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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為民認為，儘管粵港澳
大灣區城市群迎來了巨大的
協同發展前景，但粵港澳三
地仍面臨海關、貨幣和基建
配套等多方面的問題和挑
戰。
粵港澳大灣區「血脈相

連」，改革開放以來合作已
久，港澳商人分別從深圳和珠海
開始，到廣東省各地投資設廠，
三地歷史關係密不可分。香港這
個融資平台已是廣東企業「走出
去」的首選，廣東省各市是很多
香港人的故鄉，歷史關係密不可
分。

破行政壁壘 利三地融合
洪為民稱，粵港澳大灣區城市

群的合作面臨許多問題和挑戰。

其中，粵港澳三地分別有三種貨
幣、三套法律和三個海關，除了
物流較為順暢外，三地的人流、
資金流和訊息流等仍有許多制度
和行政壁壘及障礙。只有消除三
地的行政壁壘，才能有利於香港
專才北上，以及三地在經濟和文
化等方面的融合。另外，目前三
地在互聯互通和跨境基建設施等
方面仍存在許多不足。
他認為，在粵港澳大灣區城市

群的合作中，一些城市會從自身
利益和發展出發，這是可以理解
的，但如果過分注重其局部利
益，便忽略了共同利益和協調發
展。因此，粵港澳三地11市應在
合作中形成整體一盤棋的格局，
積極合作協調發展，從而可以獲
得共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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粵港澳灣區經濟全球佔優

大灣區具完整產業鏈
融資 香港、深圳

高級製造業 廣州、深圳、東莞、惠州

文創、品牌及設計 香港、廣州、深圳

空運和海運能力 香港、廣州、深圳

國際貿易配套和市場化 香港

基礎科研 香港、廣州、深圳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李昌鴻

■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為香港帶來了新機會。圖
為建設中的港珠澳大橋。 資料圖片

/
國家主席習近平日前視察香港期間，7月1日出席了《深化粵港澳合作推進大灣區建設框架協議》（下稱「框架協議」）簽署

儀式，標誌着粵港澳大灣區的建設進入實質階段。前海香港事務首席聯絡官洪為民日前接受香港文匯報專訪，他認為粵港澳大灣

區無論從GDP總量、人口、金融、客貨流等多方面均居全球重要大灣區前列，擁有香港和深圳發達的金融業，以及深圳、廣州

和東莞先進的製造業等全球獨一無二的完整產業鏈。因此，粵港澳大灣區城市群要摒棄互相爭先心態，攜手平等開發和協作發

展，這樣才能變成全球有影響力的大灣區。 ■香港文匯報記者 李昌鴻 深圳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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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為民指洪為民指，，大灣區城市群要摒大灣區城市群要摒
棄互相爭先心態棄互相爭先心態。。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身為前海香港事務首席聯絡官，洪為民一直以來
忙於推動港企抓住前海推出的政策優惠加快進

駐，積極吸引香港金融、物流、科技等港企北拓，以
及促進港青北上創業。他認為，對於今年國家將粵港
澳大灣區城市群發展上升為國家戰略，國家主席習近
平更出席了「框架協議」的簽署儀式，顯示國家對推
進粵港澳大灣區建設，加強內地和港澳交流合作，以
及對港澳參與國家發展戰略的高度重視。
洪為民指出，國家改革開放已進入了深水區，各省市
間透過組成城市群適當分工和互補優勢是大勢所趨。按
照「框架協議」，粵港澳三地將於中央有關部門的支持
下，完善創新合作機制，促進互利共贏合作關係，共同
將粵港澳大灣區建設成為更具活力的經濟區、宜居宜業
宜遊的優質生活圈，以及內地與港澳深度合作的示範
區，塑造國際一流灣區和世界級城市群。

擁人才技術 具融資優勢
他表示，粵港澳大灣區擁有全球獨一無二的完整產業
鏈，其中香港擁有一流的世界知名大學，匯聚了大量人
才和專才，又是國際金融、航運和貿易中心，與國際接
軌配套，可以幫助灣區內企業「走出去」。香港還擁有
法律、會計、訊息和設計等優勢。深圳則擁有科研及產
業創新的優勢，「新產業、新業態、新模式」經濟佔
GDP比重為50.4%，去年底便擁有5,500多間國家級高
新技術企業。澳門是國際旅遊休閒中心，為與葡語系地
區商貿合作的主要平台，可助灣區內企業把握葡語系地
區的市場，為大灣區發展建立良好的基礎。對於廣大中
外企業而言，香港及深圳具有良好的融資優勢；廣州、
深圳、東莞、惠州和佛山等屬內地高級製造業基礎；加
上香港和深圳的文創、品牌及設計等優勢，如此巨大的
優勢是其他灣區所無可比擬的。

倡平等合作 棄互相爭先
粵港澳大灣區城市群共有11個城市，洪為民認為
各方需持平等開放和協作發展的態度，要從心出發，
改變思維模式，摒棄互相爭先的心態；持平等開放，
互相欣賞協作態度以深港合作為切入點；以科技合
作、金融合作及專業服務合作為契機，共建粵港澳大
灣區。只有這樣，才可以在「一帶一路」及世界舞台
綻放耀眼的光芒。
從國際角度來看，粵港澳大灣區城市群的人口約
7,000萬，GDP超過1.3萬億美元，面積為5.6萬平方公
里。去年進出口貿易額達1.5萬億美元，港口集裝箱超
過7,200萬標箱，航空客運和貨運也居全球前列。該區
擁有173所大學，其中5所高校進入全球100強。與東
京灣、紐約灣、舊金山灣和大倫敦城市群等相比，粵港
澳大灣區城市群在GDP、人口、金融、教育、客流和
港口吞吐量等多方面均處於全球重要灣區前列，加上擁
有先進的製造業等優勢，廣東目前已與港澳形成先進製
造業和現代服務業雙輪驅動的產業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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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談到粵港澳大灣區城市群的合作
時，洪為民重點提及了深港合作，並稱
兩地屬雙子城市關係。通過「強強聯
合」和「互補發展」，可使兩地共贏，
尤其前海是促進深港深入合作的「膠
水」和平台。

互補科技創新及融資
國家主席習近平日前在香港視察，談到香
港「新情況新問題」時就指出，「經濟發展
也面臨不少挑戰，傳統優勢相對減弱，新的
經濟增長點尚未形成。」洪為民表示，香港
在法治程度、制度建設、基礎設施、衛生與
教育、商品市場效率、勞動力市場效率，以

及金融市場發展水平等方面，還是比任何內
地城市要高，可惜近年一直找不到新增長
點，發展緩慢。至於深圳，近年致力發展高
科技產業，已形成良性循環，是繼美國矽谷
之後全球第二個創新科技之都，研發支出佔
本地生產總值（GDP）4.1%，應用技術領
先。他認為，香港和深圳是粵港澳大灣區城
市群合作中的雙子城市關係，兩地應在產業
結構、科技創新和融資等方面互補發展。

拓跨境電子支付系統
洪為民稱，未來深港的合作方向是以「前

海深港現代服務業合作區」為「膠水」、載
體和平台，以前海進行深港金融及科技的合

作，發展金融科技、跨境電子支付系統和區
域平台應用。兩地應以降低實體及電子商貿
的交易成本為目標，研究訂立尖端科技協議
框架，發展網絡安全和區塊鏈技術項目，進
行「概念驗證」（以大數據分析可行性）、
訂立網絡防衛評估框架，以及訂立跨境金融
科技協議，以加強在金融後台服務設施等金
融基建的合作及輸出。
此外，深港還可落實金融互聯互通，發揮

香港境內及境外雙重優勢，落實有利於兩地
金融市場發展的互聯互通措施，以促進物
流、資金流和訊息流等。同時應成立試點，
促進跨境電子商貿。
他認為，前海在深港專業服務合作拓展

「一帶一路」中，涉及大量不同規模的中外
併購（M&A）、跨境貿易和基礎建設等商
業活動。國企和民企「走出去」需要做可行
性和顧問報告，也需要商務諮詢、協約、糾
紛調解、投融資等專業服務的支援及保障。

香港的人才庫，法律和會計等專業人才，能
成為大灣區內M&A中心；深圳充當內資的
「引水道」，塑造「深港『一帶一路』專業
服務中心」的品牌，成為協助內企走出去的
跳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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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海助促進深港合作 粵港澳大灣區主要城市比較
香港 深圳 廣州 澳門

2016年GDP（百萬港元） 2,489,100 2,228,500 2,215,100 347,454

2016年GDP增長 3.8% 9.0% 8.2% －1.2%

2016年人口 7,374,900 11,378,700 14,043,500 644,900

2015年GDP（百萬港元） 2,398,408 2,063,600 2,036,297 351,762

2015年人均GDP（港元） 328,117 177,733 153,212 547,342

水陸總面積（平方公里） 2,775 2,050 7,434.4 1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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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莊程敏）國際會
計諮詢機構畢馬威（KPMG）昨發佈最新
調查顯示，第二季風險投資基金（風投）
對中國的初創企業投資增長兩倍至107億
美元（約834.6億港元），主要受叫車平
台滴滴出行55億美元以及個性化新聞引擎
今日頭條10億美元的融資帶動。

關注FinTech及AI等發展
調查顯示，按交易數量，第二季中國錄

得的風投交易為79宗，少於第一季的86
宗。畢馬威中國客戶諮詢和創新事務主管
合夥人查瑋亮（Egidio Zarrella）表示，市
場仍然非常重視金融科技（FinTech）、人
工智能（AI）和機械人技術；同時對醫療
保健科技的投資，每個季度亦在不斷增
加。
全球計，第二季度風投投資總額達401
億美元，比第一季度高出55.3%，這是因
為全球大型交易的復甦和中國的表現強

勁所致。雖然交易數量連續第五個季度
下降至2,985宗，然而生物科技和汽車科
技行業仍然受到關注，預計這些領域連
同人工智能、數據分析、虛擬實境技術
和區塊鏈在第三季度將繼續是投資者的
關注重點。亞洲地區投資的重點則有所
不同，最熱門的領域是人工智能、機械
人、金融科技、教育科技和醫療技術，
雲計算和基礎設施服務的投資亦有所增
加。
報告強調，亞洲的風投投資活動將保持

強勁，技術創新（Deep tech）、汽車科技
和醫療科技是受到持續關注的主要領域，
預計中國在第三季度亦將保持這樣的走
勢。畢馬威美國資本市場部合夥人馮瑞麟
稱，隨着更多成熟企業改進業務模式從而
提升盈利能力，增強整體客戶體驗正成為
一個關鍵的增長驅動力，比如食物速遞和
共乘平台這樣的應用程式，已經開始大量
投資於人員培訓了。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吳婉玲）復星國際
（0656）昨宣佈，其於歐洲佈局的金融科
技創業企業NAGA，近日成功在德國證券
交易所Scale板塊（新興中小企業板）完成
首次公開招股，是復星旗下第一個成功對
接國際資本市場的科技金融投資項目。此
次上市融資規模為251萬歐元（約2,230萬
港元），上市當日發行價格從每股2.6歐元
上漲至收盤價每股6.7歐元。

加大FinTech投入
復星集團董事長郭廣昌表示，科技引

領是復星現在最核心要做的事之一，
NAGA正是復星「以科技驅動傳統行業
變革」的戰略願景在傳統金融領域的首
例實踐。復星將通過其和背後的技術連
接全球的企業生態圈，以及加大在金融
科技（FinTech）、人工智能等領域的不
斷投入，引領金融、健康、消費和娛樂
等傳統產業變革，並持續挖掘價值。復

星將積極支持NAGA並希望其在上市後
能夠為中國內地和亞洲客戶帶來更多的
創新產品，以及帶動中國金融科技企業
的快速發展。
NAGA創辦人Benjamin Bilski表示，復
星的投資對NAGA的成長和IPO的成功發

揮着至關重要的作用。復星堅持的價值投
資，以及對NAGA創業以來的信任和支
持，助力NAGA創造出前沿的金融科技，
推動了資本市場和金融交易領域變革。上
市可以為NAGA的投資者提供更多市場公
開訊息，並獲取投資者的信任。

復星旗下NAGA德交所上市 第二季風投對中國投資增兩倍

■復星國際
旗下歐洲金
融科技公司
NAGA，近
日成功在德
交所上市。
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