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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正在加速发展，从计算智能走向感知智能、
认知智能，从解决专业化特定问题走向通用人工智
能，加速与传统行业的结合。

如今，新一代人工智能的发展脉络日渐清晰，依托
两大平台 ( 云平台、大数据 ) 和三大技术 (机器学习、
模式识别、人机交互)，推动人、机和网络的融合，

具备大数据、跨媒体、群体智能、自主智能和人机
协同五大鲜明特征。

人工智能的发展离不开大数据的支撑，以及云平台
提供的数据汇聚基础和分布式计算的能力，所以业
内通常也将很多大数据应用 (包括云平台等)都归结
为人工智能。

智慧城市的推行，也是奠基于此。

https://mp.weixin.qq.com/s/ntPhzCzloUPI6hSl6StrZQ 





智慧城市一般采用的规划手段

1.开源数据渠道

数据是人工智能与城市规划的关键要素。一方面，要借
助智慧城市建设和政府数据开放，协同城市规划与智慧
城市规划，尽量保障规划数据的收集、利用和安全；另
一方面也要探索商业模式的投入，鼓励搭建更多数据开
放平台，推动知识传播和意念创新。谷歌近日免费开放
的数据集搜索引擎 DatasetSearch，就是个不错的平台。

2.善用和发展各种工具

网络上很多人工智能的工具和学习社群，可以公开或分
享交流，学习使用CA (Certification Authoritcation)模型、
Machine Learning算法，以及各种文本、音频、图像智能
模块，或无人机和传统数据的创新利用。人工智能技术

进步很快，例如利用人工智能辅助基础数据获取，实现
自动比对和过程评估；利用人工智能研究城市垂直空间
生长；借助机器视觉量化街景照片，研究城市变迁等。



3.拥抱人机交互

VR 虚拟现实 + 城市规划，可融合实时的感知、分析、

判断与决策，方便方案呈现和审查修正，有益于市民
深入了解规划的内容，优化规划流程和提高规划质量。

人机交互不只是让机器自动工作，还包括实现自我学
习、多方协作、价值判断与预测力，规划提供协助。

4.自下而上控制

规划的一致性常常体现在关键指标的可追溯与不可篡
改方面，区块链技术亦可实现高效监管的透明性。

除此之外，区块链还能用于提升基础设施的配置与使
用效率；串联各类闲置资源，实现利用最大化；优化
商品分配与消费方式；结合VR、IOT技术，构建人、机、

物融合的数字生态，激励人类群体智能的组织和学习，
与机器智能相互赋能增效。



北斗卫星导航系统
Beidou Navigation Satellite System

Global Positioning System

BIM  building information modeling

土地测量数据/资料





Centamap 中原地圖



百度地圖

高德地圖



The Participating Departments in Data Alignment 
Management (DAM  土地数据整理管理系统) are: 
• Buildings Department
• Civil Engineering and Development Department
• Highways Department
• Lands Department
• Planning Department
• Water Supplies Department
• Architectural Services Department
• Census and Statistics Department
• Drainage Services Department
• Electrical and Mechanical Services Department
•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Department
• Housing Department
• Land Registry
• Rating and Valuation Department
• Transport Department
• Development Bureau
• Fire Services Department
• Government Property Agency
• Home Affairs Department

Basic Concept Model for Data Sharing and Planning



新一代人工智能对城市规划的转型发展得以面
对三大机遇：

一是在眼下实现计算智能—从精确需求到模糊

应对，赋能规划行业数据驱动。规划领域可先
基于现有基础实现重混(Remixing) ，摒弃单一决

定论，转向从宏观趋势推导可能，初步建立科
学性。

二是提升感知智能—从抽样到全样用户思维。

借助人工智能，提高洞察和适应市场能力，重
拾为民众服务的本意，充实规划的理论与方法。

三是走向认知智能—从因果到智能关联驱动，
建立规划的流程逻辑，最终促使传统产业思维
作出自发的变革以你配合。

人工智能的系统架构庞杂，大多不是规划行业擅长
和能够涉足的。单论算法，神经网络是当前发展重
心，对于规划行业还很陌生。

深度学习的成本也异常昂贵，需要巨量的训练数据
和计算能力，(百度训练人脸识别用了2亿幅照片；
谷歌实现猫的识别用了1 000万个视频和1.6万台计算
机)，显然属于用“大数据”完成“小任务”的范式。

身处城市这个复杂巨系统，在解决整体问题时可能
要一直尝试用“小数据”来解决“大任务”。规划
行业的大数据运用，目前基本停留在单 PC / 工作站

的计算能力阶段，想要独立完成全方位智能的定运
用，还有一定距离。这将非常考验人工智能的持久
适应性和规划师对“人机连动”的调试能力。



5. 走向云端设计

现在的规划编制已经很难单依靠一个城市的数据来完成，
比较和分析全球性的数据变得极有必要。这样做也有利于
营造标准统一、跨平台分享的数据生态，方便相关专业和
人工智能的在线协作与智力共享，实现深入的公众参与，
和持续的规划调整工作。

6. 再造规划流程

互联网企业把城市当做人类发明的最大智能硬件，纷纷利
用人工智能对其进行研究。阿里 ET 城市大脑在云端以仿
真数据模型验证城市蓝图；谷歌Sidewalk Labs开展智能社

区建设，搭建传感器和数字管理平台；讯飞城市超脑试图
打通城市规划、建设和运行过程中的知识体系及数据闭环。
Alphabet更是坚信Google Urbanism能终结规划，用无处不

在的持续数据流取代规则，用人工智能实现高效的城市管
理，并通过传感器、网络和算法保障管理过程的透明度。

数字技术可被视为公共政策的转折点，进化的数据不仅改
变了传统的规划方法，还影响和改变着城市规划师的职业
及地位，并提出人工智能改变城市规划的传统职能。



香港涉及智慧城市规划与管理的相关部门

政府决策架构(决策局)

对高新科技较有直接关系的架构



政府执行事务的部门

对高新科技较
有直接关系的
政府部门

香港工程师学会为多间大学为智能城市可提供的贡献

工程师学会的分部组织：



香港涉及智能城市规划与应用
的一些代表性方向及例䅁





交通管制及监察系统

在香港推动创新科技的主要架构

• 创新及科技局

• 工业贸易署

• 生产力促进局

• 科学园

• 数码港

• 创新、科技及再工业化委员会

• 智慧城市联盟

• ……



创新、科技及再工业化委员会



创新、科技及再工业化委员会

委员会的主要责任会就以下方面向政府提供建议：

• 有关推动香港创新及科技发展的方向丶工作重点
及其优次，以及关键绩效指标；

• 有关优化本地创科生态系统的策略和措施；

• 有关加强主要持分者之间的合作和协调的策略和
措施，以发挥协同效应，带动香港的创科发展；
及

• 有关推动香港「再工业化」的策略和措施。



智慧城市

信息和通信技术（ICT）已被公认为智能城市模式的真正
推动者。几乎所有的智能城市应用都通过几种ICT的组合
实现：

传感器设备通过新的网络技术连接，应用产生价值，并被
智能网络安全技术保护。通过利用广泛的研究成果，应科
院智城市技术在为香港和其他地区建立强大的智能城市生
态系统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

发展重点举例：

智能网络及5G发展

地理位置信息系统（GIS）

车载抬头显示（全尺寸挡风玻璃）

物联网管理平台

虚拟现实（头戴显示）

智能健康医疗监测技术

金融科技

配合香港金融科技发展的需要，应科院目前专注于3个
领域，包括网络安全、区块链和大数据分析。

发展重点举例：

开发平台技术和自动化安全威胁分析
培训安全专业人员

在主要区块链平台上构建应用程序，包括 Bitcoin、Monax、
Corda、Ethereum和 Hyperledger等

增强区块链一致性算法和网络安全

利用大数据技术以及机器学习，深度学习和图形算法

提供数据管理，分析和监管解决方案



金融科技

配合香港金融科技发展的需要，应科院目前专注于3个领域，
包括网络安全、区块链和大数据分析。

网络安全研究和发展的领域由我们的网络安全和分析小组（
CSA）与应科院网络安全研究所（ASL）负责。CSA专注于平
台技术的开发，利用大数据分析和机器学习进行自动化的安全
威胁分析。ASL则专注于培训专业的网络安全人员，进行道德
黑客入侵、先进的逆向工程，隐窝分析和第三方安全评估意见
。

CSA和ASL致力支持香港金融管理局（金管局）所推出的「网
络防卫计划」。我们正在开发一个网络情报共享平台与银行公
会对网络攻击共享情报。我们亦正在与香港银行公会开发了一
个「网络风险信息共享平台」，以分享有关网络攻击的信息。
此外，我们亦正在与执法机构发展仿真平台，让学员练习专业
的网络安全攻击和防御技术。

应科院数据分析组致力于大数据分析的研究和开发。该小组
利用大数据技术，如Hadoo、Spark及Elastic搜索、机器学习
、深度学习和图形算法等，提供数据管理、分析和管理解决
方案。我们正与银行加强客户互动解决方案，包括客户的人
物分析、个性化的产品推荐和保留客户分析等。同时，我们
发展监管科技方案，如如比特币交易监控，以实时信息协助
反洗钱（AML）的识别和为监管机构作出更佳的风险评估。

在区块链技术发展方面，应科院区块链技术组具备丰富经验
，于主要区块链技术平台，包括比特币、Monax、Corda、
Ethereum和Hyperledger等。此外，该团队致力于提高区块链
共识算法和网络安全。

金管局亦委托应科院区块链技术组建立了一系列概念认证，
使银行业能在未来应用区块链技术。概念认证的结果和结论
将在白皮书中记录，为银行业及其他业界提供有关技术应用
的指引。我们与中国银行（香港）合作，利用区块链系统来
简化现有的以纸张为本和费时的物业估值的过程。



健康技术

应科院健康技术通过开发和部署技术平台，
引导和促进香港健康产业及其生态系统的发
展。

利用此平台推动持续性及革命性的研发以及
新应用，特别是在预防性健康监测和医疗诊
断，医疗计算和数据分析领域。健康技术策
略旨在满足以下需求 ：

(i) 低医疗成本

(ii) 个性化医疗服务

(iii) 卓越生活质量。

智能制造

智能制造是开发和实行应用于制造生产的人工智能，
它指的是使用可自动适应环境的不断变化和不同的工
艺要求的生产工艺技术，以生产操作者最小的监督和
协助来生产各种产品。

发展重点举例：

机器视觉

三维/二维缺陷自动化视觉检测
智能工业机器人: 三维视觉及认知算法
应用在智能制造的扩增实境显示

信息物理系统

制造工艺、机器人和感测环境开发集成模块

智能能源/功率电子

智能工厂实行信息物理系统的设计、合成和验证



新一代通讯网络

应科院的新一代通讯网络（NGN）计划旨在开发网络基设
施技术和平台，支持包括公共安全和智能城市领域在内的
各种应用。应科院致力于研究，开发和商业化5G 和5G无
线系统的尖端通信技术和解决方案。5G技术不只是移动宽
带技术的演进，也对整个行业具有革命性的影响，改变人
们的工作和生活。目标是在支持下一代网络的发展方面发
挥枢纽作用。

发展重点举例：

无线接入网络

移动核心网

物联网管理和应用

移动和物联网平台

近距离通讯，地理信息和实时遥测相关技术

太阳能发电站和设备和智能家居的物联网管理

香港近期在推广智能发展的一些工作项目/活动：

• 建立智慧城市联盟

• 推出香港智慧城市蓝图
https://www.smartcity.gov.hk/doc/HongKongSmartCityBlueprint(CHI).pdf

• 成立多个支持创意发展的资助基金 (工业贸易署、
创新科技署)

• 各大学各自成立不同与创科相关的科研中心

• 举办创科博览 (2018年9月)

• 举办工业4.0香港领袖峰会 (2018年10月)

• 举办香港金融科技用 (2018年11月)



为应付持续攀升的客运量，香港机场管理局斥资70亿元扩建，
包括在一号客运大楼兴建一条离地28米高的「天际走廊」，
连接北卫星客运廊。机管局最近再加码20亿元「升级」，如
重新设计候机廊座位、引入智能登机闸口等，预计2021年底
竣工，以迎接2024年启用的三跑系统。

最新的提升设施重点之一，是在客运大楼及航空公司登机闸
口，加装4个容貌识别系统，旅客在闸口扫描容貌便可自助
登机。预期2020年初起陆续有登机闸口开始使用。

机场自去年9月起已逐步启用容貌辨识自助保安闸口，离境
旅客由大堂进入机场禁区时，已在保安闸口先进行一次容貌
辨识，以核对证件，今次是扩展至登机闸口。

自助保安闸口设两道闸门，安装有证件阅读器及镜头，年满
11岁并持有效电子旅游证件的旅客，先自行扫描证件，系统
读取旅客数据和相片后，第一道闸门会自动打开，然后旅客
再自行扫描登机证，镜头将同时透过容貌识别技术核对数据，
完成后便打开第二道闸门，整个过程需时约20秒。

近期香港机场一个90亿港元智能系统及客运大楼翻新计划

香港的基础建设



基础建设泛指对一个城市或国家，能提供一些对长远民生及
经济发展所必需的支持建设。

因地区的条件和需要有别，所提供的设施或建设，在类形与
比重上也有差异。以香港而言，以下的建设对香港的发展
至为重要：

1. 交通基建(包括轨道与公路建设)

2. 机场与港口设施

3. 土地开发(用开山或填海的方式新辟土地)

4. 新城镇的建设

5. 环境相关建设(排水、排污、废物处理、环境整治、旧区
重建更新)

6. 市政设施(公共建筑、供水、能源)

7. 其他以支持经济的大型策略性发展(会议展览设施、科学
园、数码港、 廸士尼、西九文化中心)

香港基建发展的重要里程：

1950年代大规模房屋政策开展 (徙置屋、廉租屋、公共房屋)

1960年代初开始的卫星城市及新市镇建设 (…..兴建水塘)

1960-70年代多项大型填海计划

1970年代初开始的货柜码头发展

1970年代中开始兴建的地下铁路

1990年代中开始的新机场及相关建设(机场核心工程)

1990年代末开始的大型公路建设(3、5、8号干线，及其他大型道路
优化/扩建计划)

2000年代初开始的地下铁路建设(西铁、马鞍山线、将军澳线、南九
龙联机)

2000年代初开始的中港交通连接计划(港深西部通道、落马洲支线)

2000年代末开始的十大基建项目(高铁、港岛西线、港珠澳大桥、游
轮码头….)



相关参考数据(1)

香港在推行大型基建的主要机构

Procuring Agents for Infrastructure Projects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 Highway Department (路政署) – highway, bridges and 
large-scale roadwork

2. Civil Engineering Development Department (土木工程发展
署)– land formation, reclamation, port and marine works, 
environment improvement works

3. Territory Development Department (拓展署) –Airport Core 
Projects, New Town Development, other assignment projects 
similar to CE Dept.

4. Drainage Services Department (渠务署) – Flood control, 
large-scale drainage  and SSDS/HATS projects

5. Water Supplies Department (水务署) – large-scale water 
supply/distribution works (e.g. aquaduct)

6. Mass Transit Railway Corporation (地下铁路公司) – all 
railway works managed/operated by the MTRC

7. Kowloon Canton Railway Corporation (九广铁路) – all 
railway works managed/operated by the KCRC

8. Airport Authority (机场管理局) – projects related to the –
construction of the new airport in Chek Lap Kok

9. Other Franchised Organizations (其他专利营办机构 in 
BOT projects), for example:

• Tate’s Cairn Tunnel 大老山隧道

• Eastern Harbour Crossing 东区海底隧道

• Western Harbour Crossing 西区海底隧道

• Tai Lam Tunnel 大榄隧道



Government’s role in developing and renewing 
the city (since 1980)

Major control regulations and implementation bodies:

- Town Planning Ordinance 城市规划条例

- Town Planning Board 城市规划委员会

- Committee on Planning & Land Development  
土地和发展咨询委员会

- Development Bureau 发展局

- Planning Department 规划署

- Lands Department 地政署

- Urban Renewal Authority 市区重建局

The development concerns will cover:

- Transportation provisions including airport and port, 
railway and highway (交通相关基建 - 机场、港口、
铁路、公路等)

- Land uses including commercial, residential, 
industrial, government and institutional, recreational 
and other special uses. (土地应用规划)

- Comprehensive developments (综合发展)

- Rural developments (乡郊发展)

- Preserved areas including country parks and other 
green areas. (自然生态保护区 - 郊野、海岸区域)

- Landscape, conservation, and city images (市容景观)

- Linkage between Hong Kong and China (中港连系)



Community Facilities include:

策略规划在香港有悠久历史。

在二战前后，规划的工作主要简略地依照英国
的模式进行，由当时的工务局负责。

至70年代初，因应需要开发新市镇、地下铁路

的兴建及考虑原有启德机场的搬迁问题，所以
规划的规模开始细化，到80年代更推出一个玫
瑰园计划，初步形成一个跨世纪的发展概念。

1982年中英谈判就香港回归得到定䅁，新机场
计划可以落实，规划有所依据而变得更为精细
和长远，之后续渐制定了全港发展策略
(Territorial Development Strategy) 等多个方案。



自1970年代起，香港约每十年便检讨全港发展策略，让

策略能够与时并进，满足新的需求和期望。 上一轮检讨

为2007年公布的《香港2030:规划远景与策略》 (简称

《香港2030》)。

《香港2030+: 跨越2030年的规划远景与策略》(《香港

2030+》)是一项全面的策略性研究，旨在更新全港发展

策略。 建基于《香港2030》，《香港2030+》研究重新

审视跨越2030年的规划策略和空间发展方向，以应对未

来的转变和挑战。 《香港2030+》研究代表政府对香港

跨越2030年全港发展的愿景、政策和策略。 这项研究

采取了前瞻、进取、务实及以行动为本的方针，希望社

会大众能聚焦讨论关于香港未来发展的重要规划议题，

并对香港内外不断改变的形势作出适时的响应。



https://www.pland.gov.hk/pland_en/
p_study/comp_s/hk2030/chi/home/



香港回归后的大型基建发展回顾：

为兴建新机场而推出的十项机场核心工程

• 赤鱲角平台、机场大楼及相关设施

• 东涌新市镇

• 北大屿山干线

• 机场快线

• 大屿山接道(青马及汲水门大桥)

• 三号干线(葵青段)

• 西九龙填海

• 西九龙干道

• 西区海底隧道

• 中环填海



1990s年代因兴建新机场所分拆成的十项核心工程

兴建中的赤鱲角机场



北大屿山发展

青衣至大屿山接道，建造
了世界知名的青马大桥



西九龙填海

西九龙填海，将昂船洲岛与荔枝角连接，并扩建了葵涌的货柜码头港



1996年填海正在进行中的西九龙

Airport Railway tunnel

Western Harbour Crossing

Kowllon Station

2008年所见的西九龙



中环填海 (1995)

中环填海 (2008)



香港回归后的大型基建发展回顾：

多项大型铁路的兴建

• 西铁

• 马鞍山线

• 将军澳线

• 落马洲支线

• 南九龙联机

Metro areasMetro areas



Metro areasMetro areas

Map not to scale

现有的地铁路线图



兴建中的西铁
美孚站

兴建中的西铁荃湾西站



兴建中的将军澳线油塘站



兴建中的将军澳线
将军澳站

马鞍山铁路沿
城门河的走向图



马鞍山铁路沿城门河
兴建的高架路轨

Sha Tin Wai Station

Hang On Station



马鞍山铁路的
马鞍山及恒安站

香港回归后的大型基建发展回顾：

多项大型公路工程

• 三号干线

• 五号干线

• 八号干线

• 青山公路扩阔工程

• 其他高速道路扩建工程



香港的高速道路系统(干线)

三号干线



三号干线的其一主角：
汀九桥



三号干线凹头交汇，横跨环境敏感的湿地区域



其他主要道路项目: 
红磡绕道

青衣北岸公路



屯门公路扩阔工程
(2009 – 2013)

青山公路扩阔工程
(2004 – 2009)



扩阔及优化后的青山公路

扩阔及优化后的青山公路



后海湾接道



SHENZHEN

Sha Tin

Yuen Long 

Tuen Mun

Tsing Yi

八号干线路线图

8

9

3

1
4

2

7

7.6km

5.9km

昂船洲大桥

横跨西九龙快速公路的昂船洲大桥及其引桥







Clear Span = 1018m

Stonecutters Bridge
298mPD

73.5mPD



中环填海及湾仔绕道



中环填海及湾仔绕道

中环湾仔绕道最前期
的工作项目是中环填海
(第3期)，其中最触目
的事件，便是天星及
皇后码头的拆迁。



其他支持核心经济的策略性建设 –

会议展览设施



亚洲国际博览馆

The Asian World Expo 
in Chek Lap Kok

(2002-2006)



香港会议展览中心



Before Expansion

未扩建前的展览馆

2010年扩建后的展览馆

After Expansion



九龙湾国际展览中心



其他支持核心经济的策略性建设 –

科学园及数码港

Location of 
Science Park

Shatin District

Ma On Shan New 
Town



科学园



数码港



数码港

Hotel block 
Office blocks from Phase I to IV

Cybercentre

Public Landscaping area and promenade



数码港

2009

2002





Various views from the public terrace





2007‐2008施政布告推出之「十大基础建设」

交通基建
1. 南港岛线
2. 沙田至中环线
3. 屯门西绕道及屯门至赤鱲角连接路

跨界基建

4. 广深港高速铁路

5. 港珠澳大桥

6. 港深空港合作

7. 港深共同开发河套

都市新发展区

8. 西九文化区

9. 启德发展计划

10.  新发展区

南港岛线



Lei Tung Station 

South Horizons Station

Aberdeen Station

Wah Fu Station 

Cyberport Station

Sai Ying Pun Station

University Station 

Kennedy Station

Wong Chuk Hang 
(Interchanging) Station       

S Island Line  West

S Island Line South



西港岛线

The Western District of Hong Kong from satellite map



University Station

Future connection of the South Island Line (at the rear of Victoria Peak)

Existing Island Line 

West Island Line runs across the densely populated areas of Western District on the 
Hong Kong Island. It is so designed that over 90% of the residents can access to the 
new railway stations on foot when the line being completed.

沙田至中环线



District at present 
without mass transit 
transportation service

Diamond Hill Station 
and Depot



New Diamond Station and 
depot facility located at 
previous Tai Hom Village

Existing MTR Kwun Tong Line

Approximate run of 
Shatin-Central Link

Hung Hom

Kowloon City

To Kwa Wan





The 26‐km Express Rail Link (XRL) runs from the terminus in West Kowloon 
to Shenzhen. There will be no intermediate station within the Hong Kong 
territory. The alignment runs beneath Yau Tsim Mong, Sham Shui Po, Kwai
Tsing, Tsuen Wan and Yuen Long Districts. The Express Rail Link will operate 
entirely in dedicated tunnels.

广深港高速铁路



Rail alignment (Construction scheduled between late 2009 to 2015 (HK section)

Express Rail (High Speed Train Line) network in China (total about 16,000 km)



(1300k
m)

(2230km)

(1860km)

(1600km)

(770km)

(140km)

(1900km)

(880km)

泛珠三角洲地区

从香港往 路程

北京 10 小时

上海 8 小时

武汉 5 小时

厦门 4 小时

广州 48 分钟
香港澳门

广深港高速铁
路

乘飞机:  1 +3.5 +1.5 = 6 小时?

中国的铁路



China national railway network system



New Beijing Railway Station

New Shanghai South Railway Station



Zuzhou Railway Station Complex

The Station Platform



New Hangzhou Station

Shenzhen North Station at Lung Hwa under construction in late 2009



Aerial view of the Express Rail Terminal at West Kowloon 

The Express Rail Terminal Site at West Kowloon (November 2011)



Excavation process for the 
terminus at West Kowloon

Alignment of the Express Rail

Sham Shui Po

Alignment of the 
West Rail



Commercial development at WKT station north

港珠澳大桥









Various design 
schemes proposed by 
interested consortium

西九文化区



Various design 
schemes proposed by 
interested consortium

Master plan of KT 
Redevelopment 启德发展计划



Theme on Public Promenade

Kai Tak Airfield in 2005



Overview of the previous Kai Tak airfield from Kowloon City (top) 
and Kowloon Bay (bottom, toward To Kwa Wan and Hung Hom)

Artistic view of the future terminal



Construction of the berth deck 
(December 2011)

The interior of the terminal 
concourse before fitting-out



位于前启德机场跑道末端，于2013年落成的邮轮码头

Cruise Terminal of Singapore



作为一个总结，过去四十年香港在城市建设方面，最少做就了下述的优
势与条件，使香港成为一个国际公认的优质城市：

1. 香港保存着一个优美的海岸线，为世界所瞩目。

2. 以700多万人口而言，香港拥有相对廉宜、效率高的公共交通系统。

3. 藉着铁路(轨道交通)的发展，香港的城市内涵得到充实的提升。

4. 香港建设了一个质素颇高的市容及公共空间，令大众包括市民及游
客，得以受惠。

5. 香港以空港与航运为主的物流基建，令香港成为一个重要的国际运
输枢纽。

6. 虽然有时势与经济背景的局限，香港也建设了多项长远、具国际水
平的策略性发展，如大型的会议展览设施、主题公园、科学园及数
码港等项目。这对支持香港的核心经济，是非常重要的。

7. 其他的公共建设，如政府物业、市政、环境卫生、文娱康乐、教育、
社会福利，以至是小区等设施，尚算完备，使大众可以享用。

8. 香港亦建设了一个颇畅顺的跨境交通系统。香港与国内交通频繁，
香港能更有效成为中国与国际社会的一个窗户，有赖于此。



以上的观察均从一个体谅与欣赏的角度为出发，其中香港
当然还有很多不完善及不足的地方。

以一个平常心而论，近二十年来在环视东西方不同的现代
城市发展过程中，能造到万事完美、无骇可击的优质城市，
谈何容易。况且，发展背景也不尽相同，纸上谈兵将别处
的亮点过分理想化，却将自己长年累月艰辛的建设视若罔
闻，也不见得是对实情准确的解读。何况，香港掌握关键
的发展期，也只是过去三数十年的时间。

从这个观点下看，希望大众能多珍惜香港的现今成就。建
设也是一个众志成城的工作，实有赖大家的支持，才能成
事。

报告完成，多谢分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