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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地各項建設發展快 港澳宜善用法制領先優勢

澳門富商區宗傑：
澳門富商區宗傑
：

大灣區機遇不能失
作為澳門舉足輕重的政商界人士、同時為澳門滙業銀行持有人區宗傑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表示，港澳在「一國兩
制」下，遲早會與祖國融為一體，港澳目前除了法律方面較有優勢外，其他優勢已逐漸減少，工業日漸式微，國際金
融中心的角色亦已被北京及上海分薄，所以發展需背靠內地，大灣區正正是一個很好的機會。內地的法律滯後是目前
發展大灣區最大的障礙，未能配合到商貿發展，但他預計 5 至 10 年內應能趕上國際水平。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莊程敏 圖：香港文匯報記者 莫雪芝

宗傑認為，大灣區包括9個城市及2個特
區區，GDP
達 9 萬億元人民幣，當中有很

多著名大學，人才供應充裕。此外，由於大灣
區是一個很龐大的消費市場，除了人才及勞動
力外，同時亦是「一帶一路」的其中一部分，
面向全世界，中亞、西亞、歐洲及美國等市
場，香港及澳門將能受惠於整個大灣區的發
展。近幾年，大灣區中各地方政府亦很鼓勵高
新科技及創新創意產業，例如提高市民的教育
水平，特別着重STEM(科學、技術、工程及數
學)，制定了很多具吸引力的政策，讓港澳商人
發展商機，進一步發展工業4.0。

港澳可加強互聯網貿易
談及香港及澳門該如何把握大灣區的機
遇，區宗傑指出，香港的優勢在於金融和人
才，中國有一個很大的市場，亦有很多人
才。香港、澳門及廣東可以加強互聯網貿
易，作為大灣區合作的一個良好工具。他笑
言，「所以騰訊的股價日日都升。」除政府
熱心大灣區的發展外，民間更熱心，因大家
都知道這是一個難得的機遇。以澳門為例，

優勢是旅遊和博彩業，資金充裕，融資及投
資亦可幫上一把，將能與大灣區的發展配
合。

中有不同的文化，不同的語言，涉及不少政
治不穩定的國家，負債記錄通常較差，若不
是有中央政府提供政治保險，港澳的中小企
商人很難到當地投資。像 2001 年《上海公
約》，中國及其他 9 個中亞及細亞的國家簽定
了很多貿易的合約，但十多年後能實現的仍
不到十分之一，可想而知不同文化及語言的
影響有多大。相對而言，大灣區的文化差異
並不大。他建議，香港在參與「一帶一路」
上，可在融資方面助一臂之力，香港政府應
該更鼓勵及便利企業參加「一帶一路」的項
目。

內地科技發展領先法律
雖然大灣區具有很多美好的構想，但同時
仍有不少挑戰需要解決。他認為，除了資金
出入仍有很多障礙外，內地的法律滯後，未
能配合到商貿的發展。現時有專家提出粵港
澳 3 地共建自由貿易港，區宗傑認為相關概念
是重複《內地與香港關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
係 的 安 排 》 (CEPA)。 不 過 CEPA 這 個 大 政
策，在很多方面仍沒有細則配合，因此未能
反映和實現預期效果。然而，他亦指內地城
市政府正積極推動經濟發展，法律方面正努
力追趕，5至10年內應能追上國際水平。

比「一帶一路」快見成效
除大灣區外，他認為，習主席提倡的「一
帶一路」是很好的政策，但要見到顯著成效
可能要長達 50 至 100 年，不像大灣區般立竿
見影。因「一帶一路」涉及 60 多個國家，當

率團出國參觀科技展
區宗傑去年亦帶領「澳門中小企業協進
會」，參加在德國法蘭克福舉行的「2017 漢
諾威工業博覽會」，了解世界各地高新科技的

最新發展。德國是歐洲最大經濟體，積極推行
STEM教育，透過融合各科目的知識，將學習
到的科學、教學和其他知識應用到生活，並予
以實踐機會，令德國成為七大工業國組織中經
濟增長最快的國家。
區宗傑認為，要扶助澳門零售業的發展，
唯有培育人才，擴闊視野，培養創新意念，才
能真正保持零售業的吸引力。網購的盛行固然
有助零售業開拓新客源，而國家的粵港澳大灣
區計劃，更是將澳門整個市場擴大。零售業面
對龐大機遇，但只着重高價品牌銷售並不是長
遠計策，因為中國內地遊客已可輕易到歐洲旅
行，買到更便宜的名牌。澳門零售業應該配合
高端文化旅遊，兩者相輔相成，產生協同效
應。

澳門需轉型高端旅遊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莊程敏) 區
宗傑在澳門生活多年，他表示，
「澳門回歸 18 年以來都是依賴博彩
收入，現在要將產業分散，自然有
很多工夫要做，需要逐步轉型至高
新科技及文化旅遊。」澳門政府現
正在經濟上支援年輕人創業，亦資
助企業利用高新科技作生產。

年便獲列入世界文化遺產名錄，以
澳門舊城區為核心的歷史街區，包
括 20 多座歷史建築，見證 400 多年
來東西文化在澳門融合。
區宗傑本身是澳門文化產業委員
會成員，所以亦有參與與澳門旅遊
學院研究，如何進一步推動澳門的
旅遊業發展。

零團費旅客多 消費力弱

力拓高新科技

區宗傑指出，國家的「十三五」
另外，為轉型至高新科技，澳門
規劃明確提出支持澳門建設「世界 政府在澳門大學已設立科研的學科
旅遊休閒中
去培育創科人
心」的定位。
才。他亦希
「澳門其實已經有很多旅客，但
雖然去年訪澳
望，澳門能利
大部分都是「零團費」，消費力
人數超過 3,200
用大灣區內的
很低，故必須轉型為高端旅遊，
萬人創新高，
科研機構及孵
如發展文化遊等。」
而且陸續有新
化中心，發展
酒店開幕，但
創新創意的產
亦應該開始吸
業。
納高質素的旅
他 指 出 ：
客。他慨嘆，
「其實，大灣
澳門的零售氣
區 20 年來的交
氛比香港更
通發展已進步
差、更死寂。
不少，對港澳
對於港珠澳
的經濟發展很
大橋及高鐵相
有利。」至於
繼落成準備開
金融發展方
通，區宗傑認
面，區宗傑認
為這些對澳門
為，澳門作為
的旅遊業幫助
小型的資金市
不大。澳門其
場，通常只會
實已經有很多
參與香港大型
旅客，但大部
銀行的銀團貸
分都是「零團費」，消費力很低， 款 ， 澳 門 的 金 融 機 構 距 離 上 市 包
故必須轉型為高端旅遊，如發展文 銷、債券發行的能力仍有很大的發
化遊等。例如澳門歷史城區於 2005 展空間。

澳門經濟宜多元 推動人才培訓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莊程敏) 澳門一向有
「東方拉斯維加斯」的美譽，卻潛藏着經濟動
力太單一的弊端。區宗傑表示，經濟不應一元
獨大，澳門經濟不應單以博彩業為核心，所以
應積極推展多元發展機會。為此，他先後在澳
門成立「澳門中小企業協進會」及「滙業中小
企培訓學會」，讓中小企在瞬息萬變的市場環
境，得以擴闊生存空間，當中人才的培訓更是
重中之重。同時，配合大灣區計劃，推廣高端
文化旅遊。

■區宗傑認為
區宗傑認為，
，大灣區發展的效益比
大灣區發展的效益比「
「一
帶一路」
帶一路
」更快顯現
更快顯現，
，港澳應抓緊機遇
港澳應抓緊機遇。
。

■區宗傑去
年帶領「澳
門中小企業
協進會」參
加在德國法
蘭克福舉行
的「2017 漢
諾威工業博
覽會」。
受訪者提供

英國石油：2040 年電動車增 100 倍
香港文匯報訊 自動駕駛電動汽車
和旅行分享的出現將在 2040 年之前削
減石油消費量。英國石油（BP）在年


度能源展望報告中預計，2040 年時電
   
動車將增加 100 倍，屆時原油需求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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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 時 ， BP 首 席 經 濟 學 家 Spencer
Dale 表示，人們將更多地旅行，但

不是使用私家車，而是分享自動駕

駛汽車。同時，隨着中國和印度等
國經濟成長，旅遊需求增加了一倍
以上，但石油需求的增量，將被發
動機效率標準提高、電動汽車數量
和拼車出行次數增加，蓋過石油需
求增加的影響。
路透社指出，包括 BP 之前發表的
報告僅關注電動車保有量佔比與日俱
增的能源展望報告，但BP今年的報告
側重於電動汽車行駛里程佔比。
英國石油預計，2040 年將有 30%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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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車里程來自電動汽車，而這一數字
在 2016 年幾乎為零。同時，電動汽車
的數量將從目前的 300 萬輛上漲至
2040 年的 3.2 億輛，佔到總汽車數量
的 15%。英國石油並大幅上調了未來
數十年電動汽車的增長預期。該公司
預計，電動汽車將在 2035 年達到 1 億
輛。

Dale 稱，道路上不斷增加的電動汽
車數量和電力驅動的公里數之間的差
距，是因為電動汽車所謂共享移動的
預期增長而產生。BP 預計，由此而產
生的結果是，2040 年汽車的每日平均
燃油需求量從 2016 年的 1,870 萬桶降
至 1,860 萬桶；2016 年時的汽車燃油
需求量相當於總體石油需求量的大約

五分之一。

自動駕駛降車資40%
英國石油預計，自動駕駛汽車將在
21 世紀 20 年代初期上市，21 世紀 30
年代，共享移動自動駕駛汽車將大幅
增長。由於不必為駕駛員付費，車資
將下降大約40%至50％。

香港電訊新App攔截家居滋擾電話
■香港電訊個
人客戶業務董
事總經理吳永
豪(右)及走着
瞧營運長朱滿
宇慶祝推出
「升‧聲‧星
級來電」
App。
香港文匯報訊 香港電訊（6823）推出「升．聲．星級來
電」App，讓客戶可透過手機攔截家居滋擾電話，減少滋擾來
電。滋擾來電資料庫由「小熊來電」提供，有關服務為電訊公
司免費提供。
每一個家居電話號碼可連接至一位「升．聲．星級來電」
App 的用戶，即使不在家中亦可接聽來電，外出時也可用家居
電話號碼撥打電話。另外，即使身處海外，只要連接 Wi-Fi 或
以流動網絡上網，便可透過此App以家居電話號碼致電任何香
港電話，毋須額外收費。用手機鏡頭拍照後，通過該App可將
照片作電子傳真發送。
客戶只需下載「升．聲．星級來電」App，輸入其家居電話
號碼，便可在家居電話上啟動「升．聲．星級來電」服務。現
時有關服務暫時只支援Google Play，App Store將稍後推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