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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用法律優勢 粵港併船出海
特首冀發揮優勢推動灣區發展 深化兩地合作走向國際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胡若璋 廣州報道）第五屆「香港法律服務論

壇」昨日在廣州舉行，香港特區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出席專題午餐會並

作主題演講。林鄭表示，粵港澳大灣區發展將令粵港兩地合作跨上新

的台階，而優良專業的法律服務，是大灣區走向國際的重要元素，也

是粵港兩地企業「併船出海」的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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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鄭月娥強調，「香港的法律制度，是我
們在『一國兩制』下擁有的獨特優勢。

事實上，香港在回歸以來取得的不凡成就，
我認為關鍵因素之一是香港的法治。」其
中，司法獨立對於維護法治以及保障市民及
投資者的自由和權利尤為重要。
此外，作為國家境內唯一的普通法司法管
轄區，香港法律成熟並為國際商業社會所熟
悉。林鄭期望用好香港這方面的優勢，支持及
推動大灣區的發展。

李春生冀助法律經濟融合
廣東省副省長李春生表示，廣東法律服務
業不斷深化改革，在積極參與「一帶一路」建
設、大力發展涉外高端法律服務中，也期待粵
港兩地法律服務界在「一國兩制」框架內把握
發展機遇，充分整合資源實現優勢互補，努力
構建起具有國際競爭力的現代法律服務新體
系，推動形成多層次的新格局，為廣東省和內
地省市企業走出去提供更優質的保障，實現法
律服務與經濟發展深度融合。

三優勢：善息紛 倡科技 重育才
香港特區政府律政司司長鄭若驊在同一場
合表示，粵港攜手提供「面向內地，邁向國
際」的法律服務上，香港法律服務依然具有三
個明顯優勢。
比如，香港是促成交易和爭議解決的良好
平台；其次，香港鼓勵科技和法律結合，正提
倡建立一個在線解決爭議的平台；第三，香港
在法律人才培訓和能力建設上優勢明顯。
除了香港本地律師之外，香港也有接近
1,500名來自30多個司法管轄區的註冊外地律
師。鄭若驊續指，在香港找法律服務不僅可以

找到香港的法律界人士，也可以找到外國司法
管轄區的法律專業人才。這些專業人士在國際
商貿融資、基礎建設、海事知識產權等方面具
備豐富的國際經驗和多語言能力，能夠根據當
事人的需要提供企業數據庫資源。
中國法律服務香港有限公司綜合研究部副

主任、研究員李銘銳認為，香港律師隊伍中
有眾多通曉國際法律規則、善於處理涉外法
律事務，特別是擅長處理海外投資融資、跨
境企業併購、知識產權保護、貿易投資爭議
解決等法律事務的專才，是中資企業在香港
運營發展以及開拓海外業務所依賴的重要法
律服務力量。李銘銳期盼，內地與香港法律
界進一步緊密合作，與中資企業一同建立更
加緊密的合作關係，打造互利三贏的局面。
隨着粵港澳大灣區的建設發展，李銘銳期

待建立粵港澳大灣區爭議解決創新機制，整合
三地法律資源，特別是優秀涉外法律人才資
源，為大灣區創造良好的法治營商環境，滿足
包括廣大中資企業在內的各國企業維護自身利
益的強烈需求。

行政長官林鄭月
娥出席香港法律服
務論壇午宴，在正

式發表主題演講前，首先打出一張「特
首」牌廣告，為香港法律服務界人士
「吆喝」內地業務。林鄭透露，此番前
來廣州坐的是廣九直通車，全程費時兩
個多小時。而隨着本月23號廣深港高鐵
的開通，從香港西九龍站到廣州南站，
只需48分鐘，真正進入「一小時粵港生
活圈」。

高鐵速度帶來的兩地便捷，林鄭笑
說，足夠香港法律服務人員一天往返廣州
好幾趟。這番廣告播送，也贏得現場熱烈
掌聲。

基建助實現「一小時生活圈」
今年恰逢國家改革開放40周年，粵港

澳大灣區建設更是深化粵港澳合作承先啟
後、繼往開來的重要時刻。林鄭向在場嘉
賓透露，廣深港高鐵香港段正式通車後，
其他兩個重大跨境基建，即港珠澳大橋和

蓮塘／香園圍陸路口岸，也將陸續開通，
適時將大大加強大灣區的基建連繫，實現
粵港澳「一小時生活圈」的佈局。
享有「天時」、「地利」的粵港澳大

灣區建設，林鄭表示，在「人和」方
面，三地民眾對大灣區的發展越來越充
滿期盼，積極參與，不少以聯繫「粵港
澳」為宗旨的民間團體都自發性地建立
起來，涵蓋的範圍除了商貿活動及專業
服務外，也包括文化、體育、青年等。

■香港文匯報記者 胡若璋 廣州報道

在香港法律服務論壇上，不少香
港律師更就法律細則作分享，尤其
對於時下跨境投資、合作與併購項
目的法律風險管理，更拿出自己的
「數據庫」資源來舉例說明，與內
地律師從業人員交流經驗。
華商林李黎（前海）聯營律師事

務所的管理合夥人、香港律師林新強接受
香港文匯報訪問時表示，粵港澳大灣區的
發展建設，也給予粵港兩地律師更多平台
溝通交流，在不斷的碰撞中增進彼此對兩
地法律制度的理解，可攜手為內地企業提
供更專業的服務。
他認為，粵港聯營律師事務所出現3年

多時間，如今在廣東有11家聯營律師事
務所。這些政策的開放，給予兩地從業人
員更為密切的合作形式。
「能在同一個地方辦公，兩地律師的
交流自然更進一步。」林新強認為，正
如香港法律服務論壇上透露出的信息，
粵港兩地在法律專業服務人才隊伍建設

上不斷加強，但香港的福利服務優勢，
依然鮮明且獨特。

林新強：普通法經驗豐富
「簡而言之，香港律師事務所最大優
勢還是普通法」，他續說，到以普通法為
主的地區投資，香港無論從文化思維、多

語言優勢，還是海外經驗以及資源數據庫
方面，都有着深厚的積累。在服務內地企
業海外收購礦場這個過程中，香港能聯動
的各類專才服務優勢明顯。粵港律師事務
合作以及內地與香港之間的合作，香港的
優勢依然大有可為。

■香港文匯報記者 胡若璋 廣州報道

林鄭「賣廣告」讚高鐵便利

軟件優勢明顯 聯動專才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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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若驊
香港文匯報

記者
胡若璋 攝

■律師分享「走出去」發展經驗。 香港文匯報記者胡若璋 攝

◀第五屆「香港法律服務論壇」昨日在廣州舉行。
香港文匯報記者胡若璋 攝

▲林鄭月娥表示，優良專業的法律服務，是大灣區走向
國際的重要元素，也是粵港兩地企業「併船出海」的動
力。 香港文匯報記者胡若璋 攝

第12屆泛珠合作大會昨在廣州開幕。泛珠合作站
到歷史新起點，面對更加大有可為的新機遇。特首
林鄭月娥昨致辭時表示，隨着粵港澳大灣區建設進一
步輻射泛珠區域，將為這個廣闊的經濟區域發展注入
新動力。另外，昨日廣州宣佈大幅降低港澳金融機構
准入門檻、支持開展先行先試業務。這是CEPA框架
下，內地市場對港澳金融業的新開放，香港金融業再
次迎來「飲頭啖湯」的黃金機遇，特區政府及本港金
融業應提升香港為內地提供多元融資的能力，將香港
金融業優勢的輻射力，從大灣區延伸至泛珠區域，推
動泛珠區域在新時代新要求下的互利共贏發展。

泛珠區域包括內地9省及港澳，去年的本地生產總
值（GDP）接近30萬億元人民幣，佔全國比例超過
三分之一。今年是泛珠合作15周年。如今泛珠合作
面對的一個重大新機遇，是把粵港澳大灣區建成世界
一流灣區成為國家戰略。林鄭月娥指出，目前，特區
政府推進大灣區建設有三大重點工作，包括打造大灣
區成為國際科技創新中心、便利香港的優勢產業落戶
大灣區，以及透過政策創新和突破，加強香港與大灣
區以至泛珠省區的互聯互通。

國家進入新時代、需要新發展，泛珠合作也有新
要求，需要爭取新突破。泛珠區域具備高水平國際化
合作的優越條件。港澳實行「一國兩制」，高度與國
際接軌，加上內地9個具備不同生產要素的省區，還
有多個自貿區座落其中，已形成龐大的區域經濟腹
地，應以創新推動，加快產業升級，合理分工。

也在昨日，廣州出台了金融擴大開放政策，特別
落實針對港澳的優惠政策，加快內地金融國際化的步
伐，香港金融業在新一輪的金融開放中可以大展身

手。此次廣州允許港澳銀行在粵分行在廣州申請設立
異地支行，允許符合條件的港澳金融機構按照有關規
定設立合資基金管理公司，港澳保險經紀公司在穗設
立獨資保險代理公司的總資產要求由不低於2億美元
降至50萬港幣。目前港澳銀行在廣州設立營業性機
構38家，總資產近千億元人民幣，此次新政策是香
港金融機構加速覆蓋大灣區的良機。

廣州金融新政將探索建立與粵港澳大灣區相適應
的賬戶管理體系，依託廣東自貿區南沙推進跨境人民
幣業務，爭取NRA賬戶（境外機構境內外匯賬戶）
業務先行先試，打通離岸在岸資金通道，建設區域性
股權市場，適時引進港澳機構參與交易；研究推進在
自貿區工作的港澳金融專業人士通過培訓測試的方式
獲得內地從業資格，而且在港澳的從業經歷可視為內
地從業的經歷 ，對本港金融人才進入大灣區工作提
供極大誘因。

廣州是綠色金融改革創新試驗區，廣東自貿區南
沙新區可先行先試人民幣跨境業務。香港正在推動成
為綠色金融樞紐，可成為大灣區、泛珠區域企業發行
離岸綠色金融工具的首選平台。香港還可為大灣區及
泛珠企業開拓國際業務，為內地企業提供多元融資渠
道，包括上市集資、銀團貸款、私募基金、發行債券
以及資金管理等服務。

隨着廣深港高鐵和港珠澳大橋的即將開通，大灣
區及泛珠地區的交往融合更緊密，兩地人流、物流更
頻繁，香港應順勢而為，發揮優勢，既可借助泛珠地
區的龐大腹地拓展空間，同時有效支援泛珠企業「走
出去」，實現對外拓展計劃，助推泛珠區域加速發
展。

發揮優勢拓展腹地 把握泛珠合作新機遇
「香港民族黨」召集人陳浩天先後去信美國

總統特朗普和美國國務院，要求美國制裁香港
和中國，連日來引起本港各界強烈譴責，直斥
陳浩天賣港求存，損害港人福祉，要求特區政
府盡快依法處理「民族黨」。陳浩天煽動「港
獨」，乞憐美國撤銷香港特區及中國的世貿成
員身份，對香港和國家進行雙重傷害，令「民
族黨」更惹眾怒。「民族黨」鼓吹「港獨」證
據確鑿，並付諸行動，若繼續任其生事，「港
獨」惡行勢必變本加厲。保安局已經三度延長
「民族黨」的申述期，盡顯對程序公義的重
視，面對陳浩天一邊拖延一邊作惡，香港社會
支持保安局如期取締「民族黨」。

香港從來是中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回歸後
實行「一國兩制」，是保持香港長期繁榮穩定
的最佳制度安排。陳浩天及「民族黨」鼓吹分
裂國家，不惜以暴力流血的手段謀求「香港獨
立」，危害國家安全和領土完整，衝擊「一國
兩制」，包括700萬港人在內的13億中國人
都堅決對「港獨」零容忍、零空間。

更令人氣憤的是，陳浩天為了讓「民族黨」
苟延殘喘，接連發公開信予美國總統特朗普和
美國國務院，要求檢討美國《香港政策法》和
撤銷中國及香港的世貿成員身份，更敦促美國
應及早取消政策法下對香港的特殊待遇。如果
美國真的改變對港經貿關係，難免動搖外資對
香港的信心，造成難以預料的後果。這暴露出
陳浩天挾洋自重，為博取外部勢力的庇護，不
惜令香港面臨陷入政經動盪的危險，完全無視

香港福祉。
眾所周知，「港獨」違憲違法，在香港沒有

任何討論的空間。陳浩天及「民族黨」明目張
膽鼓吹「港獨」，更三番四次勾結外力、出賣
香港，煽動「港獨」已非止於口頭，而是試圖
以實際行動損害香港利益，若不受到法律的約
束和制止，鼓吹「港獨」毫無代價，「港獨」
歪風必然氾濫成災。連日來，多間大學的學生
會代表借開學禮致辭機會，散播宣揚「港獨」
或「自決」的言論，與陳浩天和「民族黨」煽
動「港獨」效應的刺激和影響不無關係，更足
以證明「港獨」歪風荼毒年輕人、損毀香港繁
榮穩定的嚴重性。

保安局正考慮引用《社團條例》禁止「民族黨」
運作。陳浩天無視法紀，漠視香港利益，在申
訴期內又一再生事，借助香港外國記者會
(FCC)午餐會平台向國際傳媒宣揚「港獨」，高
調要求美國制裁香港，企圖將「港獨」提升至國
際層面，再不對陳浩天及「民族黨」採取具阻嚇
力的法律措施，其「港獨」表演只會愈演愈烈。

依法遏止「港獨」、維護國家安全，政府有
責任也有權力。陳浩天及「民族黨」鼓吹「港
獨」鐵證如山，保安局已三度延長「民族黨」
的申述期，完全尊重程序公義。該出手時就出
手，對於陳浩天及「民族黨」等冥頑不靈的
「港獨」分子及組織，政府完全可以毫不猶
豫、毫不手軟予以取締，並且研究依法對煽動
「港獨」的個人提出檢控，有效打擊「港獨」
的囂張氣焰。

如期取締「民族黨」不容「港獨」組織繼續生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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