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王春林先生主持《香港航運業在「一帶一路」下的發展前景》 

公開講座 (文字記錄撮要) 

 

 

謝謝大家抽出寶貴的時間，今天下午來參加我們的活動。是次演講的題目── 「審

時度勢，與時俱進」。 

 

為什麼有這個講座呢？海上絲綢之路協會提出一個問題：香港近十年來港口處理

貨櫃的輸送量在國際上排名下降，是不是香港作為國際航運中心的地位下降了？

我想很多人都關心這個問題。從 1992 到 2004 年，香港連續十幾年全球貨櫃輸送

量都是第一的。2005 年給新加坡超過、2007 年上海又超過，後來一路下降。那

麼是不是香港碼頭貨輸送量下降就代表香港的航運地位下降？另外，進一步的問

題，香港是不是一個國際航運中心？ 

 

什麼叫國際航運中心？現在大家說起保持香港的航運中心地位的時候，很多人會

說我們要發展所謂「高端的航運服務行業」。上網查查之後又會問：「什麼叫高端

的服務行業？香港為什麼要保持國際航運中心呢？保持來幹什麼？」我們的特首

談到「一帶一路」說：「香港要做一個超級的聯繫人。」在航運業，可以發揮香

港作為超級聯繫人的作用嗎？談到香港這個航運中心，關心這個行業的人都會有

一點憂心忡忡，腦子內會出現這幾個問題。今天我準備了幾個幻燈片，作為一個

話題，其實也不是說很有邏輯性，希望大家有問題提出來，我們能夠來討論。  

 

香港是個航運中心嗎？是一個國際航運中心嗎？好像是。為什麼呢？香港政府常

常說我們要提升香港的競爭力，鞏固國際航運中心的地位。就是說我們自認為香

港已經是一個國際航運中心。國家發改委主任在 2004 年也這樣說：「支持香港提

升國際金融貿易航運中心地位。」那就是從國家的角度來看，也認為香港是國際

航運中心。在十三五計劃內，也有提到支持香港鞏固和發展國際航運中心的地位。

在國家領導人，包括張德江委員長來香港的時候，也提到這些，後面我也會提到

這點。 

 

在 2013 年施政報告裡，梁特首說：「我們會在現有的碼頭業務基礎上，發展國際

航運服務業 …… 香港的經營環境高度國際化，有先進的金融和法治體制。」香

港的政府官員在任何場合說到任何行業，只要談及香港，都會說這兩點。他還說：

「向高增值的航運服務業進發。」但在此之前還有一句話：「我要強調一點，航

運中心的概念包括空運和海運。」從一個海運的人角度來說，覺得有點奇怪，基

本上航運就是海運；或者你說航空，香港是一個航空樞紐。航運在我看來基本是

指海運。特首說要在現有的碼頭業務基礎之上，來發展國際航運服務業，我認為

是不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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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其實從海運的角度來講，碼頭不屬於航運業，它只是附屬性的，是幫助海

運的船來處理貨物的設施。從上海開到橫濱或者是到香港來，船隻需要一個碼頭

來服務它，碼頭本身並不屬於航運。可以這麼說，雖然對航運中心的定義，大家

的觀點不同，但起碼可以說，在碼頭業務基礎之上發展國際航運服務業，是不太

可能的。特首提到高增值的航運服務業，它通常包括船舶管理、保險、金融、專

業仲介服務、船務代理，仲裁，這都跟碼頭業務沒有關係的，所以特首所說的基

礎是有問題的。也就是說，我們可以把碼頭單獨去發展，或者可以說國際航運中

心裡面，必須要有碼頭，而且要有一個相當規模的碼頭業務，才能作為一個國際

航運中心。當然關於這個定義，也是有爭論的。有人並不覺得航運中心一定要包

括相當規模的碼頭業務，通常拿倫敦做例子。 

 

我們一直在說，香港的航運中心下降了，是因為香港現在集裝箱處理業務變成全

球第五！貨櫃處理量可以衡量國際航運中心地位？如果這樣說，那上海已經是國

際航運中心了，它已經是全球貨櫃處理量第一了？上海已經是國際航運中心了嗎？

沒有！還有很大的改進空間。所以說，我們認為香港的國際航運中心地位下降了，

其實未有那麼簡單，不可以說碼頭業務下降，就是國際航運中心地位下降了。 

 

一說到香港，就想到新加坡。我們從這張幻燈片來看，新加坡做了一些事情，成

立了一個政府的機構叫「海事和港務管理局」。它叫「海事」，不像香港在 2016

年成立的「海運和港口局」。這個是基於 2013 年做的一份政府報告，請 BMT 來

做的。當時主要由 Dr. Simon Xu 做的，我也有跟他深入的交談。這個報告做得不

錯，做得很好。香港也做了不止一個報告，在座的 YK Chan 先生就有參與 2003

年做的報告，後來在 2010 年由不同的機構還做這方面的報告。還有之前的「一

國兩制研究中心」也做了一份研究報告；我看這份報告水準不夠高，因為有不少

事實性的錯。也難怪，當時這些人對航運不瞭解。香港為什麼叫海運而新加坡叫

「海事」呢？海事的話，方針範圍比較廣，其中它包含了一部分就是我們說的所

謂航運服務業。它想以這個來突出它作為航運中心的地位，它反而並未有強調它

作為一個轉口港的作用，雖然新加坡的貨櫃處理量超過香港。 

 

新加坡做了大量的工作，它還有發展的潛力。中國工商銀行把它的亞太航運中心

總部設在新加坡。我心裡覺得比較可惜，我就問過工商銀行的一位部門總經理：

「為什麼到新加坡？為什麼不是到香港？」他說：「香港未有找我們！」我說：「誰

找你們？」他說：「老大到新加坡開會，新加坡的部長跟他說：『如果心中有想法，

需要什麼支援……那請到我們新加坡來吧！』他就同意。我到現在都覺得可惜。

但我說也沒用，我不是香港政府。 

 

新加坡每年船舶的靠港及海事方面活動，除了集裝箱，它有其它的貨；另外新加

坡有實業、有煉油，比較發達。國際上營運的船，在加油的時候，它會把新加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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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一個很重要的一個點來考慮的；比較少到大陸來加，大陸油太貴，其他管理

方面不是很好。新加坡的船舶登記也是跟香港在競爭，它比較認真。 

 

我們現在說說上海港和寧波港。上海港是世界第一大集裝箱港，連續七年了。它

在宣傳的時候也說：「中遠海集運的總部，中外運長航航運總部設在上海。還有

這個管船公司……」作為一個海事服務的這一塊兒，如有公司進駐的時候，它會

大肆宣傳。可是跟香港比起來的話，那其實是差太遠了。從開埠時，香港就是自

由港，香港政府在管理方面實行積極不幹預政策，什麼都像沒所謂一樣；但其實

做得很好，也不宣傳，真的做的很好。上海那邊，像高端航運的雙認証，倫敦那

邊跟上海政府一起做；你考完了就發出了一個証書，這個東西作為一個多項航運

創新突破進展來宣傳。其實它是剛剛開始，但香港已經相當發達了。這方面要像

香港一樣，還有很長的過程，用不著太緊張。 

 

寧波舟山港，現在是全球第一大港，因為它的散貨太多，量太大了。然後它為了

跟上海去比，用行政手段，把舟山跟寧波合併而來，所以它變成第一大，跟上海

爭。香港港口變成了最大的有什麼意義呢？上個月，青島說要搞東北亞國際航運

中心，廈門也搞東南航運國際中心，那邊也有請我當顧問。大陸各個地方的城市，

有港口的就想搞國際航運中心，但意義有多大？說回香港，這次特首選舉有四人

參選，四位中其實對港口海運瞭解最深的是葉太(葉劉淑儀)，只有她在公開場合

的時候，關心這方面。其他很少有人提起航運、碼頭，沒人理你，對不對？你認

為航運物流是香港是四大產業之一，但在香港其實很少有人理你。 

 

再談談航運，特別是和香港相關度高的集裝箱業務。在 2016 年，整個航運非常

糟糕。總括來說，船舶供應太多，貨量少，大家日子都很難過。2016 年的時候

全球集裝箱班輪航行業發生了幾件大的事情：“Five Weddings + A Funeral” “五個

婚禮、一個葬禮”。五個婚禮就是有幾家合併，達飛收購了新加坡政府的美國總

統APL ── 這個香港也須要學習，新加坡賣出的時候跟達飛說：「我賣給你可以，

其中一個條件，你要把你的亞太區的總部要設在新加坡來。」新加坡在此方面協

調得很好，只要對它有好處，任何一個小的利益，大的小的什麼都要，不放過；

只要是對新加坡有好處，它一定要拿過去。香港這個方面沒有協調各個部門，大

家都是各幹各的，缺少這個精神，或者說協調不夠。 

 

中國遠洋與中海合併，這個對我們來說是有很大的影響，因為它原來很多的業務

是放在香港，現在有些是搬到上海去、搬到廣州去。之前中海和中遠分別在香港

都各有公司，而且人員力量比較強，做營運的、租船的，業務量很大，現在幹散

貨搬到廣州去。還有其他業務搬到上海去，因為在香港，周邊各方面的人少，活

動量少。一個葬禮，比較大的事件就是韓進海運的破產，全球第七大的箱運公司，

箱子在碼頭被扣，貨主收不到貨，船靠不了港，很多問題，還不了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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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要關注的問題就是發展的趨勢，因為全球集運業組成最大的三個聯盟，聯盟

以後，它很多的決定都是要聯盟來做決定。如果一個聯盟決定不掛靠其中一個港

口，比方說它不掛靠香港的話，對我們香港的影響特別大。以前這幾個公司，一

家不掛香港，其它家還會掛香港；現在一旦不掛的話，整個業務都不會來，對香

港影響大。所以我們必須要密切的觀察，而且要積極去拉攏這些聯盟，把香港作

為一個主要的中轉港。  

 

新加坡它已經開始做動作，它首先去拜訪各個聯盟。我知道，香港這方面未有一

個很統一的機構，協調我們各方面的力量來作這個事情。即使有做，也只是主要

商業上的聯繫而已。 

 

另外的問題是船舶的大型化。以前在二零零幾年的時候，中外運跑歐洲的幹線船

就是兩千多箱，已經算是比較大，後來到了四千多箱都可以。現在最大集裝船是

一萬九千多箱；全球最大的，是 MSC 的一萬九千多 TEU。現在新的訂船，絕大

部份都是一萬五千多箱以上的船。那麼對碼頭操作來說，帶來了什麼問題？如果

貨量很滿，沒問題。可是現在的問題是：雖然一萬八千的船，但運的貨可能只有

一萬兩千；它不滿，但佔了岸線，令港口堵塞，當然造成一些問題。如果船在海

上，比如碰撞或者是沉沒，一旦耽誤的時候，整個供應鏈的貨主有多少影響？以

前小船的時候，貨主可能將同一個量大的貨分別裝在不同公司的船上面，為了安

全，分散風險，現在沒辦法，全部貨裝在一條船，一旦出了問題，整個供應鏈全

部出問題。碼頭方面，我們也要關注船舶大型化的趨勢。還有一個就是 2016 年

巴拿馬運河拓寬。拓寬了以後引起了貿易模式的變化，從亞洲、遠東到美東，以

前經過巴拿馬運河的船比較小，現在是大了很多。從 4000 多 TEU 增大到 8，000 

以上到 12,000 TEU。 

 

再說香港的港口和航運。香港立法局議員易志明先生，代表航運界；他說過幾句

話：「貿易及物流業是香港經濟四大支柱行業之首。」他認為提供了工作崗位涉

及 10 萬、18 萬。當然我不知道他統計的口徑。從貿發局來說，它也有些統計數

字。對香港來講，航運、碼頭業肯定是發揮了一個比較大的作用。但是在社會上

各方面來講，是「重視」不夠。 

 

香港有九個碼頭，24 個泊位。董特首在任的時候，要不要建第 10 號碼頭，香港

有很大的爭論，差不多要成事，但因為碼頭營運商的反對，未能實施。以我來看，

我也認為未必有需要興建。根據 BMT 預測的話，到 2030 年的時候，香港的貨

量和碼頭能夠處理的能力，基本上是在三千萬箱左右，就可以達到一個平衡點點。

但是我認為沒有必要建的原因什麼呢？是看趨勢，因為香港能夠處理的量會越來

越少；而且中國的經濟發生改變，第一是中國經濟發展放慢，現在很多加工行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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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經不在中國、不在華南，已經去東南亞，整體的貨量都減少。 

 

香港從 2007 年開始，它已經沒有很多有本地箱，很大部分是開始做轉口箱，現

在基本上百分之九十幾都是轉口箱。問題在那裡呢？因為幹線船直達中國港口。

香港轉口的貨主要是珠三角和周邊地區的。北邊也拿不到，貨往上海那邊走，跟

以前不一樣。像我 1995 年剛來香港的時候，我們經營支線船，還有一週兩班，

從寧波有三百多箱的集裝箱船，還有從上海有一班到香港是五百多箱的船，每週

把集裝箱運到香港來轉運走，那個時候香港是非常好。為什麼？因為那個時候還

未有直達大陸港口的船。那個時候我們還有很多貨是不從香港轉走，是從釜山、

從高雄轉走。為什麼要大力發展大小洋山？因為李登輝那個時候要搞一個高雄境

外轉運中心。後來李登輝跟大陸不好，因為跟台灣爭這個東西，下定決心，讓浙

江把這個地方讓出來，才建了大小洋山。這個有政治的考慮，但也有貿易的需要，

因為上海那時貿易發展太強了，而本身的自然條件沒有辦法滿足。舟山爭不過上

海，現在看這個決定也非常正確。香港的特點是轉運，轉運的結果是什麼呢？對

香港這個貢獻是小很多。香港不產生本地的貨，箱子來箱子走，然後佔用的場地

也非常大，卸下來要等一等，要接上別的船走。如果在本地生成的箱子的，或者

像以前，比方說從廣東用貨車，跨境司機整天很辛苦跨境拖車，從工廠拉過來香

港出口的，這裡面會產生了很多需求，也給香港創了很多就業，很多的收入。現

在都沒有有，現在基本上都是用躉船，從廣東港拉過來轉口，佔的地方大，滯港

時間長了，但收入少了。 

 

說說碼頭的發展。全世界很多地方碼頭是政府來經營的，岸線不夠，可以填。香

港不可能那麼容易，因為香港碼頭由幾個財團來經營的；財團要賺錢，它未有太

多的所謂整體的考慮。那上海、寧波或者什麼地方，地方整體的發展需要碼頭怎

樣發展，那就有整體規劃，其後方的公共交通，或者其它需要的各方面都要予以

配合，比如政府投入資金，補貼虧損，因為需要整體的經濟發展。香港不一樣，

幾個財團說 10 號碼頭不能再修，因為修了以後就多一個人來競爭。收的錢會少。

我們看看這個圖，就能理解多一些。 

 

如果香港航運中心的發展只是以碼頭來作一個支撐的話，會像什麼樣情形？和記

是香港最大的碼頭營運商，不單佔有著香港，還有在鹽田和其他地方投資的。它

的和黃信託在 2011 年不是在香港上市，而是在新加坡上市。它根本不是一個香

港公司，是在新加坡上市的公眾公司。如果作為一個負責任的公司的話，是一個

國企的話，起碼不在新加坡上市，會在香港上市，香港老百姓買股票也會方便一

點，它如果盈利好一點可以分紅多一點。看看它是在鹽田和其他投資了很多，香

港的貨量被深圳超過去了。其實有不少的部分，那是和記黃埔幹的，它在內部調

整而已。它的重點說，我放一部分在香港，放一部分在廣東，所以不要太認真去

在乎所謂香港國際航運中心。沒有人把它作為一個整體來看待，它是一個公眾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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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有很多投資者，有些背後的人都不曉得是誰。COSCO-HIT 的 50%股份是和

記的；中遠，還有亞洲碼頭，就是 ATL，他們最近簽協議，就是對 4、 6 、7、 

8、 9 這五個碼頭，他們同意統一來經營。這樣的話，會提高整體的效益，以前

是各做各的。香港政府最近對碼頭方面的支持，我覺得比以前的力度大；而且已

經有一些成績，第一個成績就是不管怎麼樣，成立了「香港海運港口局」；另一

方面把這個航道，還有碼頭前沿的水深挖到 17.5 米。17.5 米是一個非常深的一

個水深，全球有可能 10 來個碼頭，有這樣的深度。也就是說可以滿足最大的船

的需要。水太淺的話，大船靠不了，這樣能部分保證香港這個地位吧。  

 

剛才我提到 2030 年，它能夠處理的貨量，基本上是平衡，所以我的態度是不要

再增加興建。另外也有一些學者，和一些機構作一個調研，有個想法就是把現在

葵青碼頭替換掉，然後在大嶼山或者是其他的地方，找地方重新建碼頭。葵青這

塊地地方比較好，海景，地方很貴，把它用來建房子。我個人來講，不知將來跟

大陸的關係會怎樣，貨量怎樣？換地方建新碼頭幹嘛呢？投資那麼大，立法會也

不容易通過。不如慢慢讓它不動，讓它自然而然地去根據當時的情況再作處理。

若貨量下降，不需要 9 個碼頭，財團自然會把它賣出來蓋房子。 

  

說到航運、碼頭，上海和香港、香港和整個大陸是千絲萬縷，連在一起的。香港

的發展，在各方面，怎麼做，在任何時候不要想離開大陸。不管是好的、不好的，

你願意和不願意，你都是綁在一起的。那麼香港現在的航運公司，特首說要發展

高端的航運服務，你為誰服務呢？是不是為船東服務？搞清船東在什麼地方，才

有服務的機會。所以說航運首先要關注船東。香港老牌的華人家族企業，包括泰

昌祥、華光、和合航業。東方海外做得很好，它是上市公司，OOCL 對香港來說

是引以自豪的一家公司，但它在全球的集裝箱只能屬於 Second Tier，第二團隊。

它比較尷尬，如果不往上發展，但它往上發展很難，不上不下。它的船不少，想

搞這個 Regional Service，船又太大；想提供全球的服務，它的船太小，量也太

少，所以有人分析它下一步應該考慮合併或者是賣掉。  

 

中資航運公司有幾家，現在做得比較好的有中遠海集團。本來中遠、中海在香港，

合併以後很多的業務都移到大陸。還有招商輪船、中外運航運，馬上要合併；合

併以後，我想會減少人手，他們很多的業務，一般後勤服務會搬到深圳去，對香

港也不利。那麼這個時候，如果政府出面做一些工作的話，中資機構是可以改變

一些東西。我在中資機構做過，沒有什麼很明確的承諾，說我一定會照顧員工等，

但香港經濟困難的時候，中資機構是不解僱員工的。還有像一些外國的公司、一

些分支機構。請大家注意 SEASPAN 公司，它是在美國上市的，是全球最大的集

裝箱船租賃公司，它自己買了船以後不經營，租給別人，它現在把管理的總部放

在香港，很低調。太平洋航運（PACIFIC BASIN SIHPPING）也值得一提的，它

的 3 萬噸到 6 萬噸的船隊全球最大的，它 80%是運木頭的專用船，做得好的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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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在於它在航運和資本市場做得非常好。也可以說，它改變了人們對航運集資的

概念。搞得非常成功。大家有興趣可以研究這一家公司，是兩個英國人成立，然

後在香港上市。順便說一下後面我們要提到營商的環境，現在香港房子租金太貴。

還有一個例子，之前太平洋航運的一個 CEO 為什麼不喜歡在香港待下去，雖然

收入挺高，回到丹麥去，因為空氣品質不好，孩子上學是一個問題。香港現在談

某一個行業的時候，不能只看行業的本身，還要看整體的營商環境。 

 

現在再說剛才提到所謂高端的航運服務業。關於船務管理公司，香港現在有全球

最大的航運管理公司，就是 ANGLO-EASTERN UNIVAN GROUP，現在我也給

這公司當顧問。它為什麼選擇香港？是香港肯定有很多的優勢，雖然這麼貴的租

金、空氣也不太好、後來有佔中，因為我們香港可以找到合格的人才，包括船員、

管理人員，當然主要的是技術人員。這個公司 30%主要的公司管理人員不是香港

人，以印度人為主。沒辦法，因為香港很少有人願意上船做。但是香港若需要找

在岸上辦公室工作的合資格人員的話，是能找得到，而且非常好。他們也願意留

在香港。另外，香港飛機航班比較多，地理位置也好，從印度幾個小時就可飛過

來。亞洲地方任何地區的海員幾個小時都可到香港來，然後上船走了。如果在大

陸那裡，辦簽證煩瑣，香港隨便買張票就走，這是你在上海或者在大陸任何城市

你沒辦法做到的。開再多的自貿區也沒用。還有 BS、FLEET MANAGEMENT

這幾家公司在全球的管船公司裡面，都是非常有名的，是頂級的。包括像華光也

有自己給內部管船，也有給合作夥伴的船拿來管，同樣僱用大批的人員，提供很

多的工作崗位。香港的船東，都是自己來做這方面的工作。第一保證了船舶和人

員的質量，給客戶提供更好的服務；另外包含一種傳統的文化，把船員僱員當作

家人一樣，做得非常好。  

 

香港為什麼會有今天這樣的所謂的航運中心？如果說香港是航運中心的話，它的

基礎在那呢？是在於 1949 年左右的時候，上海一批搞船的人，還有其他方面的

資本家，帶著錢到香港來，然後因為日本戰後的恢復，需要大量的船、物資，那

麼香港船東給他們提供船，誕生了之後包家船王的稱呼，還有其他成為像 IMC。

那個時候中國因為被西方國家封鎖，香港有些船東就是為了打破這個封鎖，願意

冒險運貨到中國去；那個時間賺了很多錢。有些船東是通過朝鮮戰爭，以及對大

陸的封鎖，在裡面賺了很多錢。這些香港的船東，當然有英資的那兩家，奠定了

香港的航運基礎，香港現代航運中心是由此而來的，也就是說香港跟上海是分不

開的。 

  

還有值得一提，遠航集團、巴拉歌船務，他們都是大陸來香港的，現在做得很大。

在中國改革開放的時候，他們抓住時機，有大陸一些公司的支持，逐步發展起來

的。他們也算是家族企業，但是跟香港傳統的像華光、金山輪船，還有這個 TCC，

他們是不太一樣。中國改革開放，這些公司在香港都僱用了很多人，為香港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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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崗位。還有一些公司，根本不露面，像我認識的 ECL，是日本公司，現在

不太大，但以前還不少，有七十多隻船跑亞洲地區。它在香港從不加入香港船東

協會。 我覺得香港的好處在那兒呢？也不會去跟別人去爭去搶，不要虛的名份，

但其實很多方面做得很好。 

  

然後到仲裁，特首說向這個高端服務邁進。你邁進來幹嗎？仲裁其實它是用不太

多人。而且外國人、英國人也可到香港來借用你的地方，跟你仲裁完案子，收完

費用，走了。但是仲裁又是非常重要的。因為你未有仲裁，未有一個讓人相信的

仲裁群體、未有一個服務國際航運界的一個仲裁機構，你就不可能成為一個航運

中心。舉個例子，舟山、寧波，你說它是航運中心嗎？它肯定不像。它是全球最

大的港口 ── 9 億噸，它還不是。為什麼？你搞個管船公司能服務全球的，有嗎？

在 ANGLO-EASTERN UNIVAN，它管理六百多條船，而且都是很好的船，服務

全球的。未有，它不是航運中心。所以說一定要有一定的規模，一定要有國際性，

缺一不可。但是我們搞國際航運中心用來幹什麼？是想讓香港人有工作、有收入，

有高的入息，對不對？大陸在這方面，很多地方只要名聲。  

 

香港保險可以說是保險代理，發展不到哪裡去。香港真正的保險公司很少，做船

舶保險的不是“underwriter”，是一大堆的 “broker”。那現在中遠與中海合併、招

商跟中外運合併。中遠海，招商自己拿了保險牌照，中遠海最近拿了第一張金融

牌照，什麼都要自己幹，不讓別人活了。香港這個保險 broker，做海運保險，可

能很多人都會沒飯吃了。所以作為香港一個發展的方向，我認為是有問題的。把

這個船東，管船公司真的僱用人這些行業，吸引到香港來，其他的自然會來，比

如做保險的、航運貸款、租賃等等。 

 

香港航運業的問題，我相信包括碼頭、航運業，首先要提到政府對行業的支持、

重視度是不夠的，那麼這個「香港海運港口局」，不是政策局，更多是諮詢機構。

這個我們說了多少年。還有香港政府要盡量與更多國家和地區簽訂避免雙重徵稅

協定，目前數量很少，比中國大陸的少很多。那香港的船東在這裡經營，都會跑

出去。這兩天印度突然徵收 4.5%稅，沒法營運。新加坡跟我們特點不太一樣；

香港說我的稅已經很低，沒辦法再低。新加坡可以針對某幾家公司，可以減特別

的稅，你來談我可以跟你減。那人才的問題，其實香港是一個很自由的地方，配

套人才不缺，教育各方面都沒問題，後面再講有效的營商和推廣。 

 

因為香港要注意安全，現在船越來越大，桅杆也越來越高，你不讓船從青馬大橋

過，那你的船來不了，只能去深圳。碼頭缺乏物流用地，現在政府已經解決了一

部分，在青衣地方已經解決了不少。外部的問題，就是說現在最根本的一個，內

地一旦開放沿海運輸權，對香港作為轉運港的地位會帶來非常嚴重的衝擊。如果

真的是這樣的話，對香港是一個災難。中國交通部對沿海捎帶，就是在大陸兩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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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口，從一個港口到另一個港口，外國船是不能帶貨。因為不能帶貨，所以它必

須要把貨卸到香港，有些貨從香港再回去。如果開放了以後，上海就成為中轉港，

香港就沒戲唱了。深圳、鹽田這些地方作為中轉港的話，香港就完了。真的是完

了。所以現在碼頭航業最重要的一點，就是讓中央政府不要開放這個沿海運輸

權。 

  

現在結合「一帶一路」說一說。我們之前有一個講座，我覺得大家有不同的理解。

其實，我覺得有「一帶一路」和沒有「一帶一路」，中國都會照它的樣子去做一

些事情。之前有“走出去”，投資增加，外匯往外走。那麼「一帶一路」到現在是

不是有什麼特別的呢？有特別。花錢可能會多一些、可能會集中一些。國家劃了

這條路線，如果說某個項目，你是「一帶一路」的項目，你可能這個外匯能拿出

來；你不是「一帶一路」的項目，可能往後放一下。所以我覺得「一帶一路」，

只是對海運方面會暫時增加一些貨量。為了建碼頭、建鐵路，很多建築器材，會

給我們帶來很多的貨量；但從長遠的話來講，對香港這個碼頭業並不一定是好事，

因為它在別的地方，在東南亞、南海、像馬來西亞的關丹港，會建設很大的碼頭，

很多的貨就不從我們香港走，有轉運的時候也不從香港走。斯里蘭卡、馬來西亞

建成了的話，往中東去、往非洲去的貨，不會在我們香港中轉。所以香港政府從

來都說「一帶一路」好得不得了，你有沒有分析具體對每一個行業的影響？當然，

有了「一帶一路」這個國家的號召，我覺得我們還是應該心裡想如何用好它。看

一看張德江委員長在「一帶一路」高峰論壇講，他說香港有很多優勢，作為國際

金融、航運和貿易中心的優勢。張委員說我們香港是航運中心，對吧。 

 

這張圖片。全球最大的散裝船 40萬噸的，它叫VALEMAX，它最早叫CHINAMAX，

為什麼呢？它的船主要從巴西運鐵礦石賣給中國，中國說你這個叫 CHINAMAX，

我不賣賬。 中遠不幹，然後政府相關部門說你這個船我的碼頭靠不了，安全問

題，可能會給我的航道堵塞了。理由是什麼呢？向上面的報告是什麼？說如果要

這麼大的船，會給中國的鋼鐵行業、航運業都造成損害，對國家安全都造成損害，

這理由不充分。大船要靠上的話，肯定是對中國的鋼鐵行業有好處。我曾在上海

的一個大會上講，出路是 cargo, cargo 還是 cargo，現在證明它的解決方案是什麼

呢？VALE 賣了十幾條船給 CHINA MERCHANTS 招商輪船，給它每年承諾運到

兩千七百萬噸貨，然後中遠海外跟它簽了協議，然後中國的工銀租賃公司，也是

搞了十幾條。 從 VALEMAX 進入中國，可見這裡面背後多少的政治運作，國家

資源的公關。  

 

現在我們再提另外的話。在香港旁邊有一個島，叫桂山島。它距離澳門二十海哩，

距離香港的大嶼山只有三海哩。澳門有個學者提出了一個建議，桂山島搞一個國

際自由港，這裡面最主要是撇掉香港，避免香港資本進一步滲透珠江口轉口和港

口業務。然後以這個來倒逼粵澳共建國際自由港碼頭，反正就說澳門人不喜歡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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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人。最後是廣東跟澳門一起去搞，不用想，最主要是澳門不想香港資本滲透去

裡面。香港要保住所謂的航運中心地位，要從一個戰略的角度來考慮，整體去考

慮。 

  

我認為香港已經有一個「香港航運港口局」，像葉太也提出「海運港口物流局」。

這個我們提了多少年。這個要是一個政策局才有用，有錢、有人，最主要的是它

的戰略定位，要為香港做一個中長期的規劃。另外像新加坡官員很商業化，來香

港推廣公關。香港的官員現在跟大陸官員學，架子很大，有什麼活動來了以後提

前走。但是你跟大陸不一樣。大陸的官員來了都會說兩句比較空洞的話，你要翻

譯英文的話，都不太好翻譯。但是，他如果願意參加這個活動，說明他要做這個

事情，要不然他不來。香港的官員到大陸去，跟大陸的官員開會，完了，沒事了。

可是新加坡政府官員全是商人一樣的。你如果需要什麼條件，他跟你搞出來按你

的意願，它可以幫你找個議員來幫你寫封信，特事特辦。香港以後成立這個機構

一定要有長遠的規劃和計劃，要有很進取性的，有這麼好的基礎，香港一定會成

功的。別人比不上，我們的經濟自由度全球第一。大陸搞這麼多自貿區，有什麼

用呢？跟香港比得上嗎？比不上。哪裡有這個自由。香港完全有各方面的條件去

做得更好，不用擔心。另外，香港在「一帶一路」有這個優勢，特別是金融融資

方面，出去拉攏了很多公司一起在平台上，有銀行，有碼頭營運商，但從來未有

帶我們航運業的人去；把我們這些船東帶上，像這個仲裁、保險方面所謂服務業

帶上。如果有錢跟大陸的公司一起去投的時侯，我有一個條件，把我們香港的資

源介紹給他用，就是不一樣。錢最大嘛。大陸現在也是這樣。你要用我銀行的錢，

你要把我這公司帶進去，香港應該是政府在這方面帶著企業。 

 

新加坡它有一個機構叫 IE – International Enterprises，它靈活得不得了，各方面都

帶著新加坡公司，享受國家政治好處，香港也應該這樣。那就是說，有了這個具

體實施方案之後，向新加坡學習。現在香港地位在大陸印象裡面下降，這也沒有

辦法。1992 年，香港 GDP 佔中國 25%，現在是 3%。以前香港船東會我們去北

京的時候，副總理見我們，中南海見我們；去上海，市長有時出面，副市長肯定

見我們。現在你看香港在他們心中的地位就是可有可無。在這個情況下，我們要

有中央的支持。就是剛才就的沿海運輸權的問題，是必須要從各方面來做工作。

我覺得應該成立一個由政府牽頭支持的香港智庫，需要有一種特別的手段，要讓

人家去看你發表的東西、你的研究成果。總之在「一帶一路」的情況下，我們可

以把張德江委員長的說的話研究透。大陸的話叫「吃深、吃透。」提出指導性意

見和和可操作的方案。我說這句話很具體，現在你大陸如果要放開沿海運輸權的

時候，我們可以拿這個令箭出來，要支持香港來作為一個航運中心。國家的政策

不能放開，否則你這樣一搞，航運中心就垮掉了嗎？香港垮掉了，沒有航運中心，

大陸是不是也沒有面子？這種東西是需要各方面來一起下功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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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為什麼我說要整合業界的智庫呢？以香港船東會為主體，在各個場合，在一些

論壇，在一些大陸召開的各種論壇，還有各方面，你要在不同的場合給它相同的

資訊。大陸你可以參加各種論壇發表不同的意見，他會聽進去。現在大陸的很多

官員非常瞭解情況，一種決策要拿出來的時候，它的程式跟香港不同。你必須要

放在桌面上和私下交流兩種管道來影響它，你要讓相關部門和官員接受你的觀點。

你必須要把它放到枱面，可以拿得出來的。「一帶一路」支持香港航運中心，有

這句話就成。我認為這就是「一帶一路」對香港的作用，什麼東西都可以用這個

來為你說話。放到桌子上來，至於說具體是怎麼去聊？那是另外的管道來溝通。

這是我的建議。 

 

另外，我提一個概念，建設粵港澳國際航運中心。香港航運中心呢？為什麼叫粵

港澳國際航運中心？對香港來講，有捨有得，我捨去這個所謂的香港航運中心，

來換一個粵港澳國際航運中心的話，就調動了整個珠三角。我們就跟長三角和渤

海灣地區來競爭，這可以保住我們的地位，因為香港對於虛名是無所謂的。你這

個碼頭現在處理到兩千萬箱，還是香港的企業幹的嗎？其實不是，剛才說過，是

在新加坡上市的公眾公司擁有，不是香港的，不要把名聲看得那麼重。我們要學

會在這個問題當中，我們要贏它，讓珠三角還有其他城市成為香港的腹地。因為

如果沒有腹地的話，你沒辦法進展，任何一個經濟的發展，港口社會的發展，它

必須要有經濟腹地。沒有腹地，就空的，完了。在這個過程當中，我覺得，要充

分瞭解和利用相關大型國企的作用。比方說，中遠海現在是 OCEAN ALLIANCE

主要的成員，它現在在「一帶一路」倡議下不斷收購碼頭，希臘的比港、西班牙

的港口、新加坡的港口。新加坡的港口現對 COSCO SHIPPING 很好，給它把老

的港口換成新的港口，加強中遠海在那邊的作用，這對香港是一個衝擊。香港已

經有 COSCO-HIT，它們現在合作，不如把這些股份，大量的股份給中遠、給招

商港口。我想那個沿海運輸權，就不會放開，要放也沒關係，放給深圳和香港整

個地區，因為我們在建設粵港澳航運中心，在粵港澳國際航運中心裡面來協調，

在國際上也因此香港可以重新取到一個主要地位，為什麼？中遠也說，它現在雖

然在搞碼頭，但是它在國際上操作碼頭的經驗不夠。廣東現在依附香港的，是它

的金融做得差，它的金融業在整個 GDP 裡面佔比低於上海，低於全國的平均水

準，很不舒服，但香港在整個中國都是最先進的。那金融航運，還是反過來可以

跟廣東來談，來引領它在某一方面，那我們一起做，反過頭來佔領高度，來引領

珠三角地區來跟其他地區競爭。 

 

香港這個地方呢，回過頭來說那個題目「審時度勢」，為什麼「審時」？因為任

何事情都是時間和空間，時間不同，空間不同，你的這個解決方案，效果就一定

是不同。同樣一個方案，我在中國說有用，在香港不管用，在美國不管用，是因

為地點不同。香港跟大陸千絲萬縷的聯繫，它只是廣東的一部份，這是變不了的。

那麼只能是看時機，還有所處的時代，現在是大陸越來越強，大陸越來越好。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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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中國的政治的情況，香港的政治的情況，大家綜合考慮起來，香港應該要怎麼

辦？在這個情況下，香港的一個出路，與時俱進，必須要用一種不同於以前的一

種方法來思考，來往前走。有個非常弔詭的地方，以前大陸不好的時候反而是香

港好的時候，所以我才強調審時度勢。在現在的情況下，我們要怎麼去在這個政

治經濟文化各方面的衝擊下，來找到香港一個真正好的定位。而且香港不止只說

航運一個方面，為什麼外國人到香港來？坐出租車的時候不舒服我就不願來，還

有一個，比方說我們跟廣東我們可以跟它談的，廣東它要搞國際航運中心，它根

本沒有力量。它現在做的航運指數還要通過上海航運交易所來幫它做，那我們香

港和廣東可以一起來做，我們把面子都給它。因為香港有聯交所，我們可以一起

來設定有關的指數。這個指數可能不可以交易的，但是面子好看，新加坡交易所

花那麼多錢，在我看是政府行為，有用但不是那麼大，香港沒必要買，上海買了

也沒有用。香港完全在這方面可以說共同發展一些航運的指數，這些是作一些表

面上的功夫，因為航運中心， 不只是說是一個實體的東西，還在於說別人對你

的觀感。 

 

那麼說，香港是國際航運中心嗎？對。新加坡是國際航運中心嗎？是。在我認為，

一個國際航運中心就是一個“ shopping mall”，是一個什麼東西都有的

“shopping mall”。打一個比方，什麼樣才可以被叫作一個國際航運中心？某一

個人不是做航運的，現在想做。到香港來，從開始，就有這個專門的航運律師把

你開始準備，成立公司，其後找到人諮詢，買什麼樣的船好、到哪個地方去買、

哪個地方去造、哪個地方去保險、哪個地方去作仲裁、在本地就可以拿到貸款，

為你服務的都是第一流的國際人才。你不用動身子去其它地方，到香港來就可把

航運的事情全辦妥。這就是一個國際航運中心。香港現在是可以做到的，你現在

去上海不一定能做到，勉強做了，也不是國際一流。你去舟山，它是全球最大港，

都做不到；廣州、深圳也做不到。但是你去倫敦，你可以做得到，雖然它現在只

有三百萬到四百萬TEU，但它是一個國際航運中心，就是一個“shopping mall”，

你能夠去了以後，想作航運所有的事情，都可以是第一流、國際的水準。 而且，

這個規模相當的大，一個地方，如果它有一大批我說的全面服務，而且量又大、

規模又大，那它就達到了一個國際航運中心的水準。香港就是。謝謝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