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孫啟烈教授 BBS JP
深圳市政協歷屆港澳委員聯誼會會長 

粵港澳大灣區經貿協會榮譽會長

孫啟烈先生是資深的工業家，自 1978 年在加拿大學成返 
港後，一直穿梭中港兩地，從事工、商業的經營。除了將
其家族企業的「KINOX 建樂士」五金、塑膠器皿等家庭用
品拓展至深入餐飲及家居市場外，更將大量精力投入了推
動中港融合和互利共贏的社會事務。先後出任了內地省市
及香港工商社團多個職務，現任四家香港的上市公司董事
或顧問職務，熟識兩岸多地的工商社團，政商界人脈網絡 
廣泛，熱心協助港資企業轉型升級及為內地企業走出去 
牽線搭橋。

施榮懷先生 BBS JP
全國政協人口資源環境委員會副主任

粵港澳大灣區經貿協會榮譽會長

施榮懷先生現任職恆通資源集團有限公司執行董事，為全國
政協人口資源環境委員會副主任、北京市政協常委、港區省
級政協委員聯誼會會長、香港中華廠商聯合會永遠名譽會
長、香港北京交流協進會會長、香港貿易發展局內地商貿諮
詢委員會主席、勞工顧問委員會委員、團結香港基金參事等
職務。

論壇及主辦機構簡介



3

關於論壇主辦機構——深圳市政協歷屆港澳委員聯誼會
深圳市政協歷屆港澳委員聯誼會是為促進深、港、澳融合的一個平
台，令三地更加緊密團結，優勢互補。歷屆港澳委員可透過本會對
深圳未來步入國際化城市，將有更多建設性獻策的機會，讓三個城
市共同為國家的一帶一路牽線搭橋，為構築中國夢，成就中華民族
的偉大復興，盡一分綿力。本會將秉持服務國家、積極參與國家現
代化建設的宗旨，致力促進香港、澳門和深圳市的合作與發展，積
極維護和促進香港、澳門的繁榮穩定，支持香港政府、澳門政府依
法施政，並促進深圳市政協港澳委員的聯誼交流，及舉辦各類活動
與港澳各界社會團體的交流。

關於《粵港澳大灣區高峰論壇》
深圳市政協歷屆港澳委員聯誼會，與粵港澳大灣區經貿協會於 2018 年
5 月 3 日，聯合舉辦《粵港澳大灣區高峰論壇》。是次論壇以「商經貿
落實與推進」為題，邀請深港澳三地官員、包括香港特區政府一司三局
的首長，與及商界領袖及學術專家作為嘉賓講者，一同就大灣區的商經
貿如何落實及推進，提出寶貴意見。

是次高峰論壇有三個主題：金融優勢、科技創新及智慧工業。與會的主
講嘉賓分別就上述題目，分享其洞見，包括香港如何發揮其優勢協助大
灣區發展金融、大灣區各城市如何互相合作推進創新科技、傳統工業
在轉型至智慧工業所面對的挑戰及可行解決方案等，讓在場 500 多名
來自各行各業、關注大灣區經濟發展的應邀來賓獲益良多。值得一提
的是，主辦機構粵港澳大灣區經貿協會還邀請了大專院校同學 - 恒生
管理學院學生免費參加是次論壇，使本港年青人亦能了解國家策略在
發展粵港澳大灣區經濟體為他們所帶來的機遇。

是次論壇也得到粵港澳三地媒體的關注，派員到現場進行採訪，令大
眾更了解大灣區的未來發展，一同把握機遇，務求讓大灣區 6600 多萬
人得以共享成果，提高生活質素，安居樂業。

關於報告製作機構——大灣區媒體集團
大灣區媒體集團為粵港澳大灣區經貿協會和合作機構的指定媒體及
活動策劃伙伴，提供一站式大灣區市場營銷服務，包括數字化營銷、
商業諮詢、招商推廣、公關策略及品牌活動策劃等，以幫助企業解
決面對繁雜渠道與營銷支出優化的挑戰。

有別於傳統營銷，大灣區媒體集團的營銷策略以宣傳效益為導向，
利用大數據智能分析，瞄準目標群組，度身訂制最合符企業需要的
推廣方案，以求接觸最具潛力的客戶，拓展商機。

關於論壇主辦機構——粵港澳大灣區經貿協會
粵港澳大灣區經貿協會是由大灣區內商界領袖、經濟專家及社會精
英倡導創立的經濟貿易及融資配對平台，配合國家政策，協助粵港
澳大灣區經濟發展，提供多元化政策研究、分析和建議，滙聚政、商、
學精英，運用大灣區內各地域不同優勢及資源，加強區內經貿合作，
打通四流：人才流、貨物流、資金流和資訊流，加快打造灣區成為
國際科技創新中心及全球領先的經濟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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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粵港澳大灣區已經從城市規劃躍升為國家級戰略部署，以成為全球知名的經
濟貿易區為目標，帶動整個中國經濟走入另一個新階段。此時此刻，香港如何
利用自身優勢，與鄰近九個城市及澳門彼此互補，以推進大灣區經濟，便顯得
刻不容緩。」

心繫國家與香港發展的深圳市政協歷屆港澳委員聯誼會，繼 2015 年舉辦論壇探討
十三五規劃中的深港優勢後，今次與粵港澳大灣區經貿協會合辦粵港澳大灣區高峰論
壇，以「商經貿落實與推進」為題，邀請粵港澳三地的政府官員、學者及業界翹楚，
共聚一堂，集思廣益。

是次高峰論壇的重點是經濟及金融合作，包括探討香港在經濟金融的優勢，與及這些
優勢如何推動大灣區經濟發展。此外，近年創新科技成為帶動新經濟的重要力量，香
港既然在大灣區擔任經濟金融服務中心一角，如能有效結合這股新力量必然令大灣區
經濟走得更前。然而，在談論新經濟之時，也不能忽略珠三角的加工貿易，它們過往
憑藉中國「世界工廠」的優勢，為國家帶來巨大的經濟成果，如能夠成功把握機遇轉
型為智慧工業，必定能夠為大灣區以致整個中國的經濟帶來一番新景象。

孫啟烈教授 BBS JP
深圳市政協歷屆港澳委員聯誼會會長

粵港澳大灣區經貿協會榮譽會長

「期望藉是次論壇可以讓各界對大灣區的實際性及可行性有充分了解，也鼓勵
大家掌握這重要時勢，拓展香港在經濟及社會上的發展空間，同時希望商界、
專業界及政府加倍重視這個獲得中央政府祝福的大灣區，令它成為改善香港人
工作和生活的機會。」

為呼應國家粵港澳大灣區經濟發展策略，深圳市政協歷屆港澳委員聯誼會與粵港澳大
灣區經貿協會聯合舉辦 「粵港澳大灣區高峰論壇 -『商經貿落實與推進 - 金融優勢・科
技創新・智慧工業』」。承蒙粵港澳三地的官員、各大商會代表、工商業界翹楚及學
術專家，抽空出席是次論壇，分享對粵港澳大灣區經濟發展的看法及建議，實屬難得。

事實上，香港經濟發展成熟，卻受到土地資源的限制，導致發展受到局限，倘若能夠
融入幅員廣大的大灣區，則將會是一個極好的機遇，創出一番新天地。此外，國家主
席習近平於去年提及，中央有關部門正積極研究便利港人在內地學習、就業、生活的
便利措施，讓港人在服務國家的同時實現自身更好發展，創造更美好的生活。

黃友嘉博士 GBS BBS JP
香港特別行政區全國人大代表

粵港澳大灣區經貿協會榮譽會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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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粵港澳大灣區是國家的重要策略，也是粵港澳三地另一個重要合作契機，深
圳已努力推動各類工作，成就灣區發展。」

粵港澳大灣區是由中央政府提出的重要政策，並獲得高度重視及支持，為粵港澳深化
合作提供了一個重大的歷史機遇。而深圳市將會以更廣闊的視野，更高的目標要求，
及更有力的舉措去全力推動大灣區的發展。例如深圳市政協去年開展了「深圳如何在
粵港澳大灣區中發揮更大作用」課題調研，並在此基礎上召開主席會議專題協商會，
在 14 個方面提出了 73 條具體建議；2018 年市政協六屆四次會議召開了主題為「在粵
港澳大灣區建設中推動深港澳互利合作」的市領導與港澳委員座談會；今年還將組織
「加快落馬洲大河套地區國際科創試驗區建設」專題調研。

展望將來，深圳市政協將緊緊抓住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的機會，圍繞落馬洲河套地區開
發建設、深港科技創新特別合作區建設、科技創新、跨境基礎設施建設等深化深港澳
合作的著力點深入調研，積極建言獻策，努力為粵港澳大灣區建設和深港澳合作獻計
出力。

戴北方先生
政協深圳市委員會主席 

「粵港澳大灣區建設將成為香港的新發展機遇，更能夠促進粵港澳三地更好發
揮各自優勢，形成互補，共同打造新的經濟增長點。而是次高峰論壇的主題是
『金融優勢・科技創新・智慧工業』，正好反映了粵港澳大灣區的發展未來路
向和重點。」

在金融服務方面，香港將發揮國際金融中心、全球離岸人民幣業務樞紐和國際資產管
理中心的優勢，為大灣區內企業提供離岸人民幣業務、項目融資、風險管理、資產管
理及資金管理等相關服務。

至於創新及科技，香港 2018-19 年度的《財政預算案》會投放超過 500 億元於創科項
目中。而香港的優良司法制度和知識產權保護制度，以及完善的資訊科技基礎建設及
金融體系，為創新及科技發展提供制度上的保障和國際化的視野，在資金、科研和生
產上發揮粵港互補優勢，將科研成果轉化為產業。

香港企業從上世紀 80 年代在廣東省建設製造工廠，現今轉型升級至科技智慧產品生產
基地，將產品分銷至世界各地，並將會以投資新興產業孵化中心、現代服務業集聚中
心、高端智造創新中心為發展方向。香港工業在珠三角擁有世界級的工廠，全球採購
及銷售網絡的優勢，同時結合「香港製造」的優質品牌，將令香港製造和服務產業得
以持續發展。

大灣區發展固然為個人、企業、社會帶來的機遇，但各單位在積極拓展事業的同時，
亦要為國家發揮所長，與國家一同走進新的領域。

張建宗先生 大紫荊勳賢 GBS JP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務司司長

嘉賓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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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摘要

是次高峰論壇邀得政、商、學三界的重要人物，一起就粵港澳大灣區的金融、創新科技及智慧工業的發展，提出不
少寶貴意見，不論就政策制訂、行業發展策略、未來計劃探索等作出建議，現整理如下，以供參考。

1. 深化「互聯互通」助大灣區成國家金融政策試驗場

粵港澳大灣區的發展潛力不容忽視，它為香港金融業帶來不少機遇的同時，也讓香港憑藉其於融資、風險管理、
交易監管等的豐富經驗，為大灣區其他行業服務，並把大灣區成為國家開放金融市場的先行者。

為了讓香港以至各區優勢得到更好的發揮，有需要推動有效且具創意的政策，以促進人流、資金流、物流及訊
息流此「四流」的流通，包括：

•	 人才流通：港珠澳大橋及深廣鐵路香港段的啟用，都大大促進人流物流，如能寬鬆相關個人稅項，如「港
人於國內工作超過 183 天便需同時向國內繳交個人所得稅」的規例，將有效強化兩地人才的流通。此外，
也需就引進國外人才訂立更開放的措施，解決相關行業的人才荒。

•	 「保險通」：風險管理是金融業的重要一環，未來保險業界需更積極參與大灣區發展政策的制訂。此外，
仿效「深港通」、「滬港通」、「債券通」，於保險業推行「保險通」相關政策，例如可首先容許香港保
險企業於大灣區設立服務中心，推展各種續保、理賠等售後服務。大灣區將可以是中國南方發展風險管理
行業的一個試點，香港將可參與其中，發揮所長，以配合國家對保險業的政策。

•	 資金流通：就增加跨境資金流通及整合要素市場，進行試驗性的探索。

•	 引進優質籌資者：現時中國擁有大量資金，香港可繼續發揮中間人的角色，從國際引入具潛質的企業，為
中國的個人或企業投資者提供優質的投資項目及產品。

•	 一帶一路板：港交所總裁李小加於全國政協會議曾提出，港交所及深交所共同設立「一帶一路」板，讓參
與一帶一路的企業，在符合香港及深圳上市規則的基礎上，上市進行集資，有助促進兩地的資金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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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摘要

2. 人才資金為創新科技發展關鍵    協助推動其他產業智能化

深圳一直在國家創新科技發展上佔有重要席位，而香港在基礎科學研究及匯聚科研人才也具有優勢，再配合其
他城市的強項，可把大灣區打造成國家的創科中心。不過創新科技首重人才的參與，也需要資金的投入，才能
蓬勃發展，並向更多方向拓展：

•	 加強人才培育：在學府培訓相關科研人才時，提高他們對科研的投入度，願意選擇以此作為職業。

•	 便捷人才流動：簡化簽證制度，方便來自不同地區的人才接觸交流。

•	 優化生活配套：於住屋、稅務等作出配合，吸引更多科研人才於大灣區工作及生活。

•	 以香港及深圳為核心：深圳及香港可在大灣區的創新科技發展上，發揮引領性的作用，與大灣區城市互相
配合，取長補短，推進大灣區成為國家甚至世界級的綜合性創新科技中心。

•	 發展更多創科園區：除了落馬洲河套區的港深創新及科技園，深圳尚有其他地方可發展相似規模的園區，
讓其他產業如醫療科技中心落戶。

•	 聯繫國際：爭取不同地區的創投基金無阻礙地投入大灣區的不同創科項目，也可與東盟國家或一帶一路沿
線國家合作，令研究更具規模。

•	 研究項目隨勢而行：按每個地區的特色發展相關的創新產業，以提高成功及市場化的機會。

•	 發揮外溢效益：把創新技術應用至其他產業，如製造工業、貿易、金融、物流等，其中一個可行方案是建
立電子平台，讓上述商業活動以至起居作息數碼化，令大灣區生活變得智能化。

•	 舉辦交流會：增加各公司企業的曝光機會，促進經驗交流，發掘更多商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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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優化人流物流稅務政策    配合科研成就工業智慧化

珠三角一帶原本是以傳統製造業及加工貿易為主，但隨着大灣區發展啟動，產業發展也漸趨多元化及現代化，
傳統工業在這一浪巨大改革潮下，如能乘勢而起，與創新科技相結合，改善整個工業製造流程，提高產品水準，
將可成為新一股經濟勢力。然而，在這個轉型過程中，需要多方面的措施配合，讓傳統工業成功進化成尖端產
業：

•	 推行利民措施：簡化交通、出入境手續、個人稅務安排，提升整體工作效率，促進大灣區內各城市的互相
合作。

•	 提供稅務優惠：為投入科研的企業提供稅務優惠，與其他國家爭取關稅優惠，有助增加製成品銷售渠道。

•	 釐清非住宅用地使用條款：現時不少適合用作興建工廠的非住宅用地只有十多年的使用期限，有關當局需
要就後續的使用條款提供清晰說明，有助企業進行長遠規劃。

•	 訂立優質標準：替優質高端產品進行認證，為大灣區產品建立品牌，如香港優質標誌 (Q 嘜 )，既能提升業
界水平，也對銷售產生正面作用。

•	 清晰定位：政府可就科技研發訂立方向，有助集中資源加速行業轉型。

•	 科研結果市場化：協調學界及業界，加速研究成果商品化。

•	 結合資源：善用傳統廠商的國際銷售網絡，及對國際市場趨勢及標準要求的認識，生產迎合市場需要的產
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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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金融大灣區

劉怡翔先生 JP
香港特別行政區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
劉怡翔局長於 1979 年加入政府，任職政務職系，於 1988 年 4 月晉升首長級丙級政務官。他
於 1993 年 4 月加入香港金融管理局（金管局），至 2004 年期間出任金管局不同部門的主管及
助理總裁。2004 年 7 月借調香港按揭證券有限公司，出任該公司總裁至 2012 年年底退休，並於
2014 年 1 月獲委任為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副局長。

趙民忠先生
滙豐香港工商金融主管
趙先生於 1986 年加入滙豐，在亞太區工商金融業務和管理方面具有豐富的經驗。他曾在中國內
地、香港，以及新加坡的工商金融，以及環球銀行及資本市場部門擔任多個高級管理職務，並曾
負責滙豐香港工商金融的策略規劃。他於 2017 年 7 月 1 日起擔任香港上海滙豐銀行有限公司香
港工商金融主管，於 2014 年 1 月起擔任滙豐銀行（中國）有限公司（「滙豐中國」）工商金融總監，
同年 7 月獲任命為滙豐中國副行長。

黃友嘉博士 GBS BBS JP
強制性公積金計劃管理局主席
黃友嘉博士於 1987 年獲美國芝加哥大學頒授經濟學博士學位，擁有不同範疇的豐富經驗，包括
企業融資，工業生產及貿易等，並身兼全國人大香港特別行政區代表、強制性公積金計劃管理局
主席、金融領導委員會委員、行政長官創新及策略發展顧問團成員及外匯基金諮詢委員會委員等。
黃博士為香港中華廠商聯合會前會長，現為多家上市及非上市公司的非執行董事。

鄂志寰女士
中國銀行 ( 香港 ) 有限公司首席經濟學家
中銀香港首席經濟學家，經濟學博士。1991 年到 2003 年，任中國銀行國際金融研究所室主任。 
2003 年到 2013 年，任職中國銀行紐約分行。2013 年到 2016 年 6 月，任中銀香港經濟分析與研
究主管。2016 年 6 月至今，任中銀香港首席經濟學家。

巴曙松教授
香港交易所首席中國經濟學家
巴曙松教授，香港交易所董事總經理、首席中國經濟學家及中國銀行業協會首席經濟學家，還兼
任中國宏觀經濟學會副秘書長、商務部經貿政策諮詢委員會委員、中國銀監會中國銀行業實施巴
塞爾新資本協議專家指導委員會委員、中國證監會並購重組專家諮詢委員會委員、中國「十三五」
國家發展規劃專家委員會委員、張培剛發展經濟學研究基金會理事長等。巴教授被譽為是 2006-
2015 年中文文獻經濟學領域被引用頻次最高的中國學者。 

鄭慕智博士  大紫荊勳賢 GBS JP
保險業監管局主席 粵港澳大灣區經貿協會榮譽顧問
鄭慕智博士現為律師事務所的顧問律師，曾擔任高級合夥人逾 20 年，其工作範圍涵蓋資本市場、
企業管治、監管以及合規。他一直積極貢獻社會，現為金融領導委員會委員；他亦曾擔任多個重
要職位，包括教育統籌委員會主席、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政府委任董事以及地產代理監管
局的首任副主席。

主講嘉賓

嘉賓主持	及	嘉賓講者

嘉賓講者

論壇題目：「互聯互通」



11

鄭慕智博士 大紫荊勳賢 GBS JP
保險業監管局主席 粵港澳大灣區經貿協會榮譽顧問 

「隨著香港金融服務在大灣區迅速發展，對再保險及專屬自保將有更大的需求，只要
政策配合得宜，大灣區將發展成一個風險管理中心，在中國南方建立新的保險業市
場。」

保險及風險管理行業是金融服務業的重要一環，香港擁有自由開放市場、完善的法治制度，更
是法律紛爭的解決中心，因此富有競爭力。不過，不少鄰近市場亦具備這些優勢，而香港的獨
特之處，就是與國內聯繫密切，故此「背靠國家、面向全球」，進入國內市場是香港保險業的
重要發展方向。

保險業監管局（保監局）的工作除了監管行業外，亦要推廣保險業的可持續發展。香港和內地
保險業尚未建立如「滬港通」、「深港通」和「債券通」般的互聯互通機制，但僅以 2017 年
計算，香港保險公司向內地訪客發出的新造保單保費便已達 508 億港元，佔個人業務總新造
保單保費的 32.6%，其中 95% 是醫療或保障型產品。長遠而言，香港要參與國家整體的保險
業發展，因此保監局會與內地監管機構溝通，尋求對香港保險業更好的優惠安排。

除了個人保險外，隨著內地經濟和金融業迅速發展，企業對再保險及專屬自保亦將有更大的需
求，大灣區將可以是中國南方發展風險管理行業的一個試點，香港將可參與其中，發揮所長，
以配合國家對保險業的政策。

劉怡翔先生 JP 
香港特別行政區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  

「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絕對有條件成為大灣區內各類企業首選的上市集資中心、
綠色金融中心、企業財資中心及風險管理中心。」

香港政府近年推行多項措施，以積極推動大灣區經濟發展，服務大灣區企業，與及促進大灣
區資金流通。這些措施包括優化香港的上市平台，容許「同股不同權」的新興及創新產業公
司在香港主板上市，吸引新經濟企業在香港集資；設立綠色債券資助計劃，向合資格的綠色
債券發行機構提供資助，以鼓勵更多集資者及投資者參與香港的綠色金融市場；修訂《稅務
條例》，將利得稅寬減範圍，由現時只適用於與非香港相聯法團有關的企業財資活動，擴展
至與香港相聯法團有關的活動，希望藉此完善企業財資中心的稅務優惠制度；也將自保公司
的離岸風險保險業務利得稅減半，亦準備將自保公司的利得稅寬減擴大至在岸風險保險業務，
以吸引更多內地企業在香港成立專屬自保保險公司；而一直運作順暢的「深港通」將從今年
五月一日起，將其下的深股通每日額度增加至 520 億元人民幣，而港股通每日額度也增加至
420 億元人民幣，促進「深港通」的健康發展；香港政府也積極爭取進一步降低香港金融機構
進入大灣區內其他城市的准入門檻，響應國家已經宣布的多項內地金融業市場開放措施。

凡此種種，除了讓香港金融業在大灣區得以完善發揮其優勢，更是推動香港成為內地金融改
革先行先試的地方，連同大灣區的其他城市，為國家長遠的金融開放提供試驗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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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曙松教授
香港交易所首席中國經濟學家 

「『深港通』、『滬港通』、『債券通』沒有如其他互聯互通計劃落得失敗收場，正
是能成功匯聚中國及國際的籌資者與投資者，形成具動力的生態圈，這也是香港在
大灣區的金融經濟這一環所擁有的優勢。」

回顧過往，香港金融中心的成功關鍵，在於能夠連繫中國與世界的資本市場，成為國內籌資者
與國際投資者的橋樑，進行資金配對，為國內的優質企業提供資金源頭，也為各類國際基金識
辨具潛質的投資項目。但隨著中國經濟起飛，現在中國對國外的投資規模，已經大於外國對中
國的資金投入，成為國際間一股龐大的資金來源。此際，香港可再次成為中間人的角色，吸引
外國的優秀資產，例如醫療產業，為中國個人或是企業投資者提供投資項目及相關產品。

鄂志寰女士
中國銀行 ( 香港 ) 有限公司首席經濟學家 

「大灣區具有強大的產業基礎，也擁有深厚的資本，在『量』上是沒有問題的，接下
來是提升『質素』。」

經濟數據顯示，粵港澳大灣區的進出口量佔全國 25%、對外投資額也佔全國 25%、本土投資
額佔全國 22%，可見粵港澳大灣區在國家經濟上佔有舉足輕重的地位。與紐約、三藩市和東
京此等國際大灣區相比，粵港澳大灣區的人口最多、面積最大，其港口機場活動也是最繁忙。
儘管其 GDP 在目前四個國際大灣區中排名第三，但估計於 2025 年可攀升至 2.5 萬億美元，
成為眾大灣區之首，更會於十年後翻一倍。

粵港澳大灣區具有如此龐大的發展潛力，金融業應抓緊機遇，於以下多個範疇擔當重要角色：
推進基礎設施互聯互通；提升市場一體化的水平；打造國際科技新中心；構建協同發展現代產
業體系；構建宜居宜業的生活圈；培育國際合作新優勢，及支持重大合作平台建設。

香港銀行業憑藉豐富經驗，可循創新、防風險、促發展及拓市場這些方向，促進大灣區的金融
活動，包括以創新金融為重要的發展力量，帶動企業融資、消費金融和財富管理等成熟金融進
一步發展；緊守行之有效、達國際水平的資本市場監管規例及法則，為內地資本市場規範發展
提供借鑑；把握大灣區產業轉型和升級商機，重點支持區內先進製造業，發展集資平台、資產
管理及證券期貨；開拓更多元的國際市場，協助企業邁進一帶一路國際市場。

第一節：金融大灣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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趙民忠先生
滙豐香港工商金融主管 

「不少業務水平已達國際級的香港企業，也紛紛對在大灣區落戶顯得躊躇滿志，可以
預見大灣區對各類銀行服務將有更殷切的需要。」

不少已於珠三角投資設廠的香港商家，對大灣區發展抱有樂觀積極的看法，認為可令公司業務
更上一層樓；也有不少業務已達國際級水平的香港企業，紛紛對在大灣區拓展業務顯得躊躇滿
志。過往港商對珠三角的投資集中於輕工業，但如今對大灣區的投資項目將呈較多元化，涵蓋
更多行業。

銀行服務與企業發展一向息息相關，如今大灣區將有大量企業進駐，也有不少新公司成立，故
此可以預見大灣區對零售銀行、工商銀行、資產管理銀行、收購合併、債券發行等服務將會有
更殷切的需要，成為香港銀行業的發展機遇。

儘管香港銀行在國內分行網絡一環上略遜於中資銀行，卻擁有龐大的客戶基礎及國內知名度，
再加上擁有豐富企業融資的經驗，不論是替香港商家進入大灣區發展，還是替大灣區企業走向
世界舞台，都具有充足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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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科技創新大灣區

主講嘉賓

林家禮博士
香港數碼港管理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 粵港澳大灣區經貿協會榮譽顧問
林家禮博士現為麥格理基礎建設及有形資產之香港及東盟區非執行主席兼亞洲區首席顧問、香港特別行政
區政府創新、科技及再工業化委員會委員、香港 - 東盟經濟合作基金會會長、香港貿易發展局一帶一路委員
會委員、聯合國亞洲及太平洋經濟社會委員會工商諮詢理事會主席。

嘉賓主持

嘉賓講者

楊偉雄先生 GBS JP
香港特別行政區創新及科技局局長
楊偉雄局長於 1978 年加入英特爾公司任職高級設計工程師，其後在 Bain & Company 任職策略管理顧問。
1983 至 1999 年在蜆殼電器工業（集團）有限公司任職執行董事及集團副董事總經理。其後曾任職多家科
技公司及創業投資公司和私募基金投資公司。2003 年出任香港數碼港管理有限公司行政總裁，2010 年擔
任香港理工大學行政副校長。2015 年獲委任為行政會議非官守議員和行政長官創新及科技顧問。

鄭松岩先生
中國銀行（香港）有限公司資訊科技部總經理
鄭松岩先生現職中銀香港資訊科技部總經理，負責中銀香港集團科技策略規劃和營運管理。鄭松岩從事資
訊科技及金融行業廿多年，具備資訊科技管治的堅實經驗。他擔任多個資訊科技專業協會核心管理職務、
本港主要大學和學術機構的顧問委員、及創新科技署轄下創新及科技支持計劃的評審及技術檢討委員會委
員。

鄧淑明博士 JP
智慧城市聯盟創辦人及榮譽主席 粵港澳大灣區經貿協會榮譽顧問
鄧淑明博士，太平紳士，香港大學計算機科學系榮譽教授，香港土生土長培育的資訊科技界企業家。鄧博
士於九十年代創辦 Esri 中國（香港）有限公司，專門推廣地理資訊系統（GIS）軟件和提供相關解決方案。
鄧博士也是智慧城市聯盟創辦人及榮譽主席，並積極參與多個政府及民間組織，致力促進香港科技及社會
事務發展。她的貢獻廣受認同並獲多項榮譽，包括：香港大學 2009 年理學院傑出校友、2006 年香港十大
傑出青年及香港美國商會 2004 年「最具影響力女性獎 ─ 年度傑出女青」等。

丘竹博士
澳門創新科技中心董事會主席
丘博士曾在亞太地區同時擁有七家科技公司，是一個成功推動「產學研」的學者。他於 1980 年取得倫敦大
學電腦學士，回香港工作三年後再赴蘭加士打大學深造，於 1985 年取得運籌學博士。曾任香港中文大學
及澳洲格理菲大學電腦科學教授，在數據分析、資訊安全、實時交易等領域上有豐富理論和實踐經驗。自
八十年代參與賽馬會顧問工作，及後更成為亞太地區多個大型娛樂博彩科技項目的總設計師。

郭萬達先生
中國（深圳）綜合開發研究院常務副院長
郭萬達，經濟學博士，研究員。現任中國（深圳）綜合開發研究院常務副院長，兼任全國港澳研究會副會長，
《開放導報》雜誌社社長。重點研究領域為：國家宏觀經濟與產業政策，港澳經濟與粵港澳合作。主持研
究過涉及港澳發展等多項國家級的政策性課題。出版的主要著作有：《中國城市化及特大城市的思考》、《中
國製造：世界工廠正轉向中國》等。

徐立之教授 大紫荊勳賢 GBS JP 
港科院創院院長
徐教授現為港科院創院院長、香港經綸慈善基金理事長、中國浙江大學求是高等研究院及國際校區 
書院院長，及多倫多大學榮譽大學教授。他亦為香港大學的前任校長。徐教授在遺傳學的研究工作，蜚聲
國際。徐教授至今已發表了 300 篇科學文獻及 65 篇論文，同時徐教授亦擁有許多國家級 / 國際獎項。

論壇題目：「創新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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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立之教授 大紫荊勳賢 GBS JP
港科院創院院長 

「人流、資金流、資訊流，及科研人才和經驗交流這『四流』優勢，讓香港成為匯聚
科技人才的好地方。」

創新科技著重人才，而香港具有不少優勢去吸納各類科研人材，例如香港擁有出入境自由；資
金及資訊可以無障礙交流；全球最多人使用的語言——英文及中文於香港非常普及，有利各地
科學家來港交流。近年香港的科研屢創驕人成績——香港大學支志明教授及香港科技大學唐本
忠教授先後獲得國家自然科學一等獎；香港中文大學的盧煜明教授所研發的「無創產檢 T21」
的專利科技，已被全球九十多個國家廣泛使用；而趙慧君教授所設立的基因測試公司，也成
功研發液體活檢測試技術，透過抽血來檢測患上華南地區常見的鼻咽癌機會；而中文大學信息
工程學系湯曉鷗教授創辦的商湯集團，更成為本港首個 AI 獨角獸創科企業，主攻圖像識別、
人面識別、自動駕駛、實時監測、人流預測等多個範疇。新一代的科研人還不斷湧現，香港學
生先後在國際初中科學奧林匹克、日內瓦國際發明展、聯合國世界訊息峰會等國際科技競賽獲
獎，反映香港學生擁有極大的科研潛能。

縱然香港擁有不少創科人才，然而過往囿於經費及土地不足，令不少創科產業無法持續。最近，
香港政府承諾投入 500 億港元於創新科技，固然叫人鼓舞；而粵港澳大灣區的啟動，更促進
香港與其他地區的合作，彼此取長補短，例如成功建立落馬洲河套區港深創新及科技園，便是
兩地創科合作的一大進展，生物醫藥科技中心也有機會落戶於此。

由此可見，香港的科研人材及基礎研究，結合其他地區的產業效能，包括人力、財力、土地及
資金等，於大灣區建立創新技術一條龍產業鏈將指日可待。

楊偉雄先生 GBS JP
香港特別行政區創新及科技局局長 

「香港會繼續鞏固各項優勢，尤其是在研發方面，協調各地高校、科技企業和研發機
			構，與大灣區其他城市優勢互補，共同打造大灣區成為國際級的科技創新中心。」

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的其中一個重點是打造大灣區成為國際科技創新中心。事實上，香港具
備發展創科的優勢，包括多間世界級的大學、雄厚的科研實力、健全的司法和知識產權保護
制度等。香港多間大學歷年孕育出不少蜚聲國際研發人才，特別是在生物科技及人工智能的範
疇，為科技研究提供大量人才。香港政府也把發展創科視為重點工作之一。行政長官首份《施
政報告》提出八大方向發展創科，訂立明確目標，在 5 年內把香港研發總開支倍增至本地生
產總值的 1.5%。剛發布的《財政預算案》亦大手筆投放 500 億元，從基礎建設、鼓勵科研合
作、培育企業人才等多方面配合推動發展。當中的 100 億元會用於建設醫療科技創新平台，
及人工智能及機械人科技創新平台，亦會為研發開支引入高達 300% 的稅務扣減，帶動企業
加大研發投資。另外政府亦重點推動「再工業化」，在香港發展佔地少但高增值的創科製造業，
包括在科技園興建專用的多層工業大廈進行高增值生產工序，於將軍澳工業邨發展的數據技
術中心及先進製造業中心，預計將會在 2020 年及 2022 年落成等。

在大灣區的城市之中，深圳既是內地的科技重鎮，也一直是香港的重要合作夥伴。而一個重
中之重的項目，是港深兩地合作將落馬洲河套地區發展成為港深創新及科技園 ( 深科園 )，建
立重點科研合作基地，以及相關高等教育、文化創意和其他配套設施。香港科技園公司將全
力負責深科園的上蓋建設、營運、維護和管理由，並爭取在 2021 年或之前提供首批可供發展
的土地。這個佔地 87 公頃的港深創新及科技園將會是香港歷來最大的創科平台，以香港的創
科源頭，配合深圳的科技創新和產業化的優勢，共同打造大灣區成為國際級的科技創新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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丘竹博士
澳門創新科技中心董事會主席 

「澳門初創企業的成功率約 6%，雖然不高，但在那少數能夠屹立不倒的公司中，可
總結出『5E』的成功要素。」

粵港澳大灣區是一處讓初創企業大展新手的好地方，然而縱觀其他地區初創企業的成功率卻
不高，以美國為例，差不多每十間只有一間成功。參考這些初創公司的成功要素，可總結為
「5E」：
Effort ：即是勤力，這是每項事情不能缺少的要素，初創公司也不例外：
Exploration ：發掘創意，這些創意的來源未必來自本行本科，可來自其他行業，甚至其他國

家，所以必須拓闊視野，從其他領域尋找創新意念；
Experience ：經驗，正正是年青人所缺乏的，所以作為資深前輩有需要扶這些年輕人一把的；
Exposure ：曝光率，透過出席各類專業學會、行業交流會等活動，增加公司的知名度，才

會促成各類合作機會；
Espresso ：它是咖啡的靈魂，而每個社區每個行業都有其獨特靈魂，正如博彩業是澳門的

靈魂，而從事博彩業的科技創新公司，其成功率遠較其他行業為高。故此，初
創公司如能抓緊這份靈魂，然後順其勢而行，便能夠事半功倍。

 

郭萬達先生
中國（深圳）綜合開發研究院常務副院長 

「過往，深圳與北京、上海同為國家的科研重鎮，但最近國家基礎研究布局中，已把
深圳改為粵港澳大灣區，可見在大灣區建立綜合性國家科學中心，是需綜覽整個地
區規劃來進行。」

粵港澳大灣區已被國家納入基礎研究的布局中，故此於大灣區建設綜合性的國家科學中心是事
在必行，但在發展過程中，需留意以結合大灣區各個城市優勢的模式進行，並非每個城市獨立
而為，否則難以發揮協同效應，不利發展。此外，大灣區綜合性國家科學中心可以香港及深圳
作為核心，因為香港的各種優勢能夠吸引世界各地的科研人才，而深圳則已建有多個大規模的
科研基地，不僅只科技園，還有科學城，故此深港可在整個綜合性的國家科學中心擔任引領性
的角色。而發展國家科學中心的建設時，不僅要獲取國家的支持，也要積極爭取國際的資金投
入。

如果大灣區綜合性的國家科學中心能夠順利建立，不僅對國家的科研發展帶來巨大效益，也能
夠產生「外溢效用」，對工商界、金融界等等也帶來裨益，幫助這些行業的發展更上一層樓。

第二節：科技創新大灣區



17

鄭松岩先生
中國銀行（香港）有限公司資訊科技部總經理

「建立數碼化大灣區，不僅在於技術，更需要思維上的轉變，以驅動整個大灣區的組
織及機制，設定標準，統一方向，才能全速而行。」

如欲令大灣區全速發展，每個地區需先認清自身優勢，為發展計劃立下定位，例如香港的優勢
在於金融、保險及醫療，便集中資源於此等領域發展。接下來便是建立一個平台進行貿易、物
流、融資、貸款等等，而這個平台必需是數碼化的。有了這個平台，便可令生活及工作數碼化，
例如運用數碼化合同，毋須簽訂實物，以簡化整個工作流程，加速業務發展。而數碼化平台必
須配保跨境認證，讓個人以至公司企業的數碼身份，在各個地區平台也得到認證，這才能保障
商業活動在安全情況下進行。
如要令以上措施順利推展，可從不同方面著手進行改善。首先要有良好的住屋配套以挽流人才；
此外讓創新意念能夠順利市場化，發展成熟的技術轉移市場；不得不提的是，芯片的發展乃非
常重要，這對支持整個創新科技起關鍵作用；最後是簡化稅務，減少行業因應付各地不同稅制
而耗虛資源。

林家禮博士
香港數碼港管理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 粵港澳大灣區經貿協會榮譽顧問

「發展創新科技可謂是大勢所趨，而多個廣東省城市也致力成為科學城，再加上香港
擁有匯聚各類科研人才的優勢，在彼此互補之下，大灣區在創科這一項目將可以走
得更快更前。」

現時大灣區各城市都發展創新科技，只要各區能夠彼此配合，除了能成為大灣區一重大產業
外，也可協助大灣區其他行業數碼化智慧化，例如運用區塊鏈 (Blockchain) 技術開發電子金
融平台，讓開設信用狀、進行開戶背景審查也可數碼化；推動半導體製造業研發及芯片生產等。
不少創科公司都屬初創企業，而初創企業以失敗收場的個案多不勝數。總結經驗，如能緊守
「5E」之道，包括勤力、發掘創意、汲收前人經驗、增加業務曝光率，與及緊隨社區或行業
的「靈魂」發展，隨勢而行，便可大大增加成功機會。
此外，發展創新科技除了需要「四流」( 人流、資金流、資訊流及科研人才及經驗交流 )，如
能夠配合「四通」的措施， 將能提升發展的速度及闊度：
•	 人才通：與傳統行業相比，創新科技行業對工作速度及靈活度要求更高，所以各個地區的

人才及業務人員的交流必需要更加便捷。政府改善綠色通道提高通關效率固然重要，但目
前的簽證制度仍然成為人才流動的絆腳石，需要進一步優化。

•	 創投通：容許世界各地的創業投資基金，可無阻礙地投資大灣區內各地各類的初創企業，
消融區性的限制。

•	 數據通：厲行數碼化，打造「數字大灣區」，成為「一帶一路」的國際數據中心。
•	 東盟通 / 絲路通：不少大灣區僑胞於東盟國家或絲路國家也有卓越成就，在這個基礎上有

利大灣區與東盟及絲路國家推行更多合作計劃，促進互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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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智慧工業大灣區

主講嘉賓

張少華先生
港鐵學院校長
張少華先生於 1983 年加入香港鐵路有限公司擔任見習工程師，於 2007 至 2009 年，他擔任昂坪 360 有限
公司董事總經理，2011 年任車務工程總管。他於 2012 年出任人力資源總監及於 2015 出任歐洲業務總監。
2016 年出任港鐵學院校長，自 2012 年起出任執行總監會成員。張先生為雲南省政協委員、香港工程師學
會資深會員、工程及科技學會資深會員以及香港運輸物流學會院士。

嘉賓主持

嘉賓講者

孫啟烈教授 BBS JP
香港優質標誌局名譽主席
孫啟烈先生是資深的工業家，自 1978 年在加拿大學成返港後，一直穿梭中港兩地，從事工、商業的經營。
除了將其家族企業的「KINOX 建樂士」五金、塑膠器皿等家庭用品拓展至深入餐飲及家居市場外，更將大
量精力投入了推動中港融合和互利共贏的社會事務。先後出任了內地省市及香港工商社團多個職務，現任
四家香港的上市公司董事或顧問職務，熟識兩岸多地的工商社團，政商界人脈網絡廣泛，熱心協助港資企
業轉型升級及為內地企業走出去牽線搭橋。

王惠貞女士 SBS JP
香港中華總商會副會長
王惠貞女士於 2015 年獲香港浸會大學頒授榮譽院士，現任王新興有限公司董事總經理。王女士身兼的 
公職包括：全國政協委員、全國政協提案委員會副主任、中華全國婦女聯合會執委、九龍社團聯會理事長、
港區婦聯代表聯誼會會長、香港中華總商會副會長、香港義工聯盟常務副主席、香港廣西社團總會永遠會
長、港區省級政協委員聯誼會政制及內地事務委員會主任、工業貿易諮詢委員會委員，法律援助服務局委
員及香港商業道德發展諮詢委員會委員。

鍾志平博士 GBS BBS JP
職業訓練局主席 粵港澳大灣區經貿協會榮譽顧問
鍾志平博士是創科實業有限公司聯合創辦人及非執行董事，亦為鵬程慈善基金創辦人及主席。鍾博士是資
深工業家，曾任香港工業總會主席，現為名譽會長，並於 1997 年及 2014 年分別榮獲香港青年工業家獎及
傑出工業家獎。鍾博士身兼多項公職，包括香港特區政府人力資源規劃委員會和教育局教育統籌委員會的
當然委員、教育局推廣職業專才教育專責小組主席、以及創新科技署創新、科技及再工業化委員會委員等。

郭振華先生 BBS MH JP
香港工業總會主席
郭振華先生為永保化工（香港）有限公司董事總經理，現任公職包括香港工業總會主席、回收基金諮詢委員
會主席、能源諮詢委員會主席、工業貿易諮詢委員會委員、勞工顧問委員會委員、創新、科技及再工業化委
員會委員、個人資料私隱委員會委員、市政服務上訴委員會審裁小組成員及香港貿易發展局理事會成員，亦
是香港創新科技及製造業聯合總會榮譽主席、香港金屬表面處理學會顧問和香港電鍍業商會技術顧問。

吳宏斌博士 BBS MH
香港中華廠商聯合會會長
寶星首飾廠有限公司董事總經理。現為香港中華廠商聯合會會長，其他職務包括香港貿易發展局理事會委員、
職業訓練局珠寶及鐘錶業訓練委員會主席、香港提升快樂指數基金聯席主席等。吳博士於 2003 年獲埃塞俄比
亞聯邦民主共和國委任為駐港澳名譽領事。於 2007 及 2013 年分別獲特區政府頒發榮譽勳章及銅紫荊星章表
揚他過去十多年來為香港中小企業爭取應有權益及贊揚他在珠寶業界無私奉獻，並熱心參與公共及社會服務。

吳天海先生
香港總商會主席
吳天海先生為上市公司九龍倉集團有限公司及九龍倉置業地產投資有限公司主席兼常務董事。吳氏於 1981
年加入九龍倉集團，1994 年獲委任為集團第一副主席，並於 2015 年出任集團主席兼常務董事。他亦在
多家香港及新加坡上市公司出任要職，包括會德豐有限公司副主席；海港企業有限公司、Joyce Boutique 
Holdings Limited 和會德豐地產（新加坡）有限公司主席，以及 Hotel Properties Limited 董事。

論壇題目：「商界的機遇及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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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天海先生
香港總商會主席

	「與東京、三藩市及紐約這些大灣區相比，粵港澳大灣區的最大不同之處是區內有一
條無形的界線，在語言、生活文化及法制上區隔了香港與其他城市——簡單如香港
行車規則是『左上右落』，但其他中國城市則是『右上左落』，這些會有礙整個大灣
區的發展。」

深圳業務營運成本較香港低廉，深圳並可以聚集全國精英人才，故此不少香港人也以此作為創
業首選之地。然而，香港、澳門及廣東城市各地之間的人流及物流未能完全自由流通，仍然
成為一眾於深圳工作、香港生活的經商人士一大煩惱。這問題在香港少數族裔人士身上更加明
顯，即使他們已經居港多年，他們前往國內所需的通關手續仍非常繁複。

另一個香港企業於內地投資設廠經常遇見的問題，是國內政府對非住宅用地的續約方面仍未有
清晰的取向，這對有意投資該等用地興建廠房的企業，添加不少不明朗因素，這些問題如未能
解決，都會持續成為香港工業於大灣區發展的絆腳石。

孫啟烈教授 BBS JP
香港優質標誌局名譽主席 

「智慧工業就是利用互聯網，配合大數據分析，把整個生產流程智能化、數碼化、網
絡化，從而優化整個生產過程，及提高產品質素。」

面對新一輪的產業革命，中國國務院於 2015 年提出《中國製造 2025》政策，把中國從製造
業大國，提升為製造業強國。作為中國其中一個製造業集中地，廣東省也隨之訂立《廣東省
智慧製造發展規劃（2015-2025 年）》，透過各種舉措，令廣東省製造業轉型為智慧製造業。
這些規劃包括：
•	 自主創新：設立多個研發及教育平台，建立獨有的創新技術
•	 發展智慧裝備：突破現時機械人的核心技術，讓以機械人主導的生產流程得以提升實施

「互聯網 + 製造業」行動：加快信息網絡的建設，利用互聯網提升傳統製造業的研發生產、
營銷及管理等環節

•	 推動製造業智能化改造：以汽車製造、生物醫藥、食品加工、造紙、石化、物流倉儲作
為智能製造的重點示範工程　

•	 提升工業產品智慧化水準：例如推動智能手機應用程式的多樣化發展，及提升家居產品
智能化水平　

•	 完業智慧製造服務支撐體系：推動各類支援服務的發展，如工業設計、技術研發、認證
服務等。

除了廣東省在製造業的改革，香港也積極「再工業化」，以各種稅項優惠，推動業界增加應
用創新科技；而港深合作的「港深創新及科技園」，更是歷來最大規模的創新研發計劃，成為
驅動香港工業成為高端產業的重要力量；本地工業也繼續與學府合作，聚焦智能製造，加速
科研成果商業化。

事實上，香港的工業產品的質素甚高，香港優質標誌局也一直為高水平的產品進行認證及推
廣，最近更與澳門廠商聯合會、澳門生產力暨科技轉移中心簽訂合作協議，鼓勵澳門企業申
請「Q 嘜」認證，將港澳品牌的優質精神發揚光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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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振華先生 BBS MH JP
香港工業總會主席

「工業創新有賴創新科技，但這些創新技術必需符合市場需要，才能推動工業轉型。」

香港廠商一直於深圳、東莞與及其他廣東省城市設廠，故此對粵港澳大灣區的製造產業非常
熟悉，也願意配合把大灣區工業智能化的舉措。其中，美國對創新科技的資金投入及推動的
政策，是值得參考的——美國政府把創新科技的發展集中於應用技術的範疇上，令資源更加
集中，成功在短時間內產生果效。

香港製造業商家在轉型過程中，也可憑其對國際製造業的標準及趨勢的熟悉，與及國際銷售
市場的脈絡，把智慧工業成品推往國際市場。

吳宏斌博士 BBS MH
香港中華廠商聯合會會長

「現時在整個產業鏈的上游，即是產品研發方面，大學學府已提供不少支持；如能
在技術轉移，與及應用及生產上再有所加強，則能令整個智慧型製造業發展更加成
熟。」

大灣區的確具有龐大發展潛力，但製造業廠商對在大灣區發展業務卻抱持審慎態度。根據過往
經驗，當地區經濟發展越蓬勃，製造業在人力、土地及政策的議價能力便會越低，故此不少廠
商擔心當大灣區發展成熟時，資金、土地及人才會流向其他行業。

這也反映在中華廠商聯合會向廠商會員發出問卷的調查結果上：絕大部份廠商也支持創新工業
發展，但希望政府在政策上有所扶持，包括稅項、土地資源及人才培訓等，並且幫助協調業界
與大學，把大學的研發成果商品化，成功轉化成業界所需的商品。

第三節：智慧工業大灣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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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惠貞女士 SBS JP
香港中華總商會副會長

「粵港澳大灣區的發展可視之為第二次的大規模經濟改革，帶領國家從製造業大國，
			提升為現代化產業強國。」

四十年前，國家剛剛實施經濟開放政策，加工貿易應運而生，以廣東省為例，大量從事製造業
及加工業的企業於當地迅速發展，令中國成為一大製造業國家。最近，國家提出重要綱領，明
確表示產業需走向現代化，故此現於大灣區設廠的製造業，也必需隨之轉型，令製造工業走向
智能化。這有賴大學、商界及政府通力合作才能成事，例如大學為企業研發更多新產品；商界
則投放更多資源用於技術研發之上；而政府則在稅務方面提供優惠予參與創新科技發展的人員
及企業，以鼓勵更多人才投身去創新及改革製造業，也讓企業能夠更優化資源，與大灣區內的
各地機構合作，長遠來說更能與一帶一路規劃互相配合，成為引領現代化產業的火車頭。

張少華先生
港鐵學院校長

「港鐵於鐵路沿線發展住宅物業，令交通、工作及生活彼此融合，此規劃模式可應用
			於其他大灣區的城市，令大灣區成為更宜居宜業的社區。」

深港高速鐵路香港段即將通車，聯同港珠澳大橋及其他大型交通基建，如興建中的虎門二橋，
將整個大灣區打造成「一小時生活圈」，大大縮短空間距離，有利促進人流及物流的交通。此
外，港鐵於鐵路沿線發展住宅物業，令交通、工作及生活彼此融合，此規劃模式可應用於其他
大灣區的城市，令大灣區成為更宜居宜業的社區。而香港鐵路學院會繼續發揮「鐵路培訓基地」
的角色，為各地的鐵路網絡提供諮詢、培訓及技術支援，務求令各地居民的生活更加便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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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語：大灣區發展的機遇

聶德權先生 JP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

「香港政府亦已準備好當『促成者』的角色，與內地政府商討，協助業界在拓展機遇
過程所需要的政策突破和創新。」

粵港澳大灣區已具備發展成為世界級城市群的條件，只要三地能充分發揮並有機結合各自不同
但可互補的優勢，明確各城市協同的發展定位，必定能提升整個灣區的全球競爭力。香港作
為高度開放和國際化的城市，可以將國際聯繫和國際經驗延伸至內地，協助引進外資和外來技
術，也可以與內地的企業共同開拓海外市場和機遇，促進內地的經濟發展。

此外，透過與大灣區內各城市就特定產業發展合作計劃，互相取長補短，能夠把彼此優勢最大
化，加快產業發展。以創科產業為例，香港擁有強大的科研實力、自由市場和國際化的優勢，
深圳則匯聚全國的科技人才，緊靠潛力巨大的內地市場，並鄰近珠三角龐大的生產基地。港深
兩地有很大的合作空間，將科研成果轉化為產業。

然而，大灣區內有兩種制度和三個獨立關稅區，而在居民、貨物、資金和信息的流通上尚受到
不少限制，這些都窒礙粵港兩地的合作。故此，需要更多政策加強大灣區內城市互聯互通，促
進生產要素便捷流通，使香港與大灣區內其他城市的人員、貨物、資金、信息的流通更為便捷。
例如，為了吸引香港的青年人、專業人士到大灣區發展，廣東省支持盡快落實便利香港居民在
內地學習、就業和生活的措施，使港人在內地可享有同等待遇等。

香港政制及內地事務局也會成立「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辦公室」，負責協調與中央部委、廣東省
政府、澳門特區政府以至特區政府政策局落實中央政府的規劃工作；並提供最新的有用資訊，
使各界能夠清楚掌握這份發展藍圖的政策方向、各大灣區城市的重點工作及為落實中央政府所
推出的具體措施，協助香港企業和人才了解及抓緊大灣區建設可為他們帶來的發展機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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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經貿的落實及推進」午餐會
 主講題目：善用香港優勢 融入灣區發展

陳德霖先生 GBS JP
香港金融管理局總裁 

「香港有着天時、地利、人和的條件，只要我們努力不懈，自強不息，發揮好『背靠
內地、	面向全球』戰略定位，善用自身獨有的優勢，香港將會機遇無窮，前途亮麗。」

粵港澳大灣區在面積及人口規模上並不亞於其他世界大型城市群，卻由於同時包含兩個特別行
政區和三個關稅區，以致人流、物流及資金流未能完全自由流動，故此要在大灣區形成一個優
勢互補的經濟區域，首要任務是要在基本交通運輸和通關口岸設施痛下苦功，要出盡全力投放
資源。這除了改善基建外，也必須要勇於創新，敢以新思維和充分利用近年突飛猛進的新生物
認證科技，尤其是臉容、靜脈認證等，去簡化兩地居民跨境時，無論是一地兩檢和兩地兩檢，
還是所需的程序和時間，盡量促進人員在大灣區城市群跨境流動的效率。

除了改善了人流跨境流動措施，也需要處理隨之而來對資金流動和管理的需求，例如開通和理
順香港居民進入大灣區時的跨境支付安排、於大灣區提供基本的銀行服務、推出先行先試的管
理辦法，令兩地居民可以在指定範圍或規模內將資金跨境轉撥，以作為理財之用。

香港一直以來都是內地企業走出去的跳板和樞紐，長時間佔內地全部對外直接投資近 60% 的
比例。這除了香港是亞洲區首屈一指的國際商貿和金融中心，香港更是得天獨厚，在地理上與
內地鄰近；而國家對香港實行一國兩制，有利香港發揮作為內地企業走出去的平台角色；而且
香港奉行真正中、英雙語普通法法制，這些優勢幫助香港持續發揮作為國際業務的跳板和管理
中心，協助內地尤其是毗鄰的大灣區的企業走出去，加快拓展和落實一帶一路倡議。



24

現場實況

主禮嘉賓政協深圳市委員會主席戴北方先生、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務司司長張建
宗先生、各位貴賓及贊助機構合照。

第一節「金融大灣區」眾主講、主持及嘉賓講者合照。

第二節「科技創新大灣區」眾主講、主持及嘉賓講者合照。

深圳市政協歷屆港澳委員聯誼會會長孫啟烈教授、粵港澳大灣區
經貿協會榮譽會長黃友嘉博士、榮譽顧問鄧淑明博士及創會委員，
與贊助商及金融管理局總裁陳德霖先生合照。

第三節「智慧工業大灣區」眾主講、主持及嘉賓講者合照。

深圳市政協歷屆港澳委員聯誼會會長孫啟烈教授、粵港澳大灣區經貿協
會榮譽會長黃友嘉博士，與贊助商及金融管理局總裁陳德霖先生合照。



25

粵港澳大灣區經貿協會創會委員與贊助商中移動香港及金賦科技
合照。

主禮嘉賓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務司司長張建宗先生與恒生管理學院
同學合照。

粵港澳大灣區經貿協會榮譽會長黃友嘉博士、榮譽顧問鄭慕智博士、
何順文教授與恒生管理學院同學合照。

主禮嘉賓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務司司長張建宗先生與主辦方合照。

粵港澳大灣區經貿協會榮譽會長施家殷先生、榮譽顧問鄧淑明博士及
創會委員與金融管理局總裁陳德霖先生及贊助商中原地產黄偉雄先生
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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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場實況

論壇開始前，應邀來賓登記進場。 深圳市政協歷屆港澳委員聯誼會會長孫啟烈教授，與粵港澳大灣區經貿
協會榮譽會長黃友嘉博士，一同歡迎主禮嘉賓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務司司
長張建宗先生。

眾嘉賓、講者及應邀來賓共晉午餐。

論壇吸引了眾多媒進行現場採訪。 500 多位應邀來賓專心聆聽主講嘉賓的用心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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冠名贊助 

中國銀行 (香港 ) 有限公司

鑽石贊助

富通保險有限公司 

廣東金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金賦國際科技有限公司

金贊助  

中國移動香港有限公司 

信和集團 

中原地產代理有限公司

鳴謝

（排名次序不分先後）

銀贊助 

奧雅納工程顧問	

安永會計師事務所	

泰禾人壽保險有限公司	

蘇黎世保險集團	

環聯資訊有限公司	

香江金融集團	

香港中華廠商聯合會	

香港會計師公會	

新宇汽車有限公司	

華盈城市集團有限公司	

天一物流集團有限公司 

友情協助 

信興集團		

八達通卡有限公司	

太古（中國）有限公司		

戴德梁行	

集友銀行有限公司	

恒生管理學院		

高晉國際有限公司	

平行宇宙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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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經貿
落實與推進

支持機構

冠名贊助

香港總商會

香港工業總會

香港中華廠商聯合會

香港中華總商會

政協深圳市委員會

粵港澳大灣區
高峰論壇

金 融 優 勢
科 技 創 新
智 慧 工 業

2 0 1 8 . 5 . 3

主辦機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