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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中國
國家外匯管理局（下稱「外匯局」）於
近日召開2020年下半年外匯管理工作
電視會議，分析國內外經濟金融和外匯
形勢，研究部署下半年重點工作。其中
提出，要繼續穩步擴大金融市場雙向開
放和互聯互通。

具體看，2020年下半年外匯管理重點
工作涉及到多個方面。例如，深化外匯
領域改革開放，統籌支持常態化疫情防
控和經濟社會發展；不折不扣落實各項
外匯便利化措施，擴大貿易收支便利化
試點，推進服務貿易付匯稅務備案電子
化；探索私募股權投資基金跨境投資管

理改革。
同時，要繼續打好外匯領域防範化解重

大金融風險攻堅戰，防範跨境資金流動風
險。加強跨境資本流動宏觀審慎管理，完
善外匯市場監管，保護外匯消費者和投資
者的合法權益。以「零容忍」態度嚴厲打
擊地下錢莊、跨境賭博等外匯違法犯罪活

動，維護外匯市場健康秩序。
此外，還要完善中國特色外匯儲備經營

管理，保障資產的安全、流動和保值增
值；加強對「十四五」時期外匯管理改革
發展等重大課題研究，深化「放管服」改
革，健全多層次國際收支統計體系，推進
「數字外管」和「安全外管」建設。

儘管疫情衝擊全球，正在
籌備中的第三屆中國國際進
口博覽會依然吸引了許多歐

洲企業前來參與。在德國漢高等
進博展商看來，中國繼續舉辦第

三屆進博會是推動全球貿易發展、助力經
濟復甦回暖的有力之舉。

漢高大中華區總裁榮傑認為，將要舉辦
的第三屆進博會，是市場信心回升和商業
活動恢復發展的一個積極信號。「在疫情
形勢穩定後，中國各地政府出台了一系列
促進消費增長和激發市場活力的政策。在
此支持下，我們看到中國經濟正在恢復穩
定增長。」

中國消費者對進口商品的喜愛正推動越
來越多海外產品展商來到進博會，推出符
合中國市場需求的產品。已連續兩年參展
進博會的德國企業卡赫是全球最大的清潔
設備和清潔解決方案提供商之一。為迎接
第三屆進博會，卡赫計劃攜德國原裝進口
的第三代全天候多功能清掃車參展。半年
多來，卡赫針對中國市場需求進行了特別
設計以適應中國交通道路的實際情況。

為中國市場打造定製款的不僅有卡赫。
意大利產品進口商桑哆仕國際貿易（上
海）有限公司的總經理鄭麗艷在參加第二
屆進博會後，曾聯繫廠商為中國市場量身
定製了一款小瓶裝意大利奶酒。「隨着中
國社會的發展，現在追求高端品質食品以
及高品質生活的人越來越多，所以我們非
常看好中國市場。」鄭麗艷說，第二屆進
博會為公司產品推廣提供了一個很好的平
台，期待第三屆進博會更上一層樓。

「中國是對漢高最具吸引力的市場之
一，對我們的全球業務發展有重要的戰略
意義。」榮傑說。在第三屆進博會上，漢
高將首次攜手所有業務部門參展。除了美
髮護髮產品，還包括洗滌劑及家庭護理等
產品和解決方案。 ■新華社

香港文匯報訊 據「商務微新聞」微
信公號消息，8月1日，中韓經貿聯委
會第24次會議在山東省青島市舉行，
商務部部長助理李成鋼與韓國外交部經
濟外交調整官李誠浩分別率團出席並共

同主持會議。此次會議是新冠肺炎疫情
發生以來，中國與外方首次在線下召開
的政府間經貿合作機制會議，雙方就常
態化疫情防控下推動中韓經貿關係發展
及有關區域和多邊經貿合作議題深入交

換意見，達成廣泛共識。

中方：積極推進雙邊重大合作事項
李成鋼表示，在習近平主席親自領

導、部署和指揮下，中國疫情防控取得
重大戰略成果，經濟發展呈現穩定轉好
態勢。疫情發生以來，習近平主席與文
在寅總統兩次通電話並致函電、相互表
達慰問支持，兩國各界踴躍捐款捐物、
相互幫助，充分體現了兩國守望相助、
同舟共濟的友好情誼。中韓在全球率先
開通重要商務人員等往來「快捷通
道」，有力地促進了雙方企業復工復
產、穩定產業鏈供應鏈。此次會議是疫
情發生以來中國與外方在華舉行的首次
面對面政府間經貿合作機制會議，充分
體現了兩國疫情防控工作的高水平，以
及雙方合作的高水平和高度的相互信
賴，必將在中韓經貿關係史上留下特殊
的一頁。中方願與韓方密切協作，共同
謀劃後疫情時代兩國經貿合作發展方
向、積極推進雙邊重大合作事項，推動

中韓經貿關係再上新台階。

韓方：願加強溝通擴大經貿交往
李誠浩表示，兩國在特殊時期舉辦此

次聯委會意義重大。韓中是重要的經貿
夥伴。疫情發生以來，韓中兩國政府攜
手合作，協助兩國企業復工復產、穩定
產業鏈供應鏈，取得明顯成效。中韓
「快捷通道」發揮了積極作用。韓方願
與中方繼續加強溝通，推動兩國經貿領
域逐步擴大交往，為雙邊經貿合作恢復
和發展創造有利條件。
雙方同意，繼續加強抗疫國際合作，

深入開展中國「一帶一路」倡議與韓國
「新南方」「新北方」政策對接合作，共
同編制《中韓經貿合作聯合規劃
（2021—2025）》，推進中韓自貿協定
第二階段談判，深化貿易投資合作，推動
地方經濟合作，加強在區域及多邊框架下
的溝通協調，推動如期簽署RCEP協
定，推進中日韓自貿協定談判，維護多邊
貿易體制，推動建設開放型世界經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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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匯局：續擴金融市場雙向開放

5年多前成立的前海法院，地處廣東自
由貿易試驗區，集中管轄深圳市基

層法院審理的一審涉外、涉港澳台商事案
件，致力於為深化司法體制機制改革積累經
驗。近年來，前海法院專門成立多元化糾紛
解決中心，組建國際化、專業化的調解力
量，為跨境糾紛中的當事人指定港澳台地區
調解員參與調解，打消港澳台地區當事人因
法律、文化背景差異帶來的顧慮。
「港澳台地區調解員的身份主要有三

種：律師、具有專業資質的調解員，以及
在內地從事國際金融、貿易等領域的知名
人士。他們可以通過自己申請或法院邀請
兩種方式，經過一定的身份審核成為法院
的特邀調解員。」前海法院多元化糾紛解
決中心的法官劉哲介紹。

避免出行不便費時費錢
前海法院數據顯示，截至今年7月，前

海法院在冊的港澳台地區調解員和外籍調
解員共有74名，已成功調解案件659件。
案件主要為借款合同糾紛、股權糾紛、新
類型金融糾紛、國際買賣合同糾紛和運輸
類合同糾紛。
疫情發生後，前海法院廣泛運用在線調

解，為港澳台地區的當事人和調解員省去

出行不便、費時費錢的麻煩。已年過半百
的徐晶，是香港和解中心認可調解員，在
香港律師行從事香港及內地法律事務研究
近18年。早在2015年，她便作為跨境調解
專家，多次在廣交會上協助處理投訴與調
解對接的國際商貿案件。近兩年來，徐晶
在前海法院處理訴調對接案件超過 360
宗，並獲得前海法院授予的「金牌調解
員」、深圳市訴調對接先進個人等榮譽。
「每次調解成功，他們很開心地感謝我，
這是我作為調解員最大的收穫。」
在調解段永青訴陳先生的借款合同糾紛

中，兩名當事人險些爭吵起來。徐晶當機
立斷，分別去做兩名當事人的工作。「在
線調解可以根據當事人的心情調整策略，
當他們心情不好時最好分別溝通，等情緒
緩和下來，再想辦法讓雙方達成和解。」

利糾紛解決機制接軌國際
調解過程中，徐晶總是耐心勸說，在關

鍵時刻三言兩語把言語纏鬥的兩人分開。
一番情緒安撫過後，段永青怒氣漸漸平
息。「很多人像我一樣，氣不過就到法院
去告，但其實告得越多越耗費司法資源，
如果通過調解能幫我要回欠款，是最節省
人力物力的。」

如今，廣州南沙、深圳前海、珠海橫琴
三家廣東自貿區法院已實現調解資源共
享。共享名冊中的港澳台地區調解員可根
據糾紛各方當事人的選擇或由法院指定，
進行訴前委派調解和訴中委託調解。
劉哲說，國際商事糾紛地域跨度大，解

決起來時間長、成本高。為此，法院不斷
創新跨境調解機制，充分尊重當事人選擇
調解地點的權利，盡可能地為域外當事人
提供方便經濟的調解方式。這也將推進粵
港澳大灣區多元化糾紛解決機制的改革，
進一步與國際接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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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帥誠廣州報道）日
前，廣東省地方金融監管局聯合人民銀行
廣州分行、廣東銀保監局、廣東證監局、
人民銀行深圳市中心支行、深圳銀保監
局、深圳證監局六家金融管理部門共同印
發了《關於貫徹落實金融支持粵港澳大灣
區建設意見的實施方案》（以下稱《實施
方案》）。《實施方案》內容涉及投融資
便利化、銀行保險、金融市場互通、金融
科技、監管合作五大方面80條措施。

支持港澳居民跨境理財
此前，人民銀行總行等四部門發布的《關

於金融支持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的意見》中提
出26項工作任務，而《實施方案》的提
出，正是廣東結合80條具體措施推進金融
開放創新，深化粵港澳金融合作，加大金融
支持粵港澳大灣區建設力度的體現。
在促進粵港澳大灣區跨境貿易和投融資

便利化方面，《實施方案》提出19條具體
措施。包括支持粵港澳大灣區內地居民通
過港澳銀行購買港澳銀行銷售的理財產

品，以及港澳居民通過粵港澳大灣區內地
銀行購買內地銀行銷售的理財產品。配合
做好「跨境理財通」試點方案等各項準備
工作，積極爭取政策支持，推動「跨境理
財通」試點落地。
值得注意的是，《實施方案》還針對銀行

業提出了支持境外銀行在粵港澳大灣區內地
同時設立子行和分行。支持商業銀行在粵港
澳大灣區內地發起設立不設外資持股比例上
限的金融資產投資公司和理財公司。支持境
外金融機構參與設立、投資入股商業銀行理
財子公司。探索符合條件的商業銀行理財子
公司，按照商業自願原則在粵港澳大灣區內
地設立專業子公司。探索符合條件的金融資
產投資公司在粵港澳大灣區內地設立專業投
資子公司。鼓勵外資在粵港澳大灣區內地投
資入股信託公司等金融機構。

利減境內外金融交易成本
對此，蘇寧金融研究院高級研究員陶金

表示，預計內地主流銀行短期內不會受到
港澳銀行的競爭衝擊，而是帶來良性的競

爭和更多的業務機會，境內外的金融交易
成本也將有進一步下降空間。
在擴大保險業開放方面，《實施方案》

也提出了7條措施，包括支持符合條件的
港澳保險機構在粵港澳大灣區內地設立經
營機構，鼓勵保險資產管理公司在大灣區
內地設立專業資產管理子公司，鼓勵保險
機構探索開發粵港澳大灣區專屬重疾險產

品，支持搭建醫保便民服務平台等內容。
就職於香港某大型保險公司的葉女士認

為，相關政策將對此前未在內地設立經營
機構和子公司的保險機構提供一個拓展灣
區內地市場的機會。「至於重疾險產品，
雖然措施中提到鼓勵開發灣區專屬產品，
但多數香港保險機構醫保產品適用範圍均
在全球範圍，所以優勢一直十分明顯。」

粵80措深化金融合作 挺境外銀行設子行分行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坐在深圳家中的香港商人段永青，一

邊喝茶一邊調試手機，以他為原告起訴的一宗借款合同糾紛案的調解會

議即將在網上舉行。鈴聲響起，他打開微信視頻群聊，屏幕上出現兩個

視頻畫面：一方是來自江蘇省揚州市的台籍被告人陳先

生，另一方則是身處香港的特邀調解員徐

晶。這是廣東省深圳前海合作區人民法

院開展跨境糾紛在線調解的一次

嘗試。

■《實施方案》
支持境外金融機
構參與設立、投
資入股商業銀行
理財子公司。圖
為廣州南沙自貿
區綜合服務大
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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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東省深圳前海合作區廣東省深圳前海合作區
人民法院人民法院。。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新冠疫情發生新冠疫情發生
後後，，前海法院廣泛運用前海法院廣泛運用
在線調解在線調解。。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中韓經貿聯委會8月1日在山東青島舉行。 網上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