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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 角 度 觀 點

1. 參考上文並就你所知，分析粵港澳大灣區對香港所帶來的好處。

2. 參考上文並就你所知，說明香港在融入粵港澳大灣區發展時可能遇到的困難。

想 一 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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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 題 指 引

延 伸 閱 讀

1. 此題是利弊分析題。同學可指出大灣區內各城市為互補關係，所以香港可以得到各城市的支援，例如香港的優勢為教育
和醫療，而深圳的強項則為創科發展，兩地可以互補，又如中山市在生產上有一定的基礎，可以協助香港將研究成果轉
化為實際產品。另一方面，大灣區內的設施亦為香港帶來好處，例如位於東莞的中國散裂中子源，在香港很難有地方可
以安置這麼大的機器，而這個機器設在東莞，可供香港的院校和科研機構使用。

2. 此題是困難分析題。學生須留意，題目要求回答「香港參與粵港澳大灣區發展時可能會出現的問題」，而不是「此舉所
帶來的負面影響」，否則便會離題。參考答案：一項調查結果顯示，港青普遍對粵港澳大灣區的認識不足，可能因而未
能及時把握機遇，例如因不清楚大灣區的發展契機而不願北上工作或創業，這會滯礙香港特區政府參與粵港澳大灣區發
展的步伐。

善用灣區機遇善用灣區機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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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政府提出並推動的粵港澳大灣區建

設，發展勢頭良好。香港作為其中一員，

如何利用自身的優勢分一杯羹？能否借助

大灣區的機遇，推動本地經濟更上一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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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大灣區，香港政府及立法會議員
都作出不少努力，希望香港能借助大灣
區的機遇，推動本港發展，其中特首林
鄭月娥就在3月底至4月初，前往深圳、
中山和珠海三地考察，第五次與廣東省
官員會面，希望令香港各界更了解大灣
區的最新情況和未來發展，並邀請廣東
省政府在海外舉辦聯合推廣活動，宣傳
大灣區的綜合優勢和龐大商機，吸引外
資和人才。
對於大灣區為香港帶來的機遇，林鄭
提到，港人可以利用大灣區的豐富資
源，解決香港缺乏土地和人力等生產要
素的問題，同時亦可以為內地開拓新的
產業和提升專業服務水平。

共同努力 實現共贏
對於大灣區各城市的互補，林鄭認為
承先啟後都肯定是從深圳開始，香港的
優勢產業為教育和醫療，而深圳的強項
在於創科發展，兩地可以透過互補，共
同努力，實現共贏。
至於中山市，則在生產上有一定基

礎，所以香港在研發及創新方面投入資
源後，更重要的是將成果轉化，而中山
則在這方面具有互補性。
除了特首以外，立法會議員亦在4位局

長的帶領下，於上月前往大灣區進行訪
問，商界議員林健鋒在參觀後表示，內
地有不少值得香港借鏡的地方，例如微
眾銀行主要服務中小企，審批時間快，
相對傳統銀行十分創新，而交通監控中
心則看到交通巡邏隊的分佈，再加上通
報快，可以迅速抵達需要人手的地點。
工程界議員盧偉國則在訪問中國散裂

中子源基地後表示，中子源設於東莞，
離香港很近，香港現時也有大學的材料
科學研究等，正和這個基地合作，而這
機器亦是大灣區推動創新科技的重要設
備，更可無償給其他院校和科研機構使
用。
民建聯議員何俊賢則指，全世界只有

4個同類裝置，這個裝置對於未來技術
的發展，以及國家和香港都是很強的支
援，香港若有相關研究項目，基地都會
考慮支援，而這對香港很重要，因為香
港不可能有這麼大的地方去做這些裝
置。
民主黨議員胡志偉則認為，內地創科

發展勢頭一日千里，並以很大力度推動
創科，更實踐在生活中，對香港而言是
「很大的警號」，所以特區政府在推動
創科發展上需要更積極主動，要有冒險
精神。

2017年11月，粵港合作聯席會議第二
十次會議在香港舉行，就合作建設粵港
澳大灣區等領域，簽署了7項合作協
議，包括：《粵港勞動監察交流及培訓
合作機制協議》，《粵港保護知識產權
合作協議（2017年至2018年）》，《粵
港醫療交流合作備忘錄》，《關於加強
粵港高等教育交流合作備忘錄》，《粵
港科技創新交流合作安排》，《關於加
強粵港青少年交流合作的協議》，及
《加強粵港建築及相關工程服務合作意
向書》。
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林鄭月娥表
示，粵港合作未來的重點，將會是共同
推進粵港澳大灣區的建設，包括建設大
灣區國際科技創新中心；在大灣區能夠
做到互聯互通，人流、物流、資金流、
資訊流也能全面自由流通；讓香港的優
勢產業落戶大灣區。同時，香港特區政
府將在政制及內地事務局下成立「推進

大灣區建設辦公室」，具體落實相關措
施。
林鄭月娥指出，國家主席習近平在十

九大報告中明確表示，中央政府支持港
澳融入國家發展大局，並以大灣區建
設、粵港澳合作、泛珠三角區域合作等
為重點。
她續說，自從在國家主席習近平的見

證下，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聯同粵港
澳三地政府簽署了《深化粵港澳合作推
進大灣區建設框架協議》後，兩地政府
在編制《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方面
一直保持緊密合作，體現了彼此建立互
利共贏合作關係的決心。
在大灣區發展方面，雙方同意進一步

開展「先行先試」，推動重點領域政策
創新和突破，促進大灣區的人流、物
流、資金流、信息流暢通，並應以科技
創新為未來發展的主要方向，打造大灣
區成為世界級科技產業創新基地。

新 聞 背 景

林鄭五會粵官 兩地互補合作

先行先試 創新政策

以下是內地和香港社會上不同持份者對大
灣區的看法：
1. 林鄭月娥︰香港在「一國兩制」引領

下，無疑在大灣區的發展中有一定的優勢，

但如何做出更多的承擔，如何才能更好地擁
抱珠三角，實現互惠多贏，共同發展，則有
賴中央的支持統籌，三地政府攜手，同時有
賴粵港澳民間，尤其是企業家們共同努力。
2. 民間智庫：在未來的一年半內，港珠澳

大橋、高鐵香港段及蓮塘香園圍口岸等基建
項目將會陸續落成。透過大灣區的交通融
合，讓香港搭上內地經濟高速發展的列車，
這列車也會為香港青年提供更多更好的發展
機會，並讓香港重新找到經濟增長點。
3. 香港商界：大灣區發展對香港而言是一

項「先鋒計劃」，而為了充分利用這一規劃
所提供的機遇，香港必須把工作重點放在三
個方面：包括最具競爭優勢的行業，即國際
金融、航運與物流、離岸人民幣交易和爭議
調解；其次在「一國兩制」之下衍生的獨特

性質如法治精神；最後善用地理位置優勢，
加強與世界各地聯通的能力。
4. 內地食品企業：樂意在大灣區開設零售

店，但問題是無法在當地找到合適的糕點廚
師和品嚐專家。一個解決辦法就是借助香
港，因為香港有眾多世界一流的餐廳和糕點
商店，可以幫助培訓區內極短缺的新員工。
此外，如果香港的食品安全標準能夠在內地
得到認可，或者反過來也一樣，公司的業務
發展將更加平穩順暢。
5. 經濟學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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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幫助灣區內的企業「走出去」。香港還擁
有法律、會計、訊息和設計等優勢。

一個有關粵港澳大灣區青年發展的民調於
2017年6月至9月進行，成功訪問833名香
港青年和321名在廣東學習或工作的港青，
結果顯示，在港受訪青年只有44.8%聽過粵
港澳大灣區發展計劃，在粵港青更只有
40.3%聽過。以1分至5分評分，對國家的認
同度，在港青年給出的評分為3.73分；在粵
港青給出評分為4.35分。對粵港澳大灣區的
關注度，在港青年給出的評分為2.63分；在
粵港青給出的評分為3.96分。
香港廣東青年總會兼明匯智庫主席曾智明

表示，粵港澳大灣區是國家重要規劃，而香
港是粵港澳大灣區的重要城市之一，需要抓
住這個歷史性機遇。尤其是青年一代，更需
要對粵港澳大灣區有更多的認識和積極參
與，施展才華發展自己的事業。
調查結果顯示，港青對粵港澳大灣區的認

識並不充分，而接觸過內地的港青比無接觸

過的港青，對國家的認同更為正面，顯示加
強港青接觸內地有助消除誤解。
廣東青年總會民生政策研究委員會召集人

郭基煇就調查結果提出多項建議，包括建議
政府與青年團體合作，建立粵港澳大灣區資
訊平台，讓港青可以通過網站或手機程式，
隨時了解兩地政府或各團體舉辦的所有兩地
合作交流計劃、粵港澳大灣區政策，及在大
灣區工作、生活、娛樂信息等。
他又建議，兩地政府成立配對粵港澳大灣

區創業基金，資助港青往大灣區創業。
他並建議內地政府給予港青臨時身份證，

以便開設銀行賬戶、進行網上購物等，以及
設立廉租青年宿舍或住房補助，援助港青在
粵港澳大灣區生活。

對大灣區就業前景樂觀
今年5月，香港青年動力協會發表粵港澳

大灣區青年就業意向調查結果，該調查成功
收集878份問卷。
調查發現，八成受訪者對大灣區的就業

前景感到樂觀，更有九成受訪者贊成政府
應支持青年團體支援在大灣區工作的青
年。
不過，有57.9%受訪者表示不考慮前往大
灣區發展，其中57.2%人因為不清楚大灣區
發展計劃的詳情，而42.4%人則因為不想離
港工作，其他原因則有未能於大灣區找到心
儀工作及未能適應當地生活等。
香港青年動力協會認為，不少受訪者對大

灣區發展規劃只是一知半解，而政府對前往
發展的青年支援甚少，未能吸引青年前往發
展，建議可設立大灣區為主的青年委員會，
就內地最新經濟、行業資訊等進行搜集及分
析，提供培訓課程，裝備有志到大灣區發展
的年輕人。

政府攜手仍需民間努力

泛珠三角區域合作
泛珠三角區域合作（Pan-Pearl River Delta Regional

Co-operation）是指2004年由廣東、廣西、雲南、貴州等
9個省區與香港、澳門共同簽訂的合作框架協議，並由此
而組成的南中國經濟圈，是繼《內地與香港關於建立更緊
密經貿關係的安排》（CEPA）後，港澳與內地南部省份
之間在資金、人才和技術上建立更緊密經貿發展關係，以
及迎合區域經濟一體化趨勢，達至互利互惠。

粵港合作（HK-Guangdong Co-operation）
指香港和廣東省政府利用兩地的各自優勢，建立互利共

贏的區域合作關係，以促進兩地在經濟、貿易、基建發展
等方面的緊密交往，加強共同發展潛力。

港青不熟灣區 多接觸消誤解

小 知 識

■林鄭月娥在禮賓府會見由蔡冠深率領的粵
港澳大灣區企業家聯盟代表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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