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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首今訪大灣區大灣區

3天考察6市 探討粵港發展定位深化合作

團員望拓大機遇大機遇

國務院總理

李克強在今年

全國「兩會」

的政府工作報

告中，提出「研究制定粵港澳大灣區城市群

發展規劃」，「粵港澳大灣區」正式提升到

國家戰略層面，深化粵港澳三方合作。香港

特區行政長官梁振英今日率團考察大灣區中

多個城市。各團員在接受本報訪問時均對大

灣區發展寄予厚望，希望趁此機會認清香港

在大灣區的發展定位，進一步深化內地與香

港合作，包括向內地提供專業服務，如金

融、教育、保險及會計等，同時互相配合發

展創新科技、再工業化以至製造業等，把握

機遇，優勢互補。

■香港文匯報記者 岑志剛、翁麗娜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聶曉輝）
特區行政長官梁振英在考察大灣區
前夕，以《內地佈點現已達標》為
題發表網誌。他指出，內地是香港
最大和最重要的經貿合作夥伴，兩
地的社會關係也愈來愈密切，而特
區政府在內地至今共有5個辦事處
及11個聯絡處，完成他於今年施政
報告內訂立的目標，「相信可以為
大家提供更方便和及時的服務。」
梁振英在網誌中指出，國家經濟

體積龐大，產業極為多元，今年首
季本地生產總值更錄得6.9%增長，
難怪全球各大小經濟體都要加強和
中國的經貿聯繫。內地與香港的關
係也越來越密切，近年，每年在香
港註冊的婚姻當中，有超過30%是
香港和內地的跨境婚姻。「因此，
我多年來一直強調『內交』的重要
性。」

5辦事處11聯絡處服務港人
他續說，香港人在內地經商、工

作、留學、旅遊和退休的愈來愈多，加上
內地幅員廣大，要為香港人提供好服務，
必須增加特區政府經貿辦事處和聯絡處的
網點。他在今年的施政報告提出：「（特
區）政府亦擴大駐內地辦事處的網絡和提
升職能。現時在內地的東、南、西、北、
中5部各設一個辦事處，並在過去5年先後
於遼寧、山東、湖南和河南開設聯絡處。
今年年中前，計劃在天津、浙江、廣西及
陝西開設聯絡處……」
梁振英表示，隨着浙江、陝西及廣西聯
絡處於過去數天相繼開始運作，連同今
年2月底開始運作的天津聯絡處，特區政
府在內地已有 5 個辦事處及 11 個聯絡
處，完成今年施政報告內訂立的目標，
聯絡處總數由本屆政府上任前的3個增加
至11個，「相信可以為大家提供更方便
和及時的服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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粵港經濟合作「加強版」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
森）是次粵港澳大灣區考察行
程，隨團成員包括政府官員、行
政會議成員及策略發展委員會委
員等，個別成員因公事未能前
行。策略發展委員會委員、立法
會保險界議員陳健波接受本報訪
問時表示，由於本周五要主持立
法會財委會，與行程撞期未能成
行，又透露很多立法會建制派議
員對大灣區感興趣，打算組團到
訪大灣區，模式如同北上考察東
江水行程。

陳健波：盡快聯絡行程
陳健波表示，國家經濟騰飛，

香港人應該放下爭論，主力發展
經濟，不應落後其他內地地區。
很多議員想親身到大灣區了解各
城市發展情況，會盡快與內地聯
絡再作安排。
他又指香港專業服務多，能為

內地引進優質的服務，希望今次
考察讓彼此找到合作模式。

張華峰：加強優勢互補
經民聯、立法會金融服務界

議員張華峰表示，由於錯過報
名時間未能隨團考察。他指，
大灣區計劃是加強粵港澳三地
已有的合作，作優勢互補，
「如果香港有、澳門有、其他

九個城市都有，大家做相同的
事，成本並不划算。」他希望
今次考察團與多個內地城市官
員溝通，提出自己的想法，最
終讓灣區內每一個地方都能各
展所長。

吳永嘉：探討放寬稅制
策略發展委員會委員、立法

會工業界（二）議員吳永嘉由
於公幹而未能出席。他接受本
報訪問表示，港商一直希望內
地在稅制方面，讓港商享有
「國民待遇」，建議可討論大
灣區作為先行試點，並放寬港
商在內地營商限制。

議員也欲組團考察

梁振英今日率領特區行政會議非官守議員、策略發展委員會和
經濟發展委員會委員考察粵港澳大灣區城市群的廣東省城

市。他們將到廣州、佛山、肇慶、江門、中山和珠海作三日考察，
了解各市在基礎建設、城市規劃和創新科技等方面的最新發展，並
與各市領導會面。
陪同特首出訪的政府人員包括政務司司長張建宗、財政司司長陳
茂波、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譚志源、環境局局長黃錦星、創新及
科技局局長楊偉雄、發展局局長馬紹祥、運輸及房屋局副局長邱誠
武、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副局長梁敬國和「一帶一路」專員蔡瑩璧。

李秀恒：本地品牌擴大內銷
考察團成員之一、香港中華廠商聯合會會長李秀恒接受本報訪問

時表示，港珠澳大橋及高鐵即將落成，香港與珠三角將形成「一小
時生活圈」，改變傳統的交往模式：港人不再局限在羅湖、福田及
皇崗等口岸過關，可以選擇駕車過橋及乘搭鐵路，到內地更便捷，
帶來更多工商業及旅遊的交流機會。現在是討論香港在大灣區發展
定位的「幾好的時間」。
他指出，粵港澳大灣區屬於國家政策層次，香港優勢在於金融融
資，配合深圳的高科技發展，廣東省有其生產定位、澳門有娛樂博
彩的定位。香港屬於區內重點發展城市之一，進一步深化內地與香
港合作，可望協助香港品牌拓展內銷，及在製造業或享有更多優惠
等。
李秀恒續說，香港的人才也應把握機遇，向內地提供專業服務，
如金融、教育、保險及會計等，又希望粵港澳合作，不只工商界獲
益，也希望讓香港文化產業進入內地，與內地影視及出版行業合
作。「港商對廣東都不會陌生，硬件都看過。」今次考察大灣區，
他最期望與廣東官員會見，傾談雙方合作細節，如會否提供優惠政
策予港商及減少稅費等。

葉國謙：專業服務大有可為
行政會議成員、民建聯葉國謙表示，粵港澳大灣區是國家政策，
對香港而言是很好的機遇。香港擁有世界級的專業服務，如法律、
會計及金融等均首屈一指，這些優勢可在大灣區內一展所長。
他續說，香港與珠三角屆時有高速公路及鐵路連接，形成的「一
小時生活圈」，大大方便交往。不過，內地實行計劃經濟，香港則
實行自由經濟，兩者合作或有不少問題需要協調，希望透過是次考
察，認清香港可以在大灣區內的定位，而是次合作機會難得，香港
應好好把握機會。

林健鋒：人才資訊往來方便
行政會議成員、經民聯立法會議員林健鋒形容，大灣區發展規劃

是「百年一遇的機遇」：內地9個城市，加上香港及澳門的組合，
絕對不亞於國際灣區經濟，如美國三藩市灣區、紐約灣區及日本東
京灣區等。香港應把握機遇，成為大灣區的龍頭，發揮本身在貿
易、金融及商務等優勢。此行，他將與有關官員會談到稅務，和令
兩地在人才及資訊往來更方便。

陳恒鑌：香港創科如虎添翼
策略發展委員會委員、立法會議會陳恒鑌表示，大灣區是共同發

展、促進共享經濟的大型平台，希望透過是次考察，了解不同城市的
強項與弱項，找出各自的定位。香港在區域經濟發展中較遲起步，錯
失了不少機遇，發展步伐較內地城市緩慢，他曾見過不少學者，均認
同香港要積極搶佔市場，而香港的最大優勢在於其國際化，擁有與內
地城市不一樣的體制和法制，可以充當內地對外「走出去」的門廊。
他舉例指，香港較熟悉外國文化，但工業在數十年前已經萎縮，
失去生產能力，內地工業基礎成熟，卻不夠國際化，「生產科技產
品要有廠，要有生產線、模組，香港已沒了，內地這方面則是強
項。」他認為兩地可建立互補機制，香港可主力發展產品設計和研
發，內地則負責加工與生產。
陳恒鑌強調，大灣區有競爭也有合作，港人必須主動出擊、跳出
香港，向整個泛珠三角和內地市場尋找機遇。他坦言，特區政府有
時稍見保守，「以創科產業為例，內地政府在推動科研上大刀闊
斧」，特區政府要改變以往「不做不錯」的做法，考察其他城市的
業務與優勢，認清香港在區域經濟上的定位，再制定相應的策略。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郭若溪深圳報道）
CEPA簽署實施13年，深港兩地醫療機構合
作再有新進展。昨日，深圳博德嘉聯醫生集
團醫療有限公司與香港新風天域集團旗下新
風醫療控股有限公司正式簽署投資協議，新
風天域短期內將向博德嘉聯投資至少10億
元人民幣，先行先試「粵港澳大灣區」醫療
合作建設，合作籌建國際化醫院、診所，探
索港澳醫生在內地多點執業政策具體落實，
引進國外、香港醫生到內地執業，並與內地
醫生開展深入交流的新途徑。

高永文：共同造福兩地人民
截至2016年12月，廣東省衛生和計劃生

育委員會通過CEPA已發出38張港人在粵
設置醫院、診所、門診等醫療機構的批准
書；港人已在深圳、順德、廣州、中山等地

一共開設最少26個醫療機構。
香港特區食物及衛生局局長高永文表示，

CEPA實施13年以來，為內地和香港的經濟
發展增添不少動力，也令香港基本實現服務
貿易自由化。但對比其他服務領域，醫療領
域的兩地合作發展緩慢，「這與兩地的醫療
體制和醫療文化都不一樣有關，包括是香港
市民和內地市民去就醫的習慣都不一樣。」
不過，他認為正因如此，雙方未來的發展

空間就會比較大，在很多領域方面都可以緊
密合作。譬如港大深圳醫院，可讓兩地的醫
療人員和管理人員在一個共同的平台上合
作，對兩地醫療水平和醫療衛生管理的水平
都會有提高。
高永文指出，在粵港醫療的緊密合作

下，港人在廣東省內已可提供多元化和多
樣化的醫療服務，是次合作將通過善用兩

地的醫療經驗滿足一部分在內地工作的港
人醫療需求，特區政府將會繼續與廣東省
政府保持緊密的溝通和聯繫，今後加強雙
方在衛生醫療方面的合作，共同提高醫療
服務的水平，造福人民。同時他期望香港
服務提供者能夠發揮自身的優勢，掌握在
內地發展的機遇。

梁錦松：探索可行合作模式
新風天域集團董事長梁錦松表示，中國的

醫療資源和技術水平發展很快，但是還沒有
形成技術靠前，看病容易，讓病人放心省心
的國際知名醫療品牌。醫生集團的發展和國
外、港澳和內地醫生多點執業的推進是一個
很好的契機，促進多方交流，培養更多德才
兼備的醫生。在粵港澳大灣區作為國家戰略
層面建設的大環境下，希望市場化的嘗試可

以作為先行者探索一些可行的合作模式。
據悉，博德嘉聯醫生集團正在與香港特區

政府合作，探索香港居民或者在深的港籍人
士在深圳就醫的模式，探討在其網點使用香
港醫療券的可能性。此次雙方將通過投資合
作，借助博德嘉聯醫生集團平台在廣東建設
多所具備國際水平的醫院、診所和日間手術
室，並探索港澳醫生在內地多點執業政策具
體落實，引進國外、香港醫生到內地執業，
並與內地醫生開展深入交流的新途徑。

成為港醫北上執業窗口平台
新風天域首席執行官吳啟楠透露，集團第

一步計劃將在深圳建設一所三甲規模、國際
水平的全科醫院，服務深圳與廣東人民和輻
射香港居民跨境醫療需求；同時配合建設粵
東、粵西幾個全科診所作為衛星佈點，實現

診所醫院互相轉診的分級醫療業務模式。
博德嘉聯醫生集團董事長林鋒則表示，醫

生集團將加快建設，成為國外和港澳台醫生
進入大陸執業的窗口和服務平台，協助香港
醫生辦理在內地行醫的法律手續，並提供醫
療責任保險，以規避時有發生的醫患矛盾。

推進醫療大合作 港資10億深建院

粵港澳大灣區考察初步行程粵港澳大灣區考察初步行程
44月月1919日日■■ 由尖沙咀乘船前往南沙由尖沙咀乘船前往南沙，，參觀南沙規參觀南沙規

劃館劃館
■■ 前往廣州前往廣州，，參觀及聽取廣東省發改委參觀及聽取廣東省發改委

簡介大灣區構思簡介大灣區構思，，會見省領導會見省領導

■■ 前往佛山前往佛山，，入住酒店入住酒店

44月月2020日日■■ 早餐簡報會早餐簡報會，，參觀先進製造業機構參觀先進製造業機構

■■ 由廣州南站乘高鐵到肇慶由廣州南站乘高鐵到肇慶，，聽肇慶市聽肇慶市
政府簡介政府簡介

■■ 前往江門前往江門，，聽江門市政府簡介聽江門市政府簡介，，入住入住
酒店酒店

44月月2121日日■■ 前往中山前往中山，，視察深中通道和港珠澳大視察深中通道和港珠澳大
橋橋，，聽政府簡介聽政府簡介

■■ 考察團內部會議考察團內部會議，，發表考察後意見發表考察後意見

■■ 由珠海乘船返港由珠海乘船返港

整理整理：：文森文森

有學者認為，「粵港
澳大灣區」是粵港經濟
合作的「加強版」，香

港在「一國兩制」下，擁有國際化、外匯自由
流通等優點，可把握機遇，結合國家「一帶一
路」戰略，發揮「超級聯繫人」的角色，從區
域經濟發展中受益。

劉炳章：結合「帶路」更顯優勢
香港專業聯盟主席、經濟發展委員會委員劉

炳章在接受本報訪問時表示，粵港經濟交流由
來已久，以往國家改革開放過程中，香港都屬
於前列位置，在來料加工、專業服務等方面，
都對改革開放有不可磨滅的貢獻和參與。
他指出，國家已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不

少廣東省企業已到外地投資發展，香港實行
「一國兩制」，有獨立的司法權，且外匯可自
由流通，既有國家企業投資，及熟悉西方文化

和體系等優勢。大灣區可說是粵港合作的「加
強版」，由政府帶頭促進兩地合作，將9個城
市和兩個特區構成巨大的經濟體，可結合「一
帶一路」的優勢，發揮香港作為「超級聯繫
人」的角色，利用這個平台向內地與「帶路」
沿線國家提供服務。
劉炳章舉例，香港在建築、工程和測量等方

面，已在東南亞國家及地區建立一定基礎，香港
都可以提供協助。融資方面，內地與東南亞國家
的企業，也可以使用本港的金融與會計服務。

他強調，大灣區發展規劃是非常好的機遇，
今次考察正是提供絕佳機會，從中發掘合作事
項，以及如何加深粵港兩地關係。港人思路靈
活，在兩地未有資格互認前，已有不少人在內
地工作和發展，「其實香港人好識得把握機
會」，政府在大灣區合作中，扮演着「潤滑
劑」的角色，有助港人爭取更多機遇。

■記者文森

■■梁振英今日將率團考察大灣區梁振英今日將率團考察大灣區66城市城市。。圖圖
為梁振英早前參觀廣州城市建設為梁振英早前參觀廣州城市建設。。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香港新風天域集團投資10億元在粵籌建
全科醫院。高永文、梁錦松等出席簽字儀
式。 郭若溪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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