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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劃綱要今公佈 各界期盼2+9角色互補全面融合

政府指定刊登有關法律廣告之刊物
獲 特 許 可 在 全 國 各 地 發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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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致多雲 幾陣驟雨

■ 港大、科大、中大及城大獲國際高等教育機構Quacquarelli Symonds（QS）評為世界百大大學

創科

■ 數碼競爭力獲瑞士洛桑國際管理發展學院評為全球第十一、亞洲第二
■ 創新指數獲世界知識產權組織評為全球第十四、東南亞和大洋洲區第四

■ 獲英國金融智庫 Z/Yen 和中國（深圳）綜合開發研究院評為全球第三大金融中心

金融

■ 2017年外來直接投資流入金額全球第三，外來直接投資流出金額全球第五
■ 全球最大人民幣離岸中心，截至2018年8月底，人民幣總存款額達6,697億元

航運物流

■ 2010年起獲國際機場協會評為全球最繁忙貨運機場
■ 獲國際機場協會評為全球第三繁忙國際客運機場
■ 獲英國顧問評估機構Skytrax評為全球第四大機場

商貿

■ 連續25年獲美國傳統基金會評為全球最自由經濟體
■ 稅制獲羅兵咸永道及世界銀行評為全球最利營商
■ 營商環境獲英國智庫列格坦研究所評選為全球第三

專業服務

■ 法律機制在解決爭議方面的效率獲世界經濟論壇評為全球第四
■ 公司治理獲亞洲公司治理協會及中信里昂證券公司評為亞太區第二
■ 全亞洲保險公司最集中的地方，截至2018年8月底，有161家授權保險公司

創科做龍頭 互聯通共贏

己亥年正月十四 十五雨水 氣溫 18-21℃ 濕度 80-95%
港字第 25171 今日出紙 3 疊 9 大張 港售 8 元

共拓大灣區機遇
港展優勢創新猷

香港五大領域優勢

香港各界熱切期盼的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料於今日由中央政府

香港金融領先
灣區融資首選

正式發佈。香港各界期望，規劃綱要能為香港各界融入大灣區發展指明大

香港是全球領先的國際金融中心，有金融界人士認
為，大灣區的經濟規模隨時大於 10 個香港，呼籲業界
做足準備，用好香港金融優勢，令香港成為灣區企業
集資、融資的不二之選。
細看香港在金融領域的實力，香港具備穩定而靈活
的資本市場，貨幣、商品、資金、資訊和人才可自由
流通，在股票市值、首次公開招股（IPO）集資、資
產管理及銀行等方面更持續在全球領先之列。2018
年，香港股票市場總市值達 29.9 萬億港元，IPO 集資
額更以2,866億港元冠絕全球。
此外，作為國家的世界金融樞紐，香港是全球最大
的離岸人民幣業務中心，截至 2018 年 8 月底，人民幣
總存款額達 6,697 億元。香港並透過「滬港通」、「深
港通」及「債券通」等，推動人民幣國際化及發揮跨
境資金融通作用。
今年 1 月，國務院港澳辦主任張曉明接受央視訪問
時表示，香港未來可以繼續助推人民幣國際化進程，
而內地金融開放與改革需要繼續借鑒香港經驗、與香
港合作，相信未來還會有更多的互聯互通，推動內地
資本市場與香港接軌、協同發展。

技產業，鞏固和提升作為國際金融、航運、貿易中心和國際航空樞紐的地

「造大個餅」。
展望未來，香港在大灣區發展中的定位，最重要的是大力發展創新及科
位，推動金融、商貿、物流、專業服務等向高端高增值方向發展，及建設
亞太區國際法律及爭議解決服務中心。
香港文匯報採訪了創科、商貿、金融、航運物流及專業服務 5 大領域的業
發展提供更大平台和機遇。他們期望，在大灣區規劃框架下，通過制度機
制創新，盡快提出具體落實措施，實現真正的產業融合。





法律服務佔優
合作空間更闊

鄭治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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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灣區四大中心城市比較

香港科學園

主要定位︰
■ 充分發揮國家中心城市引領
作用
■ 全面增強國際商貿中心、綜合交
通樞紐和科技教育文化中心功能
人口︰1,449.8萬人
地區生產總值（GDP）︰
21,503.2億元人民幣
人均GDP︰15.1萬元人民幣
商品貿易總額︰9,714.4億元人民幣
■ 出口貨值︰5,792.2億元人民幣
■ 進口貨值︰3,922.2 億元
人民幣

深圳

主要定位︰
■ 建設世界旅遊休閒中心、中國與葡
語國家商貿合作服務平台
■ 促進經濟適度多元發展
人口︰65.3萬人
地區生產總值（GDP）︰4,042億澳門元
人均GDP︰62.3萬澳門元
商品貿易總額︰871.3億澳門元
■ 出口貨值︰112.8億澳門元
■ 進口貨值︰758.5億澳門元

廣州

主要定位︰
■ 鞏固和提升作為國際金融、航運、貿易中
心和國際航空樞紐的地位
■ 推動金融、商貿、物流、專業服務等向高
端高增值方向發展
■ 大力發展創新及科技產業
■ 建設亞太區國際法律及爭議解決服務中心
人口︰739.1萬人
地區生產總值（GDP）︰26,610億港元
人均GDP︰36萬港元
商品貿易總額︰82,329億港元
■ 出口貨值︰38,759億港元
■ 進口貨值︰43,570億港元

澳門

香港

專業服務也是香港四大支柱產業之一，全面的法律、
會計、保險等服務有效支援各行各業發展。其中在法律
服務方面，受惠於普通法制度、法治精神及本地和國際
法律人才薈萃，香港是亞太區主要國際法律和爭議解決
服務中心。有法律界人士就期望香港在大灣區發展下，
可為更多地方的人民提供服務，將前海法院審理涉外商
事訴訟案件時，涉事方已可選擇以域外法律如普通法處
理的方法，擴展至整個大灣區的法院。
回顧近年特區政府在有關方面的工作，律政司已成
立直接隸屬律政司司長的普惠避免及解決爭議辦公
室，把握「一帶一路」以及粵港澳大灣區的機遇，並
將與其他司法管轄區和國際組織磋商和簽訂合作或夥
伴安排。
此外，根據《內地與香港關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
的安排》（CEPA）框架下的《投資協議》建立的投資
爭端調解機制，也於去年 12 月開始實施，律政司更以
建立投資調解員團隊、把香港發展為國際投資法及國
際投資爭議解決技巧的培訓基地為目標。



主要定位︰
■ 發揮作為經濟特區、全國性經濟
中心城市和國家創新型城市的引
領作用
■ 努力建成具有世界影響力的創新
創意之都
人口︰1,252.8萬人
地區生產總值（GDP）︰
22,438.4億元人民幣
人均GDP︰18.4萬元人民幣
商品貿易總額︰28,011.5億元人民幣
■ 出口貨值︰16,533.6億元人民幣
■ 進口貨值︰11,477.9億元人民幣

陳曼琪：港專業人士迎機遇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香港中小型律師行協會創會會
長陳曼琪表示，粵港澳大灣區正為香港法律專業人士
提供龐大機遇，「我們有國際視野，內地有龐大市
場，可以協助內地的營商環境更與國際接軌，內地也
能令我們的發展空間更廣闊。」
她指出，現時前海法院審理涉外商事訴訟案件時，
涉事方已可選擇以域外法律如普通法處理，希望有關
安排可擴展至整個大灣區的法院，內地方面也要加強
培訓司法官員，令他們更具備普通法及澳門實行的歐
法大陸法系知識。

香港交易所

中央部署盡顯關懷

現屆特區政府大力發展創新及
科技，一年半以來已投放最少
780 億元，並推出針對性資助計
劃、稅務寛減以鼓勵研發投資
等，並與深圳市政府合作，發展
「港深創新及科技園」。
去年 5 月，國家主席習近平更
對香港兩院（中國科學院及中國
工程院）院士來信作出重要指
示，要求有關部門重視香港院士
來信反映的問題，最後國家科技
部打開大門，讓香港各間大學和
科研機構皆可申請國家資助，承
接國家的科技計劃項目，進一步
加強香港做創科的本錢。
此外，在國家發改委及粵港澳
三地政府2017年7月簽署的《深
化粵港澳合作 推進大灣區建設
框架協議》中，打造國際科技創
新中心為合作重點領域之一。協
議建議三地統籌利用全球科技創
新資源，完善創新合作體制機
制，優化跨區域合作創新發展模
式，構建國際化、開放型區域創

界人士，他們都不約而同地認為大灣區建設為各界帶來無窮機會，為香港

宜做足準備 拓產品種類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中銀香港信託董事長吳亮星指
出，人民幣在國際上除了用作一般貿易，也開始被一
些國家用作儲備貨幣，香港未來要在人民幣資金池、
產品種類方面做得更好。
他又強調人才培訓十分重要，隨着人民幣國際化，
監管、操作、產品設計方面的要求越來越高，業界需
要做好有關培訓，也要在金融科技方面加把勁，追上
內地發展。
吳亮星更指，大灣區的經濟規模隨時大於 10 個香
港，呼籲業界做足準備，用好香港金融優勢，令香港
成為灣區企業集資、融資的不二之選。

大灣區中香港其中一個重要的
定位就是創科，自大灣區概念提
出以來，香港除了有國家的支
持，特區政府亦做了不少工作。
有 IT 界人士就認為，香港有很
多發展創科的優勢，包括人才、
教育、稅制和國際化環境，期望
綱要出台後，可促進大灣區互聯
互通，做好相關發展。

方向，讓香港可以把握共建大灣區的機遇，與 9 個灣區城市及澳門特區一同

■香港文匯報記者

■資料來源：特區政府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橫琴澳青創業谷

廣州南沙

前海深港基金小鎮

註：2017年數字 ■資料來源：特區政府、國務院港澳辦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 洪為民
香港文匯報記者彭子文 攝
新體系，不斷提高科研成果轉化
水平和效率，加快形成以創新為
主要引領和支撐的經濟體系和發
展模式。

洪為民盼免漫遊費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前海管理
局香港事務首席聯絡官洪為民預
計，規劃綱要會比框架協議有更
多細節，包括城市分工及如何互
聯互通，「當然創科最重要的人
流、物流、資金流、信息流未必
可以立即全通，但應該會提供正
面方向讓我們逐步推進。」
其中在信息流通方面，他希望
逐步降低港人在大灣區用手機漫
遊上網的收費，長遠達至免費。
洪為民更指出，香港有很多發
展創科的優勢，其中基礎科研能
力強，有4家大學位列全球百大，
更是除北京外擁有最多兩院院士
的城市，此外低稅、國際化、教
育質素高的生活環境，也比其他
大灣區城市容易吸納外國人才。

方便雙向拓電子商貿
香港除了是金融中心，更是商貿中
心，在多項國際指標中，最自由經濟
體、最有利營商環境等往往都名列前
茅。有商貿界人士期望，大灣區規劃綱
要出台後，可以更方便作進出口貿易，
並推出措施助電子商貿的發展。
香港去年的貿易總額的貨值近8.88萬
億港元，較上年度增加近 8%，進口出
口都相當活躍，排名第一的貿易對象亦
是內地。

宜加強培訓專業人才
香港中華出入口商會副會長許華傑指
出，粵港澳大灣區規劃綱要是一份很重
要的文件，更是為未來的經濟發展模
式，訂出一個重要的指標。他期望綱要

出台後，可以方便進出口貿易，尤其是
進口貿易、雙向跨境商貿運作。
有措施之餘亦要有人才，許華傑表
示，目前內地與香港進出口業界均面
對人才短缺的問題，除了希望可培養
更多相關人才之外，他亦建議年輕人
及有關專業人才，若要在大灣區發
展，須有業界知識，更須了解國情和
各地的實際情況，加強自身的競爭
力，「否則就算個餅造大了，也食唔
到，唔識食。」
除了傳統的進出口貿易，許華傑還提
到電子商貿發展。他說，現時國家對電
子商貿業徵收的稅款相當之高，希望日
後可以在稅務、貨物、商務等項目，更
加之順暢。

航運物流
「造大個餅」
香港的航運物流做得出色有目共睹，
「全球最繁忙貨運機場」、「第三繁忙
國際客運機場」、「全球第四大機場」
等都是近年常見稱號。有業界人士認
為，隨着大灣區規劃綱要出台，將有助
香港聯同 9 個內地城市和澳門一同「造
大個餅」，並在航運物流上發揮分流作
用，產生更具效益的合作，故業界相當
重視綱領的出台。
立法會航運交通界功能界別議員易志
明認為，最重要是希望藉「粵港澳大灣
區規劃綱要」，讓灣區 9 大城市及兩個
特別行政區所扮演的角色，有一個更清
晰及明確的界定，從而發揮優勢互補的

作用，大家一起「造大個餅」。

合作分流無謂
「搶爛市」
易志明舉例指，以航運業為例，內地
城市可以專注發展出口貨櫃業務；至於
轉口的貨櫃業務，就留給香港處理，大
家開拓不同的市場，而非以極低價「搶
爛市」。
他又提到現時港珠澳大橋已開通，應
該更好發揮物流業及分流工作，令香港
與珠海機場之間，有更具效益的合作。
易志明表示，業界相當重視綱領的出
台，除密切留意之外，更會不斷提出實
務性意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