮到香港與眾不同的工業結構以及「珠三角」區域內緊密的產業協作關係，本地

數字由於不會計入香港廠商在海外相當活躍的研發活動，故也未必能夠充分反映香港在

創科方面的整體實力和真正面貌。 

基於上述兩方面的「特殊性」，香港研發開支統計數字偏低在某種程度上或是「情有可

原」，但不能因此就否認本地在研發資金投入方面力度不足的客觀事實。行政長官林鄭

月娥在上任之初提出，要在其五年任期內把本地研發開支相對本地生產總值的比率由

0.73%倍升至 2022 年的 1.5%，以此彰顯政府促進創科發展的決心；本屆政府任期過半，

若僅維持現時的增長速度，要在未來兩年順利達成上述的目標實難度不小。 

更何況，比鄰的廣東省政府已提出更高要求，力爭到 2020 年將大灣區「珠三角」9 市研

發開支佔 GDP 的比重提升至 2.8%，遠高出香港特區政府設立的目標水平。作為大灣區內

的核心城市之一，香港要在發展國際科技創新中心的進程中擔當重要角色以及在城際競

爭中「後來居上」，除了有必要確立時不我待的緊迫感以加緊實現自身定下的目標之外，

日後還需「錨定」大灣區其他城市的發展態勢，以「追落後」的態度釐定更為進取的中

長期目標。可以說，本港推進創科研發的工作雖已漸入佳境，但未來仍然任重道遠。 

3. 製造業成中央穩增長首務 

李克強總理 1月 3日主持召開 2020 年首次國務院常務會議，確定促進製造業穩增長的四

項措施，以「穩定經濟發展的基本盤」。 

短評 

2020 年是中國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和「十三五」規劃的收官之年，故上月召開的中央

經濟工作會議提出今年的政府工作要堅持「穩字當頭」，全面做好「六穩」工作，保持

經濟運行在合理區間；字裡行間透露出對經濟增長「保 6」的濃厚意味。新年伊始，國務

院首次常務會議把促進製造業作為內地穩增長的首要任務，對製造業的重視程度可見一

斑。箇中原因在於製造業在國民經濟中具有不可替代的戰略地位，例如佔全國 GDP 比重

維持在約三成，創造的直接就業職位將近一億個。 

但過去一年來，受累於全球經濟增長低迷、地緣政治局勢不穩及中美貿易摩擦等多重不

利因素的夾擊，中國製造業的表現差強人意，成為拖累經濟增長下滑的「短板」。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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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前三季度，製造業增加值的按年增速為 5.6%，比整體經濟增長率低 0.6 百分點，亦低

於去年製造業全年 6.2%的增幅。國內外環境複雜多變令廠商的信心大受打擊，製造業投

資亦陷於低迷，成了宏觀經濟「三架馬車」之一固定資產投資近期走低的元兇；去年首

11 個月製造業投資的按年增速僅為 2.5%，遠低於 2018 年的 9.5%，拖累整體固定資產投

資增速從 2018 年的 5.9%下跌至 2019 年首 11個月的 5.2%。 

李克強總理在會議上指出要從「推進改革創新」、「大力發展先進製造業」、「擴大製

造業開放」以及「深挖內需潛力」四方面著力，推動製造業轉型、提質和升級，進一步

釋放對整體經濟的基礎支撐作用。具體而言，第一項任務「改革創新」指的是透過制度

創新改善營商環境，特別是從減稅降費、以創新方式緩解「融資難融資貴」這兩方面入

手，切實幫助企業「降成本」，以回應製造業企業尤其是中小企業目前最為關切的訴求，

冀望可在短期內為穩定製造業增長發揮立竿見影之效。 

就第二項任務「發展先進製造業」，會議表示會出台信息網路等新型基礎設施投資支持

政策，點出了「新基建」有望接棒成為今年加大製造業領域投資的新增長點。同時，會

議在提出推進智能製造、綠色製造的同時，亦重申要鼓勵民營和中小企業加大技術改造

投入，運用先進適用技術來提升傳統產業。近年來，內地雖然在公開場合已較少提及「中

國製造 2025」，但其推動從製造業大國朝著製造業強國轉變的願景和努力並從未發生根

本性逆轉；此次會議上重申了加快製造業創新和技術提升的「強攻著力點」，亦再次凸

顯了促進中國製造業向中高端方向進發仍是政府堅持不懈的工作方向。 

有別於改革開放初期，製造業在利用內地吸引外資格局中的首要地位近年已被服務業超

越；加之在中美貿易戰陰影下，部分外資製造業企業出現了向海外國家轉移的趨勢，製

造業反而變成了吸納外資的「軟肋」。按國家商務部的數據，2019 年 1-10月全國實際使

用外資金額按年增長 2.9%，同期製造業使用外資金額卻按年下降 8.2%。對此，第三項任

務「擴大製造業開放」提出要清除影響製造業開放政策落地的各種障礙，推進製造業重

大內外資項目儘快落地投產；以及鼓勵支援中西部和東北地區更大力度承接產業轉移和

吸引外資。事實上，近年外企投資中西部地區興趣轉趨濃厚，當地承接產業轉移空間巨

大。在新形勢下，中央希望透過激發落後地區的後發潛力達至「一石二鳥」；在「穩外

資」、「穩投資」的同時，亦拉動當地經濟，促進區域協調發展。 

至於最後一項任務「深挖內需潛力」，會議提出推動適應國內需求的工業品，增品種、

提品質、創品牌，豐富消費者選擇；這是值得留意的一個政策新方向。在貿易保護主義

和單邊主義日益抬頭的背景下，內地製造業企業面對的出口需求料將進一步放緩；「出

口轉內銷」將成為不少企業的重要應對策略。因此，中央政府順勢提出引導製造業企業

將市場重心轉回潛力龐大的國內市場，並結合「供給側改革」的精神推動出口企業轉型，

生產針對國內市場所需的商品，為化解供需之間的矛盾開闢新路。 

除了從產業政策發力之外，政府部門近期在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上多管齊下，冀為穩增

長打好基礎。例如，人民銀行年初下調金融機構存款準備金率 0.5 個百分點，通過全面「降

準」釋放 8,000 多億元人民幣資金；近期地方債的發行亦明顯提速。看來，在政策「組合

拳」的連番發功之下，2020 年內地要達致全年 6%左右的經濟增長率，相信並非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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