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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 7 月 1 日，習近平在林
鄭月娥陪同下，考察港珠澳大
鄭月娥陪同下，
橋香港段建設工地和香港國際
機場第三跑道建設情況。
機場第三跑道建設情況
。
資料圖片

提倡接軌國際標準 更好發揮香港所長
會計師和設計師等紛紛北拓，尤其在粵港
澳大灣區和「一帶一路」等利好吸引下，
香港專業人士不斷深入挖掘內地潛力無比
的市場機遇，不斷擴大內地業務網絡，業
務保持雙位數增長。談到未來業務發展，
香港專才們接受採訪時更是信心滿滿，決
計加快全國佈點及建設服務平台，從而更
好地分得內地市場一杯羹。

■黃競表示
黃競表示，
，內地轉型升級為香港許
多設計師帶來大量機遇。
多設計師帶來大量機遇
。
香港文匯報記者李昌鴻 攝

■香港文匯報記者 李昌鴻 深圳報道
港的工業設計、平面設計和會計師以其國際化
視野、豐富的專業理念和經驗，一直以來受到
內地企業的青睞。普華永道華南區首席合夥人張展
豪接受香港文匯報記者採訪時表示，他在內地發展
超過 20 年，以前客戶對象有金融貿易、輕工業、航
空等。最近幾年，客戶對象也涉足物流、海洋、高
科技和金融科技等新興行業。他們服務範圍也由會
計及財務諮詢等，擴展到財務調研、大數據、系統
管理等更多創新服務和綜合技術服務。
張展豪稱，企業上市渠道的增多也給他們帶來新
機遇，以前主要是服務內地赴香港上市公司，現在
他們也服務滬交所、深交所等公司上市和債券發
行，業務渠道更為豐富。作為深圳市港區政協委
員，張展豪曾提交提案，倡導提高深圳的審計和
會計標準，使其與國際接軌，同時推出高端專業
服務，這樣也更有利香港專業人士北拓和挖掘市場
機遇。

香

協助企業南下 業務雙位增長
香港中華工商總會主席、永安會計師事務所主席
梁永安接受香港文匯報記者採訪時表示，他旗下的
會計師事務所在內地發展 15 年來，給大量內地赴港
上市公司提供財務、融資和上市等服務，每年業務
呈雙位數增長。目前，他來自內地業務的收入佔比
達 40%，正在接近一半。而七八年前，內地市場佔
比僅一成多。
梁永安深感內地機遇龐大，目前，他正幫助一家
香港灣仔奶茶店在深圳前海註冊公司，並在深圳開
店，並將其模式推廣至內地多個城市。香港作為國

際化平台，也吸引許多內地公司赴港開展業務，他
也給走向海外以及將海外資源引入國內的中企提供
註冊公司和財務服務。

引進海外經驗 提升產品價值
從事工業設計的思高品創策劃管理有限公司創始
人、設計師黃競告訴香港文匯報記者，因珠三角和
內地紛紛轉型升級，由以前的代工向自主設計轉
型，這給香港許多設計師帶來大量機遇，他們將海
外先進的設計理念和經驗融入內地，幫助他們提升
產品設計和附加值。為了更好的把握機遇，他們拓
展與設計相關的工程業務，去年深圳業務大幅增長
了80%，並預計今年公司發展仍將維持這一態勢。
此外，他們還搭建平台，為內地企業和港澳台海
外設計師提供溝通、交流和合作的服務，讓海外設
計師將先進的理念引入國內，也讓國內企業更好地
認同和吸收海外設計師經驗，推動他們更順暢地合
作，為內地企業提供更好的國際設計解決方案。
香港資深工業設計師葉智榮告訴香港文匯報記
者，幾年前他們 20 位香港設計師與深圳弘文書店合
作，將他們設計的家居、電子、包等產品由弘文銷
售，他們從中獲得收入分成，這樣形成多贏，既可
以展示香港設計師作品，增加設計師和弘文的收
入，也可以更好地滿足內地消費的需求。他們這種
模式將隨着弘文書店在內地拓展一起發展。

■張展豪表示，他們還涉足財
務調研、大數據等創新業務。
香港文匯報記者李昌鴻 攝

■梁永安表示，大灣區給香港
會計業帶來大量機會。
香港文匯報記者李昌鴻 攝

測量師深圳打拚 愛情事業兩得意

目前，內地龐大的市場吸引了大量香港

習主席金句
香港法律、會計、監管
等制度同國際接軌，服務
業完備，政府廉潔高效，
營商環境便利，深得外來
投資者信任。

內 地 13 億
人口和巨大
的 住 房 需
求，以及商
業 地 產 發
展，都給香港專業
的測量師帶來很好
的發展機遇。戴德梁行大中華
華南區寫字樓部、企業顧問服
務部主管及高級董事羅進良表
示，工作 16 年來他見證了內
地房地產飛速發展，遠超出他
的預料。他參與華潤萬象城，
平安金融中心建設的策劃、租
賃等。十多年他的事業和愛
情、家庭實現了三豐收。
羅進良表示，他 1997 年於香
港大學測量系畢業後進了戴德
梁行，在香港工作了五年後，
於 2002 年分派到深圳公司工
作，主要從事產業測量師工
作，其領域廣，包括寫字樓前
期開發顧問、營運、物業管理
等。剛開始他參與了戴德梁行
深圳萬象城寫字樓和商業地產
項目，負責其策劃、租賃，是
華潤在全國第一個大型商業地
產項目，他們合作得很成功，
雙方又赴杭州、南寧等地合
作，並建立了緊密長期的合作
關係。2007 年他參與策劃平安
金融中心建設，包括地塊、挖
坑、策劃等，整個項目有 32 萬
平方米，高達 600 米，是目前
華南最高寫字樓項目。2015 年
至 2017 年他負責項目租賃業

務，2017 年 3 月項目入伙，當
時出租率高達 85%。而在以往
達到這一水平通常需要三四
年，而租金近每平方米 600 元
（人民幣，下同），為深圳最
高水平。

機遇處處 生活愜意
他稱，自己在深圳工作了 16
年，見證了內地房地產市場的
飛速發展，超出他的意料。他
認為未來 20 年，中國房地產仍
處於較快增長，還會有不少機
會。但全國在不同區域有不同
發展潛力，給香港專業人士帶
來不少空間。
十多年的拚搏也給羅進良帶
來不少良好的回報，現在他升
為戴德梁行華南區寫字樓主管
和深圳公司副總經理。他太太
來自安徽，並有三個孩子，目
前在深圳就讀。他們已在深圳
扎根。他認為，深圳是一個很
好的城市，機會多，空氣較北
京、上海和廣州好，交通也不
很擁堵，公司停車費也不太
貴，一個月只需 1,000 元。因
此，他們一家感覺在深圳生活
挺愜意的。

專才北拓有道
會計師 張展豪
從會計、財務諮詢、融資、上市等服務上升至大數據、財務安全、系統
管理等更多創新服務

會計師 梁永安
業務多年來雙位數發展，內地業務佔比逾四成

工業設計師 葉智榮
幾年前香港20位設計師與深圳弘文書店合作，將設計的家居、電子、包
等產品由弘文銷售，他們從中獲得收入分成，並將這種模式延伸至內地

設計師 黃競
從事工業、室內、傢具和品牌設計，拓展設計工程，搭建平台吸引歐美
頂尖設計師服務內地企業

測量師 羅進良
為華潤萬象城、平安金融中心等提供策劃、租賃等服務

前海嘉里建設
內地首試「香港建設模式」，採用建築師總負責制，聘請海外及香港建
築師，統籌建築、規劃、景觀等所有設計團隊

■羅進良有份參與的平安金融中心建設的策
劃工作。
劃工作
。
香港文匯報記者李昌鴻 攝

製表：香港文匯報記者 李昌鴻

首試港建設模式 採建築師負責制
近一年來，前海一直在推進香港建設模
式，其中嘉里建設前海項目作為第一個試點
「香港建設模式」的投資項目，匯聚香港及
國際著名建築設計團隊，將其前海項目打造
成融合自然、人文、藝術及建築於一體的大
型城市綜合體。而負責前海基建的前海控股
有關人士表示，他們也在與香港有關方面合
作，借鑒一些香港建設模式，目前正在研究
其管理模式，但目前沒有落地項目。

工地井然有序 程序一絲不苟
香港文匯報記者來到前海嘉里中心看到，

該項目位於前海七單元一街坊，一期共由 5 棟
建築組成，包括 3 棟公寓和 2 棟辦公樓。標號
為 T3、T5、T6 的三棟公寓全部完成封頂，正
在進行外立面防水及幕牆安裝。兩棟辦公樓
正在加緊建設，其中 T1 辦公樓主體建到 13
層，T2 辦公樓主體建到 15 層。工地規整、圍
擋清潔，現場井然有序、規程一絲不苟。這
是「香港建設模式」給香港文匯報記者的第
一印象。
前海嘉里中心項目總監謝繁星表示，「香
港建設模式」最主要的一個特點是專業人士
責任制。前海嘉里中心採用建築師總負責

制，聘請海外及香港建築師，統籌建築、規
劃、景觀等所有設計團隊，從策劃階段至竣
工驗收階段跟進項目的開發建設全過程，對
業主負責。如項目正在建設的二期，現場就
有兩名香港建築師與業主合署辦公，跟班工
作，隨時處理項目建設中遇到的問題。
謝繁星稱，前海嘉里中心還聘請香港的工
料測量師進行造價管理，採用國際通行的
FIDIC 合同管理模式，在項目實施階段引入
BIM 技術指導設計和施工，在成本管理、合
約管理、工程管理等多方面實踐「香港建設
模式」。

■ 前海嘉里中心的建設採
前海嘉里中心的建設採「
「 香港建設模
式」。
」。圖為該中心效果圖
圖為該中心效果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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