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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務院辦公廳近日印發《香港法律執業者

和澳門執業律師在粵港澳大灣區內地九市取

得內地執業資質和從事律師職業試點辦

法》（以下簡稱《辦法》），對試點工作涉

及的報名、考試、申請執業、業務範圍、執

業管理和組織實施等作出規定。合資格港澳

法律執業者可按要求考取粵港澳大灣區內地

九市內地執業資質和從事律師職業，試點期

限為三年。取得律師執業證書（粵港澳大灣

區）的人員，可以在粵港澳大灣區內地九市

內，辦理適用內地法律的部分民商事法律事

務（含訴訟業務和非訴訟業務）。

港律師考取證書可入灣執業
試點期限三年 辦理適用內地法律部分民商事法律事務

■香港文匯報記者

表一：參加考試所需資格
1.香港特別行政區、澳門特別行政區永久性居
民中的中國公民
2.擁護《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擁護《中華
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中
華人民共和國澳門特別行政區基本法》
3.依據香港特別行政區有關法律，經香港特別
行政區高等法院認許，在律師、大律師登記
冊上登記，且未被暫時吊銷執業資格的律
師、大律師，或者在澳門律師公會有效確定
註冊的執業律師
4.具有累計五年以上律師執業經歷
5.職業道德良好，未有因不良名譽或者違反職
業道德受懲處的記錄
6.能用中文書寫法律文書，能用普通話進行業
務活動

表二：可辦理的部分民商事法律事務
訴訟案件

為位於大灣區內地九市的高級、中級、基層
人民法院和有關專門人民法院受理的民商事
案件
案件範圍參照取得國家統一法律職業資格並
獲得內地律師執業證書的港澳居民可以在內
地人民法院代理的民事案件範圍執行
非訴訟業務（滿足以下條件之一）

當事人為自然人的，戶籍地或者經常居住地
在大灣區內地九市內；
當事人為法人或者其他組織的，住所地或者
登記地在大灣區內地九市內；
標的物在大灣區內地九市內；
合同履行地在大灣區內地九市內；
產生、變更或者消滅民商事關係的法律事實
發生在大灣區內地九市內；
大灣區內地九市內仲裁委員會受理的商事仲
裁案件。

該《辦法》指出，根據《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
員會關於授權國務院在粵港澳大灣區內地九市開

展香港法律執業者和澳門執業律師取得內地執業資質和
從事律師職業試點工作的決定》，在廣東省廣州市、深
圳市、珠海市、佛山市、惠州市、東莞市、中山市、江
門市、肇慶市開展試點工作，符合條件的香港法律執業
者和澳門執業律師通過粵港澳大灣區律師執業考試，取
得內地執業資質的，可以從事一定範圍內的內地法律事
務。

與內地律師有相同權利義務
《辦法》規定，符合條件的人員可以報名參加粵港澳

大灣區律師執業考試（見表一）。考試合格的人員，經
廣東省律師協會集中培訓並考核合格後，可以向廣東省
司法廳申請粵港澳大灣區律師執業，由廣東省司法廳頒
發律師執業證書（粵港澳大灣區）。取得律師執業證書
（粵港澳大灣區）的人員，可以在粵港澳大灣區內地九
市內，辦理適用內地法律的部分民商事法律事務（含訴
訟業務和非訴訟業務）（見表二）。持有律師執業證書
（粵港澳大灣區）人員辦理有關法律事務，與內地律師
享有相同的權利，履行相同的義務。
《辦法》指出，取得律師執業證書（粵港澳大灣區）

的人員，可以受聘於粵港澳大灣區內地九市的內地律師
事務所或者大灣區內地九市的香港、澳門與內地合夥聯
營律師事務所，可以成為大灣區內地九市的內地律師事
務所合夥人。取得律師執業證書（粵港澳大灣區）的人
員，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律師法》接受廣東省司法廳
及所在地司法行政機關的監督管理，加入所在地的地方
律師協會，參加年度考核，同時是中華全國律師協會會
員，接受律師協會的行業管理。
《辦法》指，取得律師執業證書（粵港澳大灣區）的

人員，不能保持報名條件或者申請律師執業條件的，由
廣東省司法廳註銷其律師執業證書（粵港澳大灣區）；
有違法違紀行為的，由有關司法行政機關、律師協會依
法依規給予行政處罰、行業處分。

司法部負責組織實施執業試
《辦法》強調，司法部負責組織實施粵港澳大灣區律

師執業考試，做好命題、評卷等工作，加強對考試工作
的監督，確保考試公平公正和組織嚴密；指導廣東省司
法廳認真做好組織實施報名、報名資格初審、培訓、考
務等具體工作。試點期限為三年，自《辦法》印發之日
起算。

業界絕對歡迎中央政府的決定，
香港律師能在內地執業是多年來的一

個突破，可謂歷史性時刻，不但有助香
港發展，令兩地法律界互補不足、互聯互
通，更為香港律師提供新機遇，可以為他們
打開內地的人脈關係，也可以分享國家高速
發展的成果，更好地融入國家發展大局，相
信將吸引很多香港年輕律師參與。

更好地融入國家發展大局

香港法律專業人員協會會長王吉顯：

這是一件大好事，是內地為香港
法律界開大門。相信兩地的交融會逐

漸增加，香港律師要有心理準備在一個
新的環境迎接挑戰，不過有競爭才有進步。
讀萬卷書不如行萬里路，香港年輕律師只有
在跨境工作中和落腳內地時，才會親身體會
到內地發展進步的快速、內地立法的先進及
法制觀念的提高。

相信兩地交融逐漸增加

法學教授黃江天：

我非常歡迎這個決定，這對香港
律師和大律師是一個喜訊，讓大家有

機會將法律服務市場由香港的普通法擴
大到內地的大陸法，讓潛在客戶大幅增加，
且大灣區的人數和交易額比起香港大很多。
從國家層面來說，香港律師將可以發揮獨特
的優勢和不可取替的作用，相信這一試點辦
法將會讓兩地共贏。

料試點辦法將讓兩地雙贏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

香港中律協創會會長陳曼琪：

這是國家給香港的禮物，將幫到
很多香港律師融入大灣區發展找到

機遇。我得知這個消息後也發給了很多
法律界的朋友，他們都表示很高興。我相信
很多香港律師會報名參加，也一定能通過內
地執業試，成為國家發展當中的一分子。

助港律師融入灣區發展找機遇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

香港與內地法律專業聯合會會長陳曉峰：

大灣區內地城市對法律的需求
高，加上現時香港的經濟環境差，大

家都不知道何時能重啟發展，而深圳飛
速的發展也是有目共睹，所以香港律師應該
抓住這個機會融入國家發展大局。我相信對
香港年輕律師而言，能夠多一條出路，也是
打開眼界看祖國發展的好機會，有利於進一
步建立他們的國民身份認同。

打開眼界看祖國發展好機會

執業大律師龔靜儀：

我對國務院允許香港律師在粵港
澳大灣區內地九市執業感到很開心，

此舉可以讓兩地共贏：內地可引進擁有國
際視野的香港律師，香港律師也可以學習內
地的法律，彼此互補，共同進步。內地的市
場非常大，人口比香港多很多倍，面對更大
的機遇，相信香港的律師會踴躍報名。

面對更大機遇 料港律師踴躍

全國政協委員、律師簡松年：

■合資格港澳法律執業者可按要求考取粵港澳大灣區內地九市內地執業資質和從事律師職業。圖為內地法院。 資料圖片

國泰這間曾經全球排名第一的老牌航
空公司，在去年的黑暴和今年的疫情下
陷入絕境，前日宣布全球裁員8,500人，
港產航空公司國泰港龍更要黯然成為歷
史。國泰陷入困境並非一時，長期管理
不 善 ， 縱 容 激 進 工 會 煽 動 「 攬 炒 三
罷」，妨礙特區抗疫，結果自食惡果。
港人要汲取國泰「攬炒」變「自炒」的
教訓，摒棄政爭干擾，集中精力謀發
展，積極融入國家發展大局，香港前途
才能更亮麗。

國泰曾經有輝煌的歷史，分別於2003
年、2005年、2009年及2014年獲評為年
度全球最佳航空公司。香港機場過往也
是世界最繁忙的航空港之一，客運量位
居全球第五位，貨運量連續18年全球第
一位。但這一切在今年都有着翻天覆地
的轉變，截至今年 9 月，香港機場的旅
客吞吐量只有不足 370 萬，是往年七八
千萬的零頭都沒有，甚至還不如往年一
個月的客運量。

疫情固然是香港航空業發展受創的原
因，但國泰的管理不善教訓更深刻。在
去年修例風波鬧得最厲害的時候，攬炒
派策動全港「三罷」，國泰空中服務員
工會和港龍空勤人員協會是其中的最積
極參與者，國泰和港龍加起來有超過
2,000人參與罷工，多次在機場大搞所謂
的「和你飛」非法集結，導致近 300 班
航班被迫取消。在罷工期間，大批暴徒

在機場圍毆內地《環球時報》記者付國
豪，成為國際醜聞，嚴重傷害國泰和香
港航空業的聲譽。面對損害自身利益的
情況，國泰的管理層仍然縱容員工參與
非法集會，對被警方逮捕的員工不採取
必要的懲處，竟然讓被起訴的機師繼續
執行工作，完全罔顧乘客安全，動搖公
眾對國泰的信心。

今年年初，內地爆發新冠肺炎疫情，
攬炒派立即發起「醫護罷工」，國泰空
中服務員工會和港龍航空公司空勤人員
協會也沒有放過這個機會，發起「不和
你飛」集會，要求公司航班全面停飛內
地，還以罷工相逼，為「醫護罷工」撐
腰。諷刺的是，如今內地疫情已經「清
零」，香港仍反反覆覆，航空業「一潭
死水」， 港龍停飛，國泰大批員工被裁
員，想飛都難！難怪有人形容，國泰工
會的罷工真是「求仁得仁」，如果當日
國泰員工積極配合政府防疫，令疫情早
日「清零」，香港就能早日融入內地的
「內循環」，國泰、港龍也能熬過逆
境，可惜的是後悔莫及。

背靠祖國是香港最大的優勢，亦是香
港發展的根本，抹黑仇視內地，受害的
是香港自己，國泰已經付出沉重代價，
香港市民必須深刻認識到這一點，痛定
思痛、拒絕攬炒，全心全意擁抱國家發
展機遇，才能找準香港的發展定位，保
障繁榮穩定、安居樂業。

汲取國泰「自炒」教訓 看清香港路向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會昨日召開會議，聽

取「十三五」規劃實施總結評估匯報。中共中央
總書記習近平主持會議並發表重要講話。在「十
三五」規劃中，中央大力支持香港保持繁榮穩
定，讓香港推動創新、深化與內地合作提供堅實
基礎。展望「十四五」規劃，香港應更積極融入
國家發展大局、參與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為國家
應對錯綜複雜國際的新挑戰作出新貢獻，也為香
港開拓更廣闊的發展空間。

「十三五」規劃的「港澳專章」提出，支持香
港鞏固和提升國際金融、航運、貿易三大中心地
位，強化全球離岸人民幣業務樞紐地位和國際資
產管理中心功能，推動融資、商貿、物流、專業
服務等向高端高增值方向發展；支持香港發展創
新及科技事業，培育新興產業，以及建設亞太區
國際法律及解決爭議服務中心。這些規劃已全部
落實，進一步提升香港的固有優勢，更為香港創
造發展新機遇。

例如在「十三五」期間，科技部推動了國家重
點研發計劃對港澳開放，國家重點研發計劃基礎
前沿類專項向港澳開放，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優秀
青年科學基金項目向港澳開放。粵港澳大灣區科
技創新中心建設取得快速發展，粵港澳大灣區已
進入全球創新集群前10位。如今創新發展已成
為香港社會共識，特區政府、學術界、商界都認
識到以創新帶動發展的必要性和迫切性，充分顯
示「十三五」規劃對香港經濟、社會發展帶來重
大的轉變。

「十三五」規劃實施順利，接下來自然要把精
力集中部署、謀劃推動「十四五」規劃的發展。

「十四五」是中國開啟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
國家新征程的第一個五年，是邁進創新型國家前
列的起步階段。香港同樣要緊跟國家發展步伐。
日前深圳舉行的經濟特區建立 40 周年慶祝大
會，習近平主席發表重要講話，其中多次提及創
新，不僅是科技產業創新，更包涵發展思路和制
度創新，這對香港未來五年發展具有重要的指導
意義。

習主席指出，要豐富「一國兩制」事業發展
新實踐，積極作為深入推進粵港澳大灣區建設，
要抓住粵港澳大灣區建設重大歷史機遇，推動三
地經濟運行的規則銜接、機制對接，促進人員、
貨物等各類要素高效便捷流動，提升市場一體化
水平，促進粵港澳青少年廣泛交往、全面交流、
深度交融，增強對祖國的向心力。這些部署和要
求，點出了香港未來發展的工作重心，為香港開
創新局指明路向、提供答案。

當前正面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而在新冠
肺炎疫情衝擊下，國際政經形勢更趨複雜，中國
正構建以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
局，釋放巨大市場潛力。滿足民眾對美好生活的
需要，為中國經濟邁向高質量發展提供新動能，
妥善應對世界政經形勢的風雲變幻。

新形勢需要新擔當、呼喚新作為。香港作為國
際金融中心，擁有雄厚的科研實力，熟悉國際商
業規則和運作，應該抓住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的重
大歷史機遇，以創新思維推動與內地的規則銜
接、機制對接，運用好自身優勢，在未來五年為
國家發展大展身手，再創讓世界刮目相看的新奇
跡。

參與國家發展規劃 香港大有作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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