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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正：改革為滬自貿區「減壓鬆綁」

深企商事合同可用香港法律
《改革計劃》公佈 前海將設相關法院

根據《改革計劃》，提出了包括深化經濟體制改革、
加強社會主義民主法治建設、推進文化體制機制創

新、深化社會體制改革、深化生態文明體制改革5大方
面的38項具體改革舉措。
今年將充分拓展政策空間，構建和完善前海開放型現
代服務業體系，探索建立地方金融監管體系，加快完善
與中央監管體系相協調的機制；探索開展跨境證券投資
業務，設立CEPA、ECFA框架下的合資金融機構，開展
部分人民幣金融產品跨境交易，創新資本項下外匯額度
管理模式；積極爭取外商投資試行准入前國民待遇，研
究制訂區內的外商投資負面清單，探索省級權限內境外
投資一般項目實施備案制管理，制定前海港深航運服務
核心平台試點方案；探索法定機構與行政事業單位、高
校院所人才雙向流動機制。

可選擇香港會計制度
在前海法制改革方面，深圳提出制定商事合同可選擇
適用香港法律和企業可選擇執行香港會計制度的條例，
探索設立前海商事法院。對此，深圳大學法學院院長黃
亞英接受採訪時表示，合同和商業糾紛將是前海商事法
院處理的主要業務，前海企業可通過兩種方式選擇是否
適用香港法律。第一種是，在制定商事合同時，便自行
約定合同的履行和糾紛解決是否選擇使用香港的法律，
「即交易的雙方主動約定將香港法律作為準據法。」第
二種情況，是在沒有選擇準據法時，根據案件需要，如
有涉港因素，法院也可能最終選擇用香港法律。
黃亞英亦指出，《改革計劃》中提出的「企業可選擇

執行香港會計制度的條例」，並未明確是僅僅適用香港
會計行業協會的規則，還是借鑒香港條例來修改深圳的
法規。「深圳早有設立前海商事法院的計劃，但是具體
的改革推進速度還不夠快。」

公司登記「三證合一」
充分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是《改革
計劃》重點。今年深圳將繼續深化商事登記制度改革，
繼續建立和完善後續綜合配套監管機制，進一步探索股
份有限公司註冊資本認繳登記制、外商投資企業及會計
師事務所主體資格審批登記制度等改革，推進實施營業
執照、組織機構代碼證和稅務登記證「三證合一」方
案。
在加快建設一流法治城市方面，深圳市將推行各級政
府及部門權力清單制度，制定和公開權力運行流程，規
範權力運作。探索編制政府資產負債表，爭取率先自主
發行地方市政債券； 實行涉法涉訴信訪的訴訪分離機
制，建立政法機關執法質量終身負責和責任倒查制度；
提高非戶籍常住人口住房困難人群住房保障水平。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郭若溪 深圳報道）深

圳前日公佈《2014年改革計劃》，當中提出

在前海開發開放上，計劃探索設立前海商事法

院，企業在制定商事合同時可選擇適用香港法

律，同時，企業也可選擇執行香港會計制度的

條例。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張廣珍 珠海報
道）珠海市第八屆人民代表大會第四次會
議昨召開，珠海市市長何寧卡指，橫琴將
建設粵港澳金融創新改革實驗區，實現開
發5年大變化，亦是今年政府工作的重點
任務。
何寧卡提出今年珠海市政府工作要以全

面深化改革為統攬，包括推動探索對接國
際化自由貿易規則，深化財政金融、行
政、社會體制改革等5項改革創新，而實
現橫琴開發5年大變化是今年政府工作的
重點任務。其中提出橫琴要建設粵港澳金
融創新改革實驗區，包括支持跨境人民幣
銀團貸款、赴香港發行人民幣債券等金融
合作創新項目，推動設立和組建金融租賃
公司、消費金融公司、合資全牌照證券公
司等新型法人金融機構。同時促進多元化
市場體系發展，爭取橫琴國際商品交易中
心、稀貴金屬交易中心盡快開業。

資本項目可兌換
珠海政協委員馮可勵表示，《廣東省建

設珠三角金融改革創新綜合實驗區總體方
案》明確將橫琴新區作為資本項目可兌換
的先行試驗區。橫琴應進而全面建設橫琴
人民幣跨境業務綜合改革試驗區，推動粵
澳在旅遊、會展、商業以及金融等領域展
開深化合作。
目前橫琴已引進各金融類企業321家，

吸引廣發基金、易方達基金、KKR等一批
股權投資基金入駐橫琴。其中香港工銀國
際在橫琴新區成立15個股權投資合夥企
業，目前募集資金總額已超過100億元人
民幣。橫琴目前已啟動聯合編制珠澳（橫
琴）金融發展規劃，銀監會已正式批覆同
意澳門國際銀行在橫琴設立代表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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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沙新區列廣州「一號工程」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叢書 廣州報道）廣州昨日
閉幕的市委全會提出今年GDP增速為10%的目標，明
確廣州今年要重點推進加快轉變政府職能等12個方面
的改革，增創法治化國際化營商環境等六大優勢。南沙

要作為廣州的「一號工程」，要搶佔發展制高點，要突
出思想、環境、制度「三個引領」，高起點高標準推進
南沙新區開發建設，着力打造國際化法治化營商環境、
高效便捷利民的政務環境和花城綠城水城的生態環境，
在行政審批制度、商事登記制度和社會管理體制改革等
方面，為全市作出表率。
據廣州市委書記萬慶良指，廣州市2014年GDP提

10% 的 增長目標，高於全省（8.5% ） 和 全國
（7.5%）。在發展經濟的同時，還要重點推進12個方
面改革，即加快轉變政府職能、構建公平開放的市場規
則、激發市場主體活力、深化財政體制改革、實施科技
創新驅動戰略、創新金融發展體制、深化城鄉發展一體
化改革、推進文化體制機制創新、加快保障和改善民生
制度建設、加強民主法治制度建設、強化權力運行制約
和監督機制、推進生態文明制度建設。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沈夢珊綜合
報道）據中新社報道，中共上海市
委書記韓正昨日在政協上海十二屆
二次會議談改革之際，專門為上海

自貿區「減壓鬆綁」。
自去年9月底上海自貿區正式揭牌

成立之後，社會各界對於自貿區有
着各種解讀和期待，而被外界詬病

最多的就是負面清單過長。上海市
政協常委屠海鳴表示，對於公眾廣
為關注的2014年自貿區負面清單，
希望政府能「放寬尺度」，可上可
不上的不要上。

管理模式要創新
韓正指上海自貿區的改革，實際

上就是在探索如何處理政府與市場
的關係，它實際上是完整體系的試
驗與探索，「3個半月太短，3年時
間也太長」。他又直言自貿區引進
多少資金和企業，並不是所關心
的，關心的是制度創新。
所謂的制度創新，就是要探索出

一套全新的經濟管理體制和政府監
管模式，韓正認為這是一個漸進的
過程，要一步一步走，會有一段時
間，有一批可複製、可推廣的政策
出來，第一批的時間可能要1年。
他還說，上海應該成為活力之

都，它不僅有傳統，也有基礎。只
有通過深化改革，向市場要活力，

向社會要活力。在韓正的看來，上
海不缺資金缺人才，不缺學歷缺的
是解決問題的創新能力，未來上海
仍需要在搞活國有經濟、鼓勵支持
民營企業發展、倡導創新文化、營
造法制環境以及積聚各類人才這五
個環節下苦功。
港澳委員趙國雄接受採訪時亦對

上海自貿區問題上表示，身為上海
政協委員的他樂意提供以香港自由
開放市場的金融經驗，和具有自貿
區政府行政審批改革方面的建議供
上海市政府參考。
針對不少委員對自貿區的關注，

上海市委書記韓正表示，自貿區的
實質其實是能不能探索出一條全新
的政府管理體制的監管模式。深化
改革其實是在探索市場與政府間的
處理關係，在市場起決定性作用的
同時，政府能夠科學有效的監管。
他指出，金融在自貿區內的探索無
非就是兩條，第一是風險可控，其
二，並非為金融改革而改革。

中國商飛基地或落戶南昌

深港合作推西九「一地兩檢」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郭若溪、
李薇、李昌鴻 深
圳報道）深圳政協
委員姚偉志在深圳
政協會議上提出，
深港合作應圍繞重
點、熱點問題進
行，今年應加速推
進廣深港客運專線
口岸設置工作，雙
方協力推進廣深港
客運專線在香港西
九龍設置「一地兩檢」口岸，盡
快啟動深港西部快速軌道實質性
建設等。
姚偉志表示，廣深港客運專線

是內地與香港大型基礎設施協作
的重點工程，但口岸設置問題尚
未明確，直接影響高鐵運營管理
安排。深港雙方對此進行了充分

的討論，雙方均認同在香港西九
龍實施「一地兩檢」是符合廣深
港高鐵經濟效益的最佳方案。但
在「一國兩制」和基本法的框架
下，港方認為需要處理一些法律
問題，如果法律問題不能及早解
決，則希望有過渡措施應對，即
暫時實施「兩地兩檢」模式。

籲設跨界專責小組 改善深港澳生態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薇、

郭若溪、李昌鴻 深圳報道）日
前的深圳政協會議上，不少政協
委員關注深港跨境污染現象。其
中政協委員凌萬義《關於改善深
港澳生態環境的提案》中指出，
港澳珠三角地區的空氣污染主要
是由車輛、工業及發電廠排放的
污染物引起。要改善這些問題不
能單靠個別城市減低排放，而必
須集所有城市之力共同減低污染
物的排放。
凌萬義指對深港澳來講生態環

境應成為合作領域之一，應把城

市群建設成為資源節約型、環境
友好型的城市群，共同攜手拒絕
污染企業的進入。他認為，深港
澳應加強在生態環境領域的合
作，治理大氣污染和水污染方面
要三方通力合作，必須通過立法
確定污染治理的目標、任務和時
間進度。而政協委員姚偉志亦指
出，深港必須加強跨界污染綜合
治理合作，協商成立跨界污染綜
合治理專責工作小組，健全區域
環保合作機制，提高綜合治理的
水平及污染突發事件應急處理能
力。

香港文匯報訊（實習生黃慧江西報道）江西省工信委
主任吳曉軍在前日舉行的江西「兩會」第二場全媒體訪
談直播現場透露，江西省正積極爭取中國商飛（中國商
用飛機有限責任公司）第二總裝和試飛基地落戶南昌，
引入國外先進通用飛機、直升機總裝項目，拓展航空物
流、航空食品加工、航空維修、飛機租賃等現代臨空服
務業。
吳曉軍稱，江西省目前已形成比較完整的航空產業體
系，成為中國航空工業的重要基地。江西將依托洪都集
團、昌飛公司兩大龍頭骨幹企業，進一步壯大教練機、
直升機、大飛機零部件製造及轉包等核心業務。中國商
飛是研製大型客機的國有企業，也是統籌幹線飛機和支
線飛機發展、實現中國民用飛機產業化的主要載體。

安徽正式實施「單獨二胎」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網報道，安徽省十

二屆人大常委會第九次會議昨日表決通過省
人大常委會關於修改《安徽省人口與計劃生
育條例》的決定，備受社會關注的安徽省
「單獨二胎」政策自決定公佈之日起施行。
條例修改後，以下11種情況可以申請再生

育：夫妻一方或者雙方是獨生子女，只生育
一個子女的；雙方均為少數民族，只生育一
個子女的；雙方均為歸國華僑，或者來本省
定居不滿6年的香港、澳門、台灣地區居
民，只有一個子女在內地定居的；再婚夫
妻，再婚前生育子女合計不超過兩個的，但

不適用於復婚夫妻；婚後不育，夫妻雙方均
滿30周歲，依法收養一個子女的；第一個子
女為殘疾兒，不能成長為正常勞動力，醫學
上認為可以再生育的；夫妻一方為一級至六
級的殘疾軍人，一級至五級因公(工)致殘人
員，只生育一個子女的；礦工井下作業連續
5年以上，並繼續從事井下工作，只生育一
個女孩的；男方到女方家落戶且女方沒有兄
弟的農村夫妻，只生育一個子女的(僅適用女
方姐妹中一人)；農村夫妻只生育一個女孩
的；大山區的鄉，女方在農村，只生育一個
女孩的。

■圖為橫琴金融服務基地，目前已投入使用。
本報記者張廣珍 攝

■■南沙作為廣州南沙作為廣州「「一號工程一號工程」」
需搶佔發展制高點需搶佔發展制高點。。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韓正出席上海市十二屆二次會議舉行，與政協委員交流。 中新社

■深港雙方認同在香港西九龍實施「一地兩
檢」是符合廣深港高鐵經濟效益的最佳方案。
圖為香港首列高速動車組。 資料圖片

■前海計劃探索設立商事法院，企業在制定合同
時可選擇適用香港法律。圖為前海市某建築工
程。 資料圖片

■深圳市在媒體公布《2014年改革計劃》。
網上截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