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特區財政司司長陳茂波（前排左）
與商務部副部長王炳南（前排右）簽署
CEPA《修訂協議》。 中新社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周曉菁）

內地和香港昨日簽訂《內地與香

港關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

排》服務貿易修訂協議（簡稱

「CEPA」《修訂協議》），進一

步降低香港企業和專業人士進入

內地市場的門檻，涉及金融、法

律、建築及相關工程、檢測認

證、電視、電影、旅遊及出版印

刷等行業，讓香港相關行業及專

業人士更容易在內地設立企業、

發展業務及取得執業資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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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PA《修訂協議》新增開放措施(部分)

金融服務：
-支持內地保險公司在香港市場發行巨災債券

-取消香港保險公司進入內地保險市場須設立代表
處2年以上的要求

-允許港資銀行作為內地保險公司資本保證金存放
銀行

會計業：
-取消合夥會計師事務所的控制權須由內地居民持
有的規定

法律服務：
-就香港與內地律師事務所設立的合夥聯營律師事
務所，取消港方最低出資比例30%的限制

建築及相關工程服務：
-延續已到期的專業資格互認安排，包括結構工程
師、規劃師、建築測量師、建築師

檢測認證：
在內地強制性產品認證（CCC）領域，符合條件的
香港檢測機構可與內地指定機構開展合作進行產品
檢測，範圍從現時在內地加工或生產、或在香港加
工的CCC產品，擴展至在任何地區加工或生產的
CCC產品

印刷業：
-港企持有股權上限，由原有的不超過49%放寬至
70%

電視：
-內地廣播電視台、視聽網站和有線電視網引進香
港生產的電視劇和電視動畫不設數量限制

電影：
-兩地合拍影片在主創人員、演員比例、內地元素
上不設限制

粵港澳大灣區珠三角九市先行先試開放措施
-優化由香港入境的外國旅遊團進入珠三角地區和
汕頭市停留144小時免辦簽證政策、增加入境口
岸、擴大停留區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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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PA服貿修訂 服務業門檻再降
合拍片無演員限制 印刷業持股上限可至70%

在港發巨災債券利好內險企 放寬北上發展 演藝界受鼓舞
■■香港電視專香港電視專
業人員協會會業人員協會會
長徐小明長徐小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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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莊程敏）商
務部副部長王炳南致辭時表示，修訂協
議結合香港業界提出的開放訴求，在金
融、法律、建築等多個領域取消或降低
對香港服務提供者的准入門檻，放寬對
自然人流動、跨境交付等服務貿易模式
的限制措施，擴大相關專業領域人才資
格互認的範圍，為香港人士在內地執業
創造便利的條件。
他特別提到，祖國始終是香港堅強後

盾，中央政府堅決貫徹「一國兩制」方
針，堅定支持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帶領特
區政府依法施政、發展經濟及改善民
生。相信有中央的堅定支持，有特區政
府的積極作為等，相信在大家的共同努
力下，香港一定能夠渡過目前的難關。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現時廣
東省實施的「144小時便利簽證」政
策，讓旅客在廣東省10個口岸包括廣
州、深圳、珠海、佛山、東莞、中山、
江門、肇慶、惠州及汕頭進出。新協議
列明將落實優化簽證政策，放寬預報出
境口岸規定，適時研究調整成團人數規
定要求，包括「優化由香港入境的外國
旅遊團進入珠三角地區和汕頭市停留
144小時免辦簽證政策，增加入境口
岸，擴大停留區域」。

旅促會料紓本港業界壓力
香港旅遊促進會總幹事崔定邦接受

香港文匯報訪問時認為，新措施將為
本港旅遊業帶來正面影響。他解釋，
香港有美食及購物天堂的美譽，外國
人前往廣東旅行，香港的行程不可或
缺，否則就如品嚐晚餐欠缺甜品。而
前往香港的旅客，亦會有興趣順道往
內地一遊，這亦有助珠江三角洲地區
的旅遊業發展。
他稱，CEPA增加入境口岸等新措

施，有助香港業界開發更多針對外國
旅客的「一程多站」旅遊產品，對本
港旅遊業界有很大裨益，並期望新措
施實行後，可減輕現時社會局勢對本
港業界的衝擊。

姚思榮：助組「一程多站」行程
旅遊界立法會議員姚思榮指出，新

措施實行後，外國人前往廣東省旅遊
時將更方便，本港業界可組織更多
「一程多站」行程，但最終是否能吸
引更多外地旅客，需視乎香港局勢，
以及廣東省旅遊景點的吸引力。

學者指協議配合灣區建設
嶺南大學中國經濟研究部副總監周

文港表示，新修訂的CEPA協議梳理
和考慮2015年相關協議簽署後的市場
變化，同時結合粵港澳大灣區建設領

導小組最新的一些相關決定，擴大香
港企業進入內地市場商機。
他指出，修例風波和美國兩會通過

《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令香港經
濟和未來前景雪上加霜，新措施對港
資以至在港外資都有提振作用，也從
實際上擴大香港企業，尤其專業服務
業進入內地市場商機。以建築專業為
例，新措施將大大增加從業員在內地
的發展機會。
在法律服務方面，周文港認為，放

寬原來對港人參與比例的限制，會令
從業員能更靈活地進入內地發展。他
相信有關措施會受業界歡迎。

優化簽證助拓大灣區旅遊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馬翠媚）在金
融、法律服務方面，今次修訂協議支持內
地保險公司在港發行巨災債券，放寬相關
限制，同時針對兩地律師事務所設立的合
夥聯營，取消香港方最低出資比例限制。
有業務擴展專家認為，有關措施反映內地
正逐步開放進入門檻，以及讓更多中資企
業走出去，有助內地及香港保險業等發
展。
主要提供業務擴展服務的卓佳集團財
務及營運總監王輝表示，中國市場正逐步
擴大開放，給予中資公司更多權限和自
由，同時逐步取消外資進入內地銀行、保
險等行業門檻，這正反映中國正嘗試加大
開放市場結果。她相信是次協議支持內地
保險公司在港發行巨災債券亦屬於自然之

舉，並預期對香港帶來好處，因為香港保
險業很多客戶都是來自內地，而且不少內
地保險公司在香港都有分支公司，在業務
本身互通的情況下，料協議有助令這些公
司表現更好。

律師所門檻仍可改善
協議亦針對兩地律師事務所設立的合

夥聯營，取消香港方最低出資比例限
制。王輝認為，內地政府期望內地法律
法規可與國際接軌，而這部分一直未有
對外開放，因此仍有大可改善地方。他
相信唯一方法是取消進入門檻，讓外國
律師都可以進入中國，尤其在香港有很
多大律師，相信在彼此溝通時能使用共
同語言更佳。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慶全、傅航）就
內地與香港簽署關於修訂「CEPA」《修訂
協議》中有關電影和電視方面的內容，香
港文匯報記者訪問業界不同機構和人士，
大都認為是好消息，有助兩地市場融合，
更可鼓勵本地人士到內地發展。

徐小明贊同合拍片鬆綁
身在北京公幹的香港電視專業人員協會

會長徐小明表示，就電視業的修訂內容，
大概的內容他之前都聽聞過。另外，內地
動畫水準很高，本地動畫電視及電影能北
上，將有更大市場、更大發展空間。
至於電影方面，徐小明提到取消立項申報

管理費用對電影業的幫助很微，反之合拍影
片，在主創人員、演員比例、內地元素上不

設限制，倒可幫助過去「不出名」去做的幕
後人員，可以名正言順投入工作。因為內地
電影一直也需要香港的技術去支援，放寬人
數限制正可鼓勵專業人士真正到內地發展。

盼組公司繳稅持續改善
不過，徐小明提出，CEPA一直沒提及過

的，就是容許香港電影投資者於內地組公

司，個人希望內地有關方面未來更加放寬，
如果能給予香港公司在內地銀行開戶，同樣
也可以按照內地稅率去繳稅，那就更理想。
「期望將來可以這樣，但一步步開始，希望
能夠鼓勵到更多影視界同業投資的信心。」
藝人方面，黄建東指，作為一個電視藝

人，當然希望越多觀眾接觸到作品會越
好。陳煒坦言開心歡迎，相信以後有更多
發展機會。江美儀亦指這是好消息，兩地
業界朋友可以多點交流。

無綫電視：開啟更多合作
無綫電視表示歡迎有關協議，合拍劇及
節目發行予電視台及網上平台均是公司重
要業務，期待今次的修訂會進一步協助公
司在內地開啟更多合作。

■■商務部副部長王炳南商務部副部長王炳南 中新社中新社

在特首林鄭月娥見證下，香港
財政司司長陳茂波與國家商

務部副部長王炳南簽定今次協
議，將於2020年6月1日起生效。
陳茂波相信，協議亦有助粵港澳
大灣區全面實施服務業自由化，
政府會繼續做好跟進工作，落實
協議內容。在現時經濟步入衰退
時，相信協議對企業和專業人士
有一定支持作用。

陳茂波料助大灣區自由化
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邱騰華
說，今次修訂協議集中於服務貿
易方面，有四個專業及四個優勢
產業可受惠加強開放措施，包括
市場准入、股份持有，以至放寬
門檻。
他舉例，影視業方面，香港製作
的電視及電視動畫可不設數量限制
進入內地市場，而香港和內地的合
拍電影亦可在主創人員、演員比
例、內地元素方面不設限制，這些
是本港早期向中央爭取，現在透過
這份修訂協議落實。
在印刷業上，香港企業多年來

爭取放寛股權上限，由原有的不
超過49%，現在提高至70%。另
一個非常樂見修訂是檢測認證方
面，在一些內地強制性產品認證
領域，香港的驗證機構可進行的
產品測試和擴大業務範圍，為這
個專業開拓一個新領域。
另外四個專業服務部分，法律

方面會取消香港律師行進入內地
市場限制，消除以往設有的30%
出資限制，讓中小型律師行可進
入內地，尤其是大灣區。金融方
面會放寬內地保險公司在香港發
行巨災債券限制，這對保險業和
債券業的發展有所幫助。建築及
相關工程方面會延續已到期的資
格互認安排，並擴展至內地全
境。旅遊方面，確立落實現時外
地旅客經香港進入珠三角地區停
留144小時免簽證的政策，並會增
加口岸和擴大適用範圍，配合本
港擴展「一程多站」計劃。

邱騰華：「帶路」助港拓市場
除CEPA修訂協議的簽署儀式

外，本港和商務部同日舉行內地

與香港「一帶一路」建設合作專
責小組會議，檢視過往一年雙方
的合作。本港將繼續以外訪協作
的形式，帶同企業出訪，利用自
己的專業或投資，與內地企業一
起「走出去」。
邱騰華表示，無論是CEPA或是

「一帶一路」，均印證在全球經
貿環境日趨不穩的時候，國家在
「一帶一路」的全球戰略能幫助
香港開拓更多市場。他指出，香
港要充分利用國家提供的優良條
件，就是基本法容許香港成為一
個單獨的關稅地區和有自主性的
貿易地區，可透過與內地簽訂CE-
PA或與其他二十個市場簽訂的自
由貿易協定，拓闊市場。
他補充，國家作為現時全球最

大且增長最快的內銷市場，這對
香港來說不單是一個大市場，也
是讓本港發揮作為進入內地巿場
的渠道的好機會。以往不單香港
的企業能透過CEPA進入內地，也
有一些國際公司以香港作為橋頭
堡，利用CEPA進入內地市場，大
大突顯香港的國際地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