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ver Story 封面故事
Zhongshan 中山
Population人口: 3.3 (million百萬)
GDP: 51 (US$ billion十億美元)

GBA 大灣區
Population人口: 70 (million百萬)
GDP: 1,500 (US$ billion十億美元)

Guangzhou 廣州
Population人口: 14.5 (million百萬)
GDP: 318 (US$ billion十億美元)
Huizhou 惠州
Population人口: 4.8 (million百萬)
GDP: 57 (US$ billion十億美元)

Zhaoqing 肇慶
Population人口: 4.1 (million百萬)
GDP: 33 (US$ billion十億美元)

Dongguan 東莞
Population人口: 8.3 (million百萬)
GDP: 112 (US$ billion十億美元)

Foshan 佛山
Population人口: 7.7 (million百萬)
GDP: 141 (US$ billion十億美元)

Shenzhen 深圳
Population人口: 12.5 (million百萬)
GDP: 332 (US$ billion十億美元)

Jiangmen 江門
Population人口: 4.6 (million百萬)
GDP: 40 (US$ billion十億美元)

Hong Kong 香港
Population人口: 7.4 (million百萬)
GDP: 340 (US$ billion十億美元)

Zhuhai 珠海
Population人口: 1.8 (million百萬)
GDP: 38 (US$ billion十億美元)

Macao 澳門
Population人口: 0.65 (million百萬)
GDP: 50 (US$ billion十億美元)

隨

著中央政府在2月18日發表《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

大灣區人口達七千萬，經濟總量約十萬億人民幣，已成為經濟增

劃綱要》（綱要），香港在大灣區擔當的重要角

長的強大引擎。

色更見明確。綱要亦為香港、澳門及廣東省九個
城市的經濟協調發展提供了指引。

總商會常務副主席王冬勝表示：「大灣區的關鍵元素就是粵港
澳三地的互補角色——尤其在科技、金融和旅遊的領域上。」

總商會主席夏雅朗表示：「我們非常樂見國家公布《大灣區

發展規劃綱要》，充實了2017年7月發布的《框架協議》。我

他又指：「綱要提出的指引當能幫助區內各市更有效利用互補
優勢，達致協同效應。」

們一直強調整全發展方針的重要性，所以看到綱要能善用兩區

綱要意義重大

九市的各自優勢，實在令人鼓舞。」
自大灣區倡議於2014年公布以來，香港與廣州的合作愈見緊
密，而綱要亦肯定兩地長遠合作「成效顯著」。

基於眾多原因，香港企業應密切留意這份綱要。大灣區為習近
平主席親自推動的國家戰略，定調為「綱要」亦揭示出國家對此

夏雅朗續指：「香港一直與廣東關係密切，兩地各有所長、

項目的高度重視。可以預計，內地的地方政府將會緊從綱要的指

互惠互利。這份綱要為如何打造一個活力四

導原則施政。

射的世界級城市群提供了重要指引。」

綱要亦列明清晰的時間表，涵蓋

大灣區規劃的最終目標，是成為一個可

長、短期目標。到2022年，「國際

媲美矽谷和東京灣的科技區。據綱要所述，

一流灣區……框架基本形成。」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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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冬勝

The key ingredients in the GBA
are the complementary roles
played by Hong Kong,
Guangdong Province and Macao
– especially in the areas of
technology, finance and tourism.

代表區域發展更加協調，城市分工
合理。到2035年，大灣區市場須實
現高水平互聯互通，「全面建成」
為一個具國際競爭力、創科主導的
經濟體。

中心城市角色
香港與澳門、深圳和廣州同被列
為大灣區的四大「中心城市」。
綱要強調，香港的金融、航運、
貿易、物流、航空及創新科技等領

大灣區的關鍵元素就是

域在國際上處於領先地位，也視香

粵港澳三地的互補角色——

心。綱要內容涵蓋廣泛界別，可為

尤其在科技、金融和旅遊的領域上。

港為國際法律及爭議解決服務中
總商會會員帶來龐大的發展機遇。
總商會總裁袁莎妮表示：「總商
會已準備就緒，隨時運用我們的國
際專業知識，以及與大灣區的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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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近平主席表示期望
廣東與港澳合作，
打造世界級城市群。

2012年
12月

簽署《深化粵港澳
合作 推進大灣區
建設框架協議》。

2016年
12月

大灣區
大事紀

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公布
進一步措施，加強香港
在大灣區的角色。

2017年7
月

2019年
2月

灣區發展納入珠三角
「十三五」規劃。

2019年
3月

發布《粵港澳大灣區
發展規劃綱要》。

城市合作。透過分享我們在金融、航運等範疇的豐富經驗，我們

此，從事研發的香港高等教育院校和企業將更易獲得中央政府的

定能把大灣區打造成世界級灣區。」

資助。

大灣區的發展亦與「一帶一路」倡議的宏大構想配合一致——
香港企業憑藉其海外營商經驗，可助帶領大灣區的公司「走出
去」。

另一具體措施，是計劃優化管理科研所需的醫療數據和血液
等生物樣本的跨境使用。
香港作為金融中心的角色亦得以凸顯，而目標是「大力」開
發特色金融產品和服務，包括建立一個滿足「一帶一路」倡議融

科技與金融

資需求的平台、支援保險公司的跨境合作，以及擴大人民幣的跨

建設大灣區成為國際創科樞紐，是倡議最重要的目標之一。為

境使用。

總商會探索大灣區機遇

自

大灣區倡議公布以來，總商會舉辦了一連串活動，加
深會員對倡議的認識。我們亦安排了商務考察團造訪

Missions to GBA are very popular
with our membership, as it lets them
see the changes on the ground and
meet with key government officials
and local businesses.
大灣區考察團讓會員實地見證
國內城市的轉變、有機會與主要官員會面，
以及參觀當地企業，故一直深受會員歡迎。

大灣區全數九個內地城市，當中幾個地方，更是不止

一次到赴。
中國委員會主席譚唐毓麗說：「這些考察團讓會員實地見
證國內城市的轉變、有機會與主要官員會面，以及參觀當地企
業，故一直深受會員歡迎。」
今年1月，總商會便組團乘搭新開通的高鐵到訪佛山。
譚唐毓麗表示：「團員對當地生產業的轉型感到驚訝。數
年前，我們到訪過這一帶的工廠，看到的仍是人力密集和低科
技的生產模式。如今，廠房都已高度自動化，乾淨整齊之餘，
還融入先進科技。」
在整個大灣區，無論是大型基建項目或是迅速冒起的創新
民企，處處可見新機。故她認為，當中大有空間讓香港的投資
者和企業分享專業知識。
總商會理事余鵬春指出，大灣區內的城市構成了中國其中
一個最開放、最具經濟活力的地區。
他說：「這表示大灣區大有能耐為香港的發展提供新動
力。因此，香港企業必須抓緊這些機遇，積極參與大灣區建
設，從而為自身創造更美好的環境。」

China Committee Chairman Petrina Tam
中國委員會主席譚唐毓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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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此，總商會成立了大灣區工作小組，並由余鵬春擔任召
集人。

香港上海匯豐銀行有限公司副主席兼行政總裁王冬勝表示，

市場的措施。」

香港銀行業已投入該區的發展。「在匯豐銀行，我們一直協助客
戶抓緊大灣區湧現的機遇。」

優質生活圈

綠色大灣區

鍵。也就是說，要加強大學、職業學院以至中小學在教育方面的

創建教育和人才樞紐是在大灣區建立「優質生活圈」的關
建設香港為綠色金融中心是另一目標，其計劃包括設立一個
國際認可的綠色債券認證機構。事實上，生態議題貫穿整個綱
要，旨在於區內建立循環經濟。
根據綱要，「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保護這些資產的具
體建議包括更嚴格實施法規、建立環境污染者黑名單制度，以及
嚴懲重罰違法者。

合作。為吸引高端國際人才，綱要鼓勵九個內地城市仿效兩個特
區的成功實例。
人力資源方面，綱要表明需要推出更多促進跨境人才流動的
措施。具體建議包括在CEPA框架下進一步開放，容許香港專業
人士和公司享有國民待遇；以及擴大專業資格互認。
夏雅朗表示：「總商會近日率團考察大灣區的不同城市，從

袁莎妮說：「香港只是彈丸之地，意味我們需要大灣區的其

交通角度看，可見『優質生活圈』已經成型。」他又稱：「我們

他城市一同實踐循環經濟。這是最佳例子，說明大灣區城市必須

希望在短期內看到人才流動更暢順和專業資格互認，令這個生活

攜手合作，互惠互利，才能充分發揮自身潛力。」

圈得以成真。」

行業細節

展望

航空和港口是香港參與大灣區建設的主要行業。香港作為國

綱要承認，未來發展面臨挑戰，尤其是大灣區內有不同的海

際航空樞紐的角色將進一步加強，而本港的高端海運服務亦可加

關、法律和社會制度。文件亦指出區內城市之間在某些領域的競

以拓展，為整個大灣區服務。

爭、在其他範疇的資源錯配，以及部分經濟體（如澳門）的結構

綱要亦允許醫療保健服務加強合作。本港的服務供應商將可
通過獨資、合資和合作經營的方式在內地設立設施。
許多總商會會員感興趣的是，支持「港澳中小微企業在內地發
展」的章節。這包括把符合條件的創業者納入當地的補貼扶持範
圍。
袁莎妮說：「我們欣見綱要肯定了中小企業的重要角色，他
們是總商會和香港經濟的支柱。總商會歡迎各種協助中小企拓展

相對單一。
綱要也未有提出大量即時可行的政策措施，而這亦是預期之
內。不過，國家或會在不久的將來在綱要涵蓋的範疇率先推出堅
實的政策。
夏雅朗說：「香港商界現正面對一個難得的契機，為大灣區
的發展表達意見。讓我們一同為大灣區的未來出謀獻策，協助香
港和鄰近城市繼續邁向繁榮。」

餐會，以及定於4月10日舉行的大型大灣區論壇。而下一次的考
察團會以深圳龍崗區為目的地，定於4月12日出發。
譚唐毓麗表示：「由工業區發展成高科技製造集群，龍崗便
是典型的大灣區成功故事。我們熱切期待看到其轉型，並打算
把握好接踵而來的機遇。」
立即報名參加大灣區論壇。

他解釋：「我們成立此工作小組，是對大灣區倡議重要性的
肯定，也是為了幫助會員緊貼倡議的最新發展。」
余鵬春近年曾多次率團前赴區內考察，他說：「參加者都表
示考察活動有助他們更清晰和深入了解大灣區各城市的特色和
定位。」

The GBA is well placed to give new
impetus to the growth of Hong Kong.
大灣區大有能耐為香港的
發展提供新動力。

他又指出，從前以傳統製造業聞名的地區，現在都取得了長
足發展。
余鵬春說：「江門市的產業集群正在冒起，為珠江西岸帶來
新增長，是迄今大灣區的絕佳成功例子。」
在未來一年，總商會將繼續舉辦大灣區活動，包括一系列午

PC Yu, Convener, GBA Working Group
大灣區工作小組召集人余鵬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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