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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目的 

- 研究英国殖民是怎么影响了香港的过去、现在的特别行政、以及2047 年后香港

的未来。 
- 更深入了解香港人对“一国两制”和“港人治港”的看法。 

 

到底什么是“一国两制”，“港人治港”？ 

- “ 一国两制”指的是香港回归中国后保留着自己的政治信念，慢慢适应中国的治
法。这就让香港成为特别行致区。 

- “ 港人治港”指的是指中国虽然有一个中央政府，香港，身为特别行致区，有限
量的自主权，但没有第二个政府 

 

英国殖民统治是怎么影响香港特别行政区？ 
香港被英国统治过的历史会怎么样影响现在的香港呢？ 

举例： 

1. 香港在文化教育、法律制度和自由贸易都保存着英国殖民统治时期的管理方
式。 

2.  香港人不受中国政府的管制，推崇自由主义，保留民主主义，与其他各国人民
有着更好地沟通联系，是个世界城市。 

3. 很多西方国家的人会选择到香港旅游或居住。因为香港在语言、制度等方面都
比较容易让他们适应。 

 

香港发展史——重点 

1. 英国殖民主义的侵占及实行殖民统治的历史。 



2. 香港人民的抗争和奋斗,争取主权回归的历程。 
3. 香港发展成为亚洲“四小龙”之一,建成国际金融、经贸、航运、物流、旅游中心

的进程。 
o 我们会更注重文化，经济和治法这三个地方(附录) 

4. 香港特区发展新时期的重大决策及面对的挑战 

 

港人意见调查 

- 调查1： 

大公网（2017）： 
http://news.takungpao.com/hkol/topnews/2017-06/3465602_wap.html 

合共49%受访者对国家未来五年的发展表示有信心，没有信心仅得24%；惟42%受
访者对香港前景表示担忧，感到没有信心，表示有信心占26%，信心一般的有29%，反
映较多市民对国家的发展前景远较香港乐观。 

支持维持“一国两制”的最多，超过63%；而认为将变成“一国一制”有17%，较去年
调查上升七个百分点；只有不足一成（9%）的受访者认为香港会“自治独立” 

- 调查2： 

RFA（2017）： 
https://www.rfa.org/cantonese/news/htm/hk-survey-06072017092546.html 

约六成三受访市民认为，香港整体社会状况较回归前为差； 

对于2047年后的香港前途问题，超过七成人支持维持一国两制，而支持香港独
立的只有11%。 

 
香港人是否会希望能继续保持“一国两制”和“港人治港”？ 
 

根据从《大公网》以及《民调》的调查结果，大多数香港人支持“一国两制”的
概念。为什么呢？香港能从以前英国殖民留下的习俗、执法等让香港的经济和名誉更
好，而让香港成为一个繁荣的城市。香港也能从中国得到许多好处；比如有困难时能
得到帮助。“港人治港”的信念也让港人得到自己要的：更民主的社会，不需要换为不
习惯的中国的共产社会。况且，开始融入大陆的时候会很严重地打击香港现在的发达
社会。 
 
 

http://news.takungpao.com/hkol/topnews/2017-06/3465602_wap.html
https://www.rfa.org/cantonese/news/htm/hk-survey-06072017092546.html


千年后，大多数的人是否会记得以前香港殖民地的历史文化，会完全融入
中国的体制？ 

目前，香港仍然保持着从英国殖民统治留下的重要因素。香港目前是个民主和
资本主义国家，香港在文化教育、法律制度和自由贸易也都保存着英国殖民统治时期
的管理方式。至今，许多香港年轻人都保存着当年在英国殖民统治的时候繁荣的画面
，并想让香港回到昔日的辉煌。虽然随着时间的过去，香港的体制的改变，大陆对香
港的影响会天天增加，但我认为香港人民一定不会轻易让自己的历史文化流失。毕竟
很多西方国家的人会选择到香港旅游或居住是因为香港在语言、制度等方面都比较容
易让他们适应。因此为了文化和经济上的好处，我认为香港人在干年后还会保持以前
香港殖民地的历史文化。 

 

文献评论 

网上现在只有有限关英国殖民统治对香港带来的影响的资料。罗思义，一名英
国学者在观察者和新浪专栏上表示自己认为英国在港英时代对香港的伤害，说：“英国
故意在香港买办精英与母国之间制造隔阂”，造成香港的精英对中国有敌视。 

《卫报》发表了题为《中国是香港的未来，而非敌人》的长篇署名评论文章，
分析香港抗议的复杂的根源和意见派别，文章作者英国学者马丁•雅克认为虽然很多香
港抗议者喊着要民主--从英国殖民时代的一个观念，但大多数人是因为对中国大陆的经

济成功感到失落和不满。 

 

论坛网站：http://british-hong-kong.666forum.com 

 

附录：发展史，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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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发展史 

 经过一百多年的时间，香港从一个可谓荒无人烟的小渔港迅速发展为 今天的国际大都

会，亚洲最重要的城市，令世人为之恻目。         香港作为近代城市的发展，经历过一

段相当曲折的路程。通过对这一 课题的研究，让我们了解了多年来香港作为枢纽角色

的转变。  

  

(一)转口港形成前时期(1841-1860年)          古代香港地区曾经有过一定规模的手工业，

以制盐、制香、修船为 主，海上运输也颇具规模。1841年英国人强行在港岛登陆，

1842年正式 割占香港后，初期主要是从事最恶毒的鸦片走私活动。《南京条约》签订 

之后，受开放五口通商的直接影响，在港的部份外商将其实力分散到新开 的商埠，香

港的经济地位受到严重打击。但进入50年代以后，国内外形势 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华

商很快便掌握了港贸易额的1/4以上，中国商人社 团开始在港岛崛起。香港己略具近

代城市的雏型了。  

  

(二)转口港时期（1860-20世纪50年代）          香港作为一个转口港的地位，从其确立以

至完成，并向工业化城市 的转变，经历了将近100年的时间。以1898年英国强租新界

为标志，将这 一时期划分为前后的两个阶段。         1.第一阶段(1860-1898年)         1860

年10月24日，英国政府通过发动第二次鸦片战争，强迫清政府 签订了《北京条约》，

割占了南九龙。1896年，苏伊士运河正式通航，欧 洲来港航线方便多了。1871年，欧

洲的有线电报直通香港，并同时与上 海、新加坡直接通报，香港与世界各地的联系更

加密切了。19世纪60年代 香港经济发展中的一个重标志就是银行业的建立。进入七、

八十年代以后 ，香港已经完全奠定了其转口港地位。在发展贸易的同时，香港也陆续

发 展自己的工业。经过将近40年的发展，香港最终确立了其转口港的地位并 得到了一

定的发展，管理、银行、保险、船运等方面的服务随之兴起。 1898年6月9日英国政府

又强迫清政府签订了《展拓香港界址专条》，强 行租借新界。以此为标志，香港经济

的发展进入了转口港时期的第二阶 段。          2．第二阶段(1898-1950年)         英国强租

新界之后，使香港原有的陆地面积骤增11倍之多，为香港 后来的经济发展特别是工业

提供了重要的条件。香港的发展在这50多年中 ，出现了大起大落的变化，先后经受了

两次世界大战的冲击和世界性经济 

危机的影响。在英租新界后的最初10多年中，香港经济仍有较快的发展， 转口港的地

位得到进一步的加强。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香港积极开拓国际市场，经济发展渐

趋平稳。 20世纪30年代初期，爆发了长达4年之久的世界性经济危机，世界贸易额 减

少了2/3，香港也受到了严重的冲击。但是，香港的工业发展却从30年 代开始渐有起

色。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于12月26日攻占香港。 战后的香港，一片废墟，情

况十分恶劣。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 成立，在这短短几年中，香港经济之所以

得到迅速恢复，主要原因显然是 由于对中国大陆的转口贸易所带动。但是好景不常，

香港经济很快又受到 一次严重的打击：1951年朝鲜战争爆发以后，帝国主义蓄意与中

国为敌， 对华实行禁运。战后刚刚恢复和发展起的香港转口贸易一落千丈。  



  

(三)工业化时期(1950年代起)         1.从转口港时期向工业化时期的过渡。内地的大量资

金，设备从上 海、广州等地流入香港，并带去了技术和管理人才。这些内地迁港工业

包 括纺织、橡胶、五金、化学等，对于战后香港工业的重建与发展有重大作 用。另一

方面，除了英国作为香港制造品的重要出口对象外，1953年美国 容许港制品输入，此

后美国逐步发展成为香港的最大出口市场。这一切无 疑对香港的经济发展都起了一定

的推动作用。就是这样，香港逐步获得了 工业化所必需的资金、技术、设备、劳力以

及市场等条件，完成了从转口 港时期向工业化时期的转变。         2.工业现代化、多元

化和国际金融中心的形成         香港本身缺乏自然资源。工业原料和半制成品主要依赖

进口；人多， 地小，但拥有世界天然良港；内部市场有限，产品大部份需要出口。香

港 工业的发展，从原料的输入到产品的输出，都得依赖于对外贸易。其它如 交通运

输、旅游业等也有较大的发展，被誉为国际航空中心、海运中心和 旅游中心。香港作

为一个国际金融中心，是在有利的政治、经济、自然条 件下形成的。70年代以来，香

港政局比较稳定，与东南亚、日本、欧美各 国的联系日益密切，同时大批跨国金融机

构涌进香港，使香港的金融结构 和经营业务发生巨大的变化，日趋国际化。香港作为

一个国际金融中心， 起着重要的积极作用，促进了今天香港经济的繁荣局面。 （四）

香港回归过渡期         回归前的过渡时期是香港即将结束被英国霸占和统治150多年的屈

辱 历史，到主权回归祖国、实行“一国两制”,建立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香港特 别行政

区的社会重大转型期。  

        中国政府制定了解决香港问题的“一国两制”方针。为了保持香港的稳 定和繁荣。

中国政府明确地表示要在1997年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实行 “一个国家，两种制度”，

港人治港, 高度自治。现行的社会、经济制度、法 律、生活方式不变。香港自由港的

地位和国际贸易、金融中心的地位也不 变，香港可以继续同其他国家和地区保持和发

展经济关系。  

  

（五）香港回归期 一、社会政治发展 香港回归之后,国际社会关注香港能否继续保持

繁荣发展的态势。事实 证明,“一国两制”在香港社会的政治生活实践中是成功的。 香港

的政治发展状况在内地和平稳定崛起的大背景环境下,克服了种种 来自于社会内部和外

部的艰难险阻,将“港人治港”的方针政策进行积极的落 实。中央人民政府对于“一国两

制”坚决维护,“五十年不变”,充分尊重香港特 别行政区在执行内部事务的权利，有助于

香港社会稳定，同时也促进了香 港社会政治的发展。 总而言之,香港社会的政治发展

问题,中央对其进行大政方针上的引导, 同时给予充分的自主权,为实现社会大发展、大

繁荣为共同目的。  

  

二、社会经济发展 香港的经济在受到外部社会因素的侵扰、和内部经济发展症结之下,

呈 现出衰退的趋势之后，能够以坚定的态度崛起，经济形势呈现出复兴繁荣 的状态。

经济发展的自然规律是其重要原因;中央政府对香港经济呈现出 的不景气状态,实施了

一系列的重要措施,以大陆雄厚的经济实力,帮助香港 经济走出低谷。  

  



三、社会文化发展 据中国社会科学网讯:2017年3月18日,为了“庆祝香港回归二十周年

学 术座谈会”在暨南大学召开,中国内地、香港和澳门学者齐聚一堂,对香港回 归后的历

史、经济、政治等领域的研究现状和未来香港社会的发展问题进 

行了研究探讨。这样的学术座谈会对于促进香港社会文化发展的繁荣与传 播大有裨

益。 香港社会的政治、经济发展都会在历史的进程中,留下坚定的脚印。哲 学上讲:社

会政治经济的发展促进文化的发展,而文化又在一定程度上反映 社会政治、经济发展的

状况。过去二十年的经济发展状况之后,金融业是 香港经济发展的最大亮点,而中国内

地的“一带一路”战略中,香港是具有独特 战略价值的一部分。预测未来的香港将能够成

为亚洲的“纽约”。 总之，虽然香港仍会保留部分英国殖民地所留下的文化等，但是支

持 港独的毕竟是社会上的一小部分人。毕竟香港回归后，中国帮助香港克服 了金融危

机，提出各种有利于香港发展的建议。现在香港已经与中央政府 密切配合，加强一国

两制的教育，对于“港独”分子的打击力度正在走向法 治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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