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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馮國經博士 

大灣區研究督導小組主席、2022 基金會主席暨大珠三角商務委員會主席（2004-13） 

 

 

引言：珠三角的下一輪「革新」 

 

過去四十年來，中國南方的珠江三角洲（下稱珠三角）一直走在中國經濟發展的最前沿，締造出

一個個經濟奇蹟。珠三角不但帶頭落實中國的改革開放，更讓中國重新與全球經濟接軌，無數國

際企業亦正正在此開始與中國聯繫。新經濟模式在珠三角發展，然後沿岸「向上游」，並漸漸發

展至內陸。 

 

深圳之所以入選為中國首批經濟特區，其中一個原因是其地理位置毗鄰香港。香港憑藉其開放型

經濟、資本主義經濟體制、國際商業網絡、法治體系、高度透明的體制和世界水準的專業服務，

一直在珠三角的國際競爭力中扮演著不可或缺的角色。 

 

每個人都對珠三角締造奇蹟的故事耳熟能詳。珠三角在土地和人力資源方面提供極具競爭力的生

產要素，而香港則把這些生產要素連接至西方市場，打造出現今為人熟悉的全球供應鏈。與此同

時，在 1997 年正式成為中國「一國兩制」框架下的特別行政區之前，香港亦經歷了策略性轉型，

發展成服務型經濟和國際金融中心。這有助香港穩定地度過回歸過渡期，並鞏固這段時間國際對

香港商業市場的信心。 

 

數十年來，香港和珠三角以市場為主導的互動為雙方締造了龐大的機遇和繁榮的面貌。在 1980 年

至 2017 年期間，珠三角和香港的國內生產總值分別逐年提升了 14%和 6.9%。 

 

現在，我們迎來了高瞻遠矚的粵港澳大灣區建設——一個涵蓋珠三角九個城市及香港、澳門特別

行政區的經濟發展理念。大灣區稱得上是延續了始於 1979 年的市場主導改革，因此，我把大灣區

視為珠三角的下一輪革新。這輪革新將會為區內城市帶來更優厚的條件，包括更緊密的聯繫和更

繁榮的經濟發展，以及全數碼化的經濟體——從製造至「新零售」至「智慧城市」——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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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至今日，大灣區擁有由七千萬人口組成的活躍消費市場，以及國內生產總值達 1.51 萬億美元的

獨特多元化經濟體，規模直逼南韓。作為一個經濟區域内部的重新分配，大灣區建設呼應中國的

「一帶一路」發展戰略，在境外推動跨洲經濟合作和市場融合。大灣區雖然是國內政策，但跟衆

多的國内政策不同，因為大灣區的成功建基於「一國」與「兩制」間行之有效的互惠互動模式之

上。這一點是大灣區獨有的優勢，全中國亦只有大灣區這個經濟區域涵蓋特別行政區（香港和澳

門）。 

 

獨立研究 

 

大灣區是個百年一遇的難得機遇。正正是這一點，啓發了九家活躍於香港和珠三角的大型企業委

託進行這項民間研究。我們需要了解大灣區日益增長的規模，並評估大灣區建設在未來十年和以

後將如何惠及一眾企業。我們對外公開這項研究，以期協助各方人士自由構思大灣區建設的未來。 

 

在 2018 年 5 月，我們邀請了多位來自香港、廣東和歐洲的頂尖經濟學家進行研究。研究團隊聚焦

於經濟層面上，緊貼現實情況，探討香港跟珠三角的進一步互動能夠如何締造機遇。除了機遇外，

他們亦指出了大灣區糅合三個不同關稅區和司法制度所面臨的種種挑戰，尤其是在貨物、服務、

資金、數據／資訊及人口流動方面的掣肘，同時提出了各種對策。 

 

這隊跨國研究團隊由米高∙ 恩莱特教授（Prof. Michael Enright）所帶領。米高是國際競爭力領域

的專家，並且鑽研大灣區城市多年。他為大灣區研究貢獻了大量珍貴數據，有關數據另外收錄於

背景研究文件1中。研究的主報告的重點是根據事實深入分析議題，並為企業提供實用的建議。值

得一提的是，本獨立研究所得出的許多結論和建議跟中央人民政府最新發表的《粵港澳大灣區發

展規劃綱要》2不謀而合。 

 

這項研究由贊助人委托非牟利組織 2022 基金會統籌。基金會自 1997 年出版的《香港優勢》開始，

進行了多項針對香港長遠競爭力的研究。3 

 

                                                           
1 大灣區研究的 221 頁背景文件可於 2022 基金會網站(http://www.2022foundation.com/publications.html)查閱。 

2 於 2019 年 2 月 18 日發佈。《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可在

https://www.bayarea.gov.hk/filemanager/tc/share/pdf/Outline_Development_Plan.pdf 查閱。 

3 2022 基金會的其他研究包括《香港與珠三角洲：經濟活動》及《地區發展動力：大珠江三角洲與中國的崛起》，完整列表請參看

http://www.2022foundation.com/publications.html 

http://www.2022foundation.com/publications.html
https://www.bayarea.gov.hk/filemanager/tc/share/pdf/Outline_Development_Plan.pdf
http://www.2022foundation.com/publication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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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各地的重大變遷 

 

珠三角開放至今這四十年來，全球環境幾乎徹底改變。大灣區在科技、政治和貿易上面臨截然不

同的環球營商環境，當中許多轉變更加是在過去十年才一一浮現。 

 

我們置身於顛覆過往的數碼世界，消費者透過流動裝置帶動需求，影響全球供應鏈由構思概念到

工廠生產整個流程。今時今日的工廠必須學會靈活應變，以迎合瞬息變萬的生產線和處理零碎訂

單。簡單來說，「工業 4.0」象徵的其實是一個高度互聯的數碼製造系統，背後由人工智能、機械

人科技所驅動，同時旨在滿足物聯網的需求——亦即是把汽車、咖啡機乃至衣物等日常用品重塑

成能夠互相溝通的「智能」裝置。 

   

全球的地緣政治環境亦經歷了種種巨變。在中國改革開放隨後的二、三十年，全球普遍支持中國

重投全球經濟的懷抱，亦歡迎中國在 2001 年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到了 2010 年底，中國已超越日

本，躍居全球第二大經濟體名列。2018 年初，美國的特朗普政府針對中國發起一系列貿易行動，

引發中國以關稅措施還擊。 

 

多邊貿易體制幾十年來一直促進貿易自由和全球經濟繁榮，而中美貿易紛爭顯示多邊體制面臨威

脅。部分人質疑在二戰後成立的機構是否仍有資格治理有章可循的國際秩序體系，令世界貿易組

織成為眾矢之的。因此，大量地區、次區域及雙邊自由貿易協議，甚至單邊措施，均如雨後春筍

般浮現。要回應全球經濟日益複雜和融合所帶來的挑戰，重振多邊貿易精神可謂刻不容缓。 

 

珠三角的重大變遷 

 

珠三角亦出現了不少巨變。例如在 1997 年，香港的國內生產總值是珠三角的三倍，現在卻只佔後

者的三分之一。珠三角不再是專門生產低成本消費產品的「世界工廠」，而是以「智慧城市」發

展、高科技數碼製造業（以深圳和東莞為核心）、研發、創新和日漸多元的高檔服務著稱。 

 

高速鐵路、公路和橋道建設徹底改變了香港、澳門和珠三角九個城市之間的連接網絡，尤其是通

往珠三角西面的交通。香港增建了更多珠三角跨境口岸，通關程序大致上亦比以往更快。現在，

你可以在香港起床，然後分別到深圳、廣州和珠海吃早午晚三餐，晚上再回到香港睡覺，整個行

程只需一日。由香港出發，不出三小時便能抵達大灣區內的珠三角九大城市。另外，這九個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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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連接著全國高鐵網絡，無縫接駁至中國其他地區。總括而言，大灣區已躋身全球最發達都會的

名列，涵蓋了一系列由世界級基建系統串聯起來的城市。 

 

曾幾何時，香港被視為這個經濟發展區的樞紐，城市網絡朝珠三角伸延開去；現在，我們應把大

灣區設想成一個城市群。十一個城市形成城市網絡的不同節點，每個節點都有各自的專長和強項，

例如廣州扮演著廣東的行政、行銷零售及發貨中心，而深圳就主打高科技製造業和研發。香港則

分別為海外和內地企業提供進駐大灣區市場和邁向國際的服務平台，同時扮演著國際金融、貿易、

投資、銷售和市場營銷中心的角色。 

 

這個城市網絡的成功關鍵是在各個節點之間取長補短。因此，香港應把握法治體制、資訊及資本

自由流通等「一國兩制」的重要基礎，鞏固其作為大灣區一大國際城市的獨特地位，從而提升香

港本身和整個城市網絡的實力。 

 

各個政府間致力加強交流互動，亦為大灣區內各項發展注入了全新動力。在 2017 年訪港期間，國

家主席習近平見證著粵港澳政府共同簽訂合作框架協議。三地政府藉此確立了合作目標和制度安

排，以期促進大灣區內的三地合作。翌年，北京便設立了由副總理韓正領航的大灣區建設領導小

組，而中央政府近日亦發表了上述的《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 

 

發展規劃綱要 

 

《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是由習近平主席親自謀劃的全國戰略，確立了大灣區在延續中國

對外開放格局上所佔據的引領地位。詳情和深入剖析結果可參閱本研究的主報告。 

 

簡而言之，《發展規劃綱要》的重點分別是透過更緊密互動促進創新及科技發展、透過發展先進

經濟系統發揮不同城市之間的獨特和互補優勢，以及打造文化氣息濃厚的綠色宜居魅力城市。對

香港及澳門人來說，特別值得留意的是，《發展規劃綱要》貫徹「一國兩制」的原則，並把建設

大灣區稱為「一國兩制」的進一步實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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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帶來的啓示 

 

這項私人機構研究的綜合調查和分析為創建大灣區未來提供了一系列構思和建議。這些構思劃分

成不同方向，一一羅列於主報告。以下只重點闡述其中幾方面。 

 

促進進一步經濟改革和開放。要達成這個目標，其中一個方法就是大幅增加大灣區內貨物和相

關服務的流動。「一國兩制」既是大灣區的核心優勢，同時亦為區內帶來了一大難題：到底應如

何在捍衛港澳特別行政區獨立關稅區地位的前提下，加強跨境貨物和服務流動呢？其實在 2003 年

簽訂的自由貿易協定《內地與香港關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CEPA）已初步提供解決方

案。 

 

CEPA 框架堅持尊重獨立貿易體制的地位，因此，大灣區可以此為基礎，推動貿易及經濟合作。事

實亦證明這樣能夠在不損害「一國兩制」的情況下，為珠三角城市和香港營造互惠互利的局面。

該自由貿易協定涵蓋的兩個獨立關稅區均可維持各自跟第三方之間的外貿體制，並根據原產地規

則管理其貿易。 

 

香港、澳門和中國先後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從而開拓了一條促進貨物及服務流動的新道路。世貿

《貿易便利化協定》4針對海關及貨物清關、產品標準和商業規管等，提出了一套簡化並協調貿易

規定的突破性框架，並要求不同管轄區各自實施條文內容。數碼科技是這些貿易便利措施能夠實

行的重要因素，同時有助降低營商成本。5 

 

眼見中港兩地最新的 CEPA6充分響應了這份具標誌性的《貿易便利化協定》，實在令人鼓舞。事

實上，大灣區有條件開創先河，成為首個在地區層面全面實施並充分利用該協定的世貿成員群體。

如此不但強而有力地展現出世貿在促進全球貿易的價值，藉此促進大灣區的貿易流動，亦能夠持

續突顯香港的獨立關稅地位。 

 

加强商業合作。大灣區研究提出的其中一項建議是發展「國際企業孵化器」，以幫助缺乏國際

市場和營運經驗的內地企業發展業務。孵化器擬為這些企業提供接觸不同服務供應商的一站式平

台，讓他們借助香港「走出去」，打入海外市場。這些服務供應商包括在香港經營的國際律師、

會計師、諮詢顧問等商業專才，他們亦會受惠於珠三角城市日益增長的客戶群。 

                                                           
4 在 2013 年於峇里達成協議，獲三分之二世貿成員確認，並在 2017 年 2 月生效。 

5 一項 2015 年世貿研究估計，全面落實《貿易便利化協定》將節省 14%的國際貿易成本。 

6 《CEPA 貨物貿易協議》，於 2018 年 12 月 14 日簽訂。 



    
 

 

7 

 

本研究亦建議充分把握香港在「一國兩制」框架下的特殊地位，促進並簡化大灣區數據流動。由

於中國產出大量數據，其數碼經濟總值 4 萬億美元，依賴大數據的全球企業正好需要一個「中立」

的樞紐，以填補中國和其他國家的數碼系統之間的分歧。我們希望研究香港能否肩負起大灣區環

球數據中心的重任，踞於中立地位，綜合分析來自大灣區內外的消費者及其他數據。 

香港的數據私隱條例和法律保障制度相當嚴格，值得內地和國際企業信賴。因此，選擇把香港發

展成大灣區的數據中心，實屬合情合理。問題在於能否訂立一套規範，容許企業在香港獲取某些

目前在境外無法存取的內地數據。為了確保企業妥善使用數據，大灣區需要建立一套符合香港法

律的嚴格監測和審核標準程序。屆時，香港可望成為中國和國際企業的大數據活動基地。7 

 

進一步推動區域發展項目。大灣區蘊藏著千萬種可能，其中一個構思是在珠三角建設「港式」

發展項目，重現香港的面貌和韻味，吸引香港零售商、餐廳、學校和醫療診所前來服務來自港澳

及珠三角的專才。對這些居民來說，他們不但能在與香港相近的微觀環境下生活和工作，更可享

受比香港低廉的生活成本。與此同時，珠三角亦越來越著重環境保護、文物保育和文化活力，成

為大灣區另一個賣點。 

 

雖然這些住屋發展項目遠遠稱不上是解決香港住屋問題的靈丹妙藥，但大灣區加強城市之間互聯

互通，已經大大縮短了區內的交通時間，令珠三角生活圈的概念不再是紙上談兵。 

 

提升大灣區勞動人口質素。對香港年輕勞動力來說，只要他們自身做好充分準備，兼具國際級

技能和跨境實地作業的能力，大灣區將會是各種優質工作機會所在之處。不過，要做到這一點，

我們必須為他們提供度身訂造的培訓課程和交流計劃。 

 

就更高層次的專業人才而言，就必須聯繫大灣區內相關的商業部門和大學機構。本研究展望未來

大灣區將設立特殊簽證，允許簽證人士在原居地以外的大灣區司法管轄區，在一定時限內逗留和

就業，以便他們參與培訓、實習和初級專才計劃。我們亦期望，香港現行的創業家簽證計劃將會

進一步涵蓋珠三角居民，篩選具備優秀商業計劃和能夠為香港作出貢獻的人才來港。沒有入讀大

學的香港年輕人可參與專為大灣區就業市場需求而設的學徒計劃，接受專業技能培訓，為未來就

業鋪路。 

深化對大灣區的了解。大灣區建設為港澳居民帶來了前所未有的難得機遇，讓他們在珠三角的

繁榮城市生活和就業。然而，大前提是港澳居民必須對大灣區有充分認識和了解，才能抓緊機會，

                                                           
7 受微軟香港委托，香港城市大學最近進行了一項研究，探討以香港作為大灣區數據中心的試驗項目，並最終作為全中國數據中心的可

行性。該研究建議採用按部就班的方法，先允許敏感度低的實用商業性質的數據在特定情況下進出境，例如跨國企業的電子商務及内

部通訊數據。此外，金融服務、醫療服務及其他服務業的數據流通也十分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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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用區內互聯互通的優勢。本研究建議為區內十一個城市的本地和海外居民增設一個大灣區入門

網站，以多種語言顯示各種大灣區資訊，例如澳門最新的熱門表演、廣州舉辦的古典音樂會、香

港舉辦的超大型貿易博覽，甚至是有關公共交通服務、路面最新動態、天氣和跨境等候時間的實

時區域性資訊。這個網站將會成為大灣區資訊的一站式線上平台，涵蓋範圍由公共服務、營商及

就業機會，乃至零售優惠、食肆、體育項目等休閒活動都一應俱全。 

 

成立大灣區機構和組織，為整個大灣區的發展概念提供長期支援，並貫徹「一國兩制」的條文

和深層涵義，比如支持大灣區總商會的發展，協助泛珠三角區域內現有的商會為成員爭取更多跨

境權益。 

 

我們期望各大灣區持份者均能夠在本研究報告中找到與自身利益有關的建議。舉例說，企業或會

對成立一年一度的「大灣區貿易博覽」和「大灣區企業大獎」的建議感興趣，年輕人和求職人士

或有意爭取更多培訓後實習的機會，以配合區內瞬息萬變的職位需求。另外，不同年齡的大灣區

居民，相信亦會支持在大灣區內發展首屈一指的優質醫療及長者照顧服務的建議。 

 

香港的機遇 

 

本研究亦重點分析大灣區為香港帶來的種種機遇，當中包括《發展規劃綱要》所提及的優勢。研

究把香港整體、市民和企業所迎來的機遇分成下列五大類：由經濟和政策因素所帶動的地區經濟

規模及發展、更緊密的城市互聯互通、經濟進一步向香港企業開放、以人為本的政策及發展項目，

以及香港在「一國兩制」框架下的獨特地位。這些都詳列於主報告内，以下特别列出部分值得關

注的觀察結果： 

⚫ 在大灣區內珠三角城市營商的香港企業，只要與《發展規劃綱要》所提及的重點領域及行

業（包括多個高科技行業、先進製造業、商業服務業、教育、醫療服務、物流和休閒產

業）相關，大多都有機會在大灣區獲得不同形式的援助，當中包括簡化審批流程、土地及

基建資源、研發資金、教育及培訓資金和優惠融資等。 

 

⚫ 大灣區內城市進一步互聯互通，為意圖在區內設立供應鏈的香港製造和貿易企業提供更多

元化的選擇，並大大提升他們在大灣區的龐大市場成功銷售商品的機會。 

 

⚫ 進一步的經濟開放有助促進大灣區内糾紛調解方面的合作、投資便利化、貿易自由化（特

別有利香港和澳門企業）、擴大專業資格互認的領域，以及令跨境執業更加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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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人為本的發展計劃旨在改善大灣區的生活環境，並大幅增加港人能夠在珠三角享有的服

務和機會。 

 

⚫ 在「一國兩際」框架下，香港憑藉其獨特優勢成為大灣區的「中心城市」，未來將繼續鞏

固自身地位，並透過聯繫區內其他城市提升競爭力。 

 

香港的下一輪「革新」 

 

全球每個國家和地區都正面臨跟以往截然不同的全球競爭局面，香港也不例外。我們必須捍衛自

己的領先地位，繼續增備創新科技「彈藥」，提高競爭力，開拓細分市場。而且，香港作為小型

開放經濟體，應放眼世界，制定新策略，與遠近的經濟夥伴合作。 

 

香港以靈活變通著稱，過去一直憑著不斷改造自己，跨過不同時期的考驗。我認為大灣區將成為

推動香港再度轉型的原動力。四十年前，香港在珠三角首次開放後實行經濟轉型，從出口製造業

主導改為國際服務業主導，但畢竟香港已成為非常發達的成熟經濟體，新一輪革新將有別於過往，

卻具同樣變革性和全球性的重要意義。 

  

簡單而言，香港須進一步發揮其在專業服務、貿易、物流、國際營銷和銷售方面的現有角色，提

高水準，精益求精，並肩負新的任務，擔當環球構思、數據和資訊的交換中心，並為新的金融服

務和新興產業包括人工智能、大數據分析、科技更先進的醫療服務、珠三角高科技產業、新重工

業和服務業提供額外服務。 

 

隨著珠三角的「地區經濟龍頭」發展成「大灣區超級地區」，香港必需更大膽設想，並大幅度擴

大產能規模。數據就是鐵證。早於 2015 年，世界銀行報告已指出珠三角已超越了東京，成為世界

人口最多、面積最大的城市地區8。按照現時的增長趨勢，預計大灣區經濟於 2030 年前將達到 3.6

萬億美元9，相當於德國 2017 年的經濟規模。 

 

                                                           
8 世界銀行，於 2015 年 1 月 26 日發表。收錄於世界銀行《東亞變化中的城市圖景：度量十年的空間增長》報告的重要發現。報告同

時指出珠江三角洲「規模比兩個上海還要大，是雅加達的四倍、馬尼拉的五倍，然而上列幾個城市均是龐大的都市區域。」 

9  大 灣 區 國 內 生 產 總 值 資 料 來 源 ： https://www.scmp.com/property/hong-kong-china/article/2108083/greater-bay-area-

economy-reach-us36-trillion-2030-colliers  

https://www.scmp.com/property/hong-kong-china/article/2108083/greater-bay-area-economy-reach-us36-trillion-2030-colliers
https://www.scmp.com/property/hong-kong-china/article/2108083/greater-bay-area-economy-reach-us36-trillion-2030-colli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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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不損害本港法律和營商文化的前提下，香港將得到大灣區珠三角超過六千萬個消費者的「本地」

市場。這群消費者富裕成熟，每年人均收入達 1.8 萬美元。這群更是年青的消費者。例如，深圳的

人口在全國的一綫城市中是最年輕的。實際上，香港首次擁有一個如斯龐大的「本地」市場，這

意味著香港的製造商和出口商將有更多的渠道對沖主要海外市場的周期性波動。 

 

在「工業 4.0」時代，工業形勢徹底改變，大灣區將打造香港與珠三角之間全新的合作夥伴關係，

讓兩地共建未來的數碼供應鏈。傳統製造業受中美貿易關係緊張影響，紛紛加快遷往中國之外的

廉價生產市場，而大灣區亦成為數碼生產系統測試場地，供廠商測試並完善各種用作生產高端消

費品的新數碼系統。珠三角已成為世界領先的數碼化生產區域之一。香港將繼續擔當關鍵的聯繫

角色，協助這數碼生產能力與國際接軌。 

 

香港還可在其他長遠方面受惠。舉例說，無論在什麼經濟體，新行業的出現都與新研究密切相關。

香港的大學多年來一直獲公認為全球名列前茅的基礎研究機構，但由於缺乏具相當規模的本地市

場，推行市場測試和商業化創新發明的機會有限。我們可以預期，未來香港將參與在大灣區科技

企業的各個範疇，成就以科創為本的商業發展。這對於香港的大學、科學界和科技投資者而言，

將會是強大的推動力。  

 

結語 

 

香港憑著其固有的國際定位和聯繫網絡，在帶領大灣區走向國際中扮演著核心角色，同時亦處於

獨特位置，能夠在大灣區普及發展全球各種最佳實踐和有章可循的體系。這樣一來，大灣區就可

以成為中國進一步對國際開放商業投資的模範例子。大灣區內九個珠三角城市仍然是中國深化經

濟改革的主要試驗場，協助中國尋求本地增長的新動力，跨過中等收入陷阱，並追上南韓等亞洲

發達國家的排名。大灣區將會率先測試一系列政策措施，然後再出台到國內其他地區。 

 

從對外關係的觀點來看，作為「一帶一路」倡議的南方關鍵地理區域，大灣區能否有效協調主要

由香港促成的中國對外商業活動，或會成為「一帶一路」成功與否的領先指標。以目前來說，大

灣區被譽為中國最先進、開放和市場主導的區域，可以善用這個優勢，積極修補中美兩國商業關

係的裂縫。許多美國跨國企業對大灣區的營商環境都相當熟悉，稱得上是如魚得水。此外，大灣

區內蓬勃發展的消費市場，對美國廠商和品牌極具吸引力，他們可借助香港合作夥伴的專業知識

進軍大灣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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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體而言，大灣區提供了審視港澳和九個珠三角城市之間互動的全新角度，並反映出「一國兩制」

原則的實踐是這些地區長久以來的競爭優勢的根源之一。中央政府的《發展規劃綱要》也確認了

這點。在這個穩固的基礎上，大灣區內城市未來幾年更多的交流將創造更多職位和機遇，提高社

會上流動力，促進經濟繁榮。不過，在確保經濟持續繁榮穩定並且惠及大眾方面，責任則在於大

灣區各地政府。 

  

當然，珠三角的「第二輪革新」並非解決香港固有挑戰的萬應靈丹，香港的問題仍然需要在香港

處理。不過，大灣區為香港帶來更多選擇。的確，我們不難想像到大灣區的前景——珠三角城市

的生活水平、營商自由和效率終有一天會更近似香港。 

 

跟多年前珠三角的情況一樣，香港企業和市民是否要到大灣區尋找更多機會，開拓更寬廣的未來，

完全由他們自行決定。年青人既然是未來社會的主人翁，就更應懂得衡量利弊。我相信很多人會

作出明智的選擇，我亦敢說，他們在大灣區的成就將會超乎想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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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項目背景 

 

本報告為一項華南大灣區研究的研究成果。該研究為期九個月，由 2022 基金會資助進行。 

 

本報告由香港顧問公司恩萊特司各特咨詢公司(Enright, Scott & Associates，以下簡稱 ESA)旗下

項目團隊在 Michael J. Enright 教授的監督下撰寫，主要資料來源包括項目督導委員會成員及職員

的意見和回饋、來自逾 60 名商界人士、研究員及政府官員的訪問和討論結果及書面回應，以及探

討現有報告、調查和文件所得的發現。有關廣東省發展項目的意見由廣州暨南大學教授封小雲提

供，香港大學教授 Patrick Low 和哥倫比亞大學和納沙泰爾大學教授 Petros Mavroidis 亦就歐洲

聯盟及世界貿易組織給予了寶貴意見。馮氏集團利豐研究中心旗下由張家敏、張煥然與陳啟業組

成的團隊負責協調本項目，並為研究補充了許多實質意見。 

 

本項目旨在闡述大灣區的經濟情況，識別機遇和挑戰，並提出有助大灣區未來發展的政策建議和

商業戰略。由於大灣區和大灣區建設涵蓋面甚廣，本研究並不打算囊括所有相關議題，而是聚焦

於特定的問題和機遇，並及時帶出具實用價值的研究意涵。 

 

除了主報告外，研究亦另外設有一份詳細補充大灣區資料的背景文件，兩份文件均可在 2022 基金

會網站(www.2022foundation.com)查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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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簡介 

 

粵港澳大灣區覆蓋廣東省珠江三角洲（「珠三角」）九個城市（東莞、佛山、廣州、惠州、江門、

深圳、肇慶、中山和珠海）及香港和澳門兩個中華人民共和國特別行政區（見圖表 2.1）。自七十

年代末中國在改革開放以來，港澳和珠三角之間的聯繫網絡就一直擴闊深化。中國分別於 1997 年

和 1999 年恢復向香港和澳門行駛主權後，三地關係就變得更為緊密，當中的經濟、社會、人際和

跨政府聯繫加速了該區的增長發展，同時大幅改善了人民的生活水平。 

 

時至今日，我們置身於大灣區互動合作的新時代。隨著主要基建連接網絡開通，粵港澳大灣區建

設領導小組正式成立，中央政府亦在 2019 年 2 月發布《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下稱《發

展規劃綱要》），為大灣區發展注入全新動力。 

 

這些發展項目為香港、香港人和香港企業帶來了龐大機遇。這些機遇主要來自大灣區的經濟規模

和增長、區內城市更緊密的互聯互通、經濟進一步向香港企業開放、區內以人為本的政策及發展

項目，以及香港在「一國兩制」框架下的獨特地位。香港企業能夠借此契機拓展固有角色，同時

發展新的定位，不論在立足已久或新興的地區均為傳統和新興行業發揮其功能。事實上，香港眼

前最龐大的經濟機遇，正正就是在大灣區內擴闊其角色、行業覆蓋及地理覆蓋。 

 

對香港人而言，這些新發展意味著他們有機會改善就業和民生前景、居住環境、就業出路和生活

選擇、文化休閒生活及整體福祉。大灣區建設不但為許多香港人開拓了新出路，更首次讓香港擁

有一個真正的「本地市場」和「腹地」的可能性，小型特色經濟一般面對的土地短缺、人口稠密、

成本過高和缺乏就業營商機會等掣肘得到緩解。香港的前景跟大灣區息息相關，各地之間的緊密

互動有望令大灣區晉升為國際舞台上一個「超級地區」。從多方面來看，這種互動只不過剛剛開

始。 

 

本文件餘下章節將會概述大灣區內幾個重大發展進程、區內進一步互動所面臨的挑戰、大灣區為

香港整體、市民和企業帶來的機遇，以及建設未來大灣區的構思。本文件並非囊括無遺，而是旨

在重點涵蓋有助大灣區未來發展的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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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表 2.1. 大灣區覆蓋的城市 

 

 

 

 

 

 

 

 

 

 

 

 

 

 

 

資料來源：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制及內地事務局，https://www.cmab.gov.hk/en/issues/bay_area.htm，

2018 年 8 月 5 日讀取。 

 

  

https://www.cmab.gov.hk/en/issues/bay_area.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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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大灣區的發展 

 

自中國內地於 40 年前開展改革開放政策以來，位於華南的大灣區成功蛻變成為世上最活躍的經濟

區域之一。在此期間，該區由一個落後地方發展成為經濟增長龍頭，其製造業、貿易、物流、旅

遊和金融領域在國際上舉足輕重。於 2017 年，大灣區的人口接近 7,000 萬，本地生產總值達 1.51

萬億美元，在世界各國經濟體中排名第 13（見圖表 3.1）。大灣區包括中國內地最大經濟體省份

——廣東省之經濟核心部分、重要國際金融及貿易中心——香港，以及世界頂級度假目的地——

澳門。大灣區擁有世界一流的國際航空貨運機場（香港）10、貨櫃吞吐量世界排名第三、第五及第

七位的港口（深圳、香港與廣州）11、全球第二大的首次公開招股中心（香港）12以及環球首屈一

指的娛樂場（澳門）。13 

 

圖表 3.1. 以美元列示的本地生產總值，2017 年 

排名 國家及地區 本地生產總值（萬億美元） 

1 美國 19.39 

2 中國 12.01 

3 日本 4.87 

4 德國 3.68 

5 英國 2.62 

6 印度 2.61 

7 法國 2.58 

8 巴西 2.05 

9 意大利 1.94 

10 加拿大 1.65 

11 南韓 1.54 

12 俄羅斯 1.53 

 大灣區 1.51 

13 澳洲 1.38 

 

來源：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經濟展望數據庫》，2018 年 4 月 17 日。 

 

                                                           
10 Airport Council International, “ACI World releases preliminary 2017 world airport traffic rankings,” 9 April 2018. 

11 American Association of Port Authorities, Port Industry Statistics, 2018. 

12 截至 2017 年第一季度的 20 年期間。 Enoch Yiu, “Hong Kong remains in pole position for IPOs,”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24 June 2017. 

13 “Las Vegas, Macau Casino Revenue Comparison Report,” Casino News, 21 February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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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化粵港澳合作 推進大灣區建設框架協議》（「框架協議」）於 2017 年 7 月簽署，而數個基

建項目亦順利完工，大大增加大灣區的內部及外部連通性。同時，龐大的消費市場正在冒起，加

上各地政府在積極合作的氣氛下為促進互動和增長所作的努力，以及中央政府最近發表的發展規

劃綱要——這些因素將進一步加快大灣區的發展步伐，讓大灣區成為未來數十年世上最成功的經

濟體之一。 

 

地區重鎮的崛起 

 

現稱為大灣區的經濟區域，可説是起源於中國經濟對外開放的實施，以及深圳經濟特區（位於香

港北面）及珠海經濟特區（位於澳門北面及西面）於 1979 至 1981 年間的設立。其後，該區域一

躍成為世上最活躍的地區經濟體之一。 

 

有賴三地之間的合作和互動，區內經濟從一開始就得以順利發展。大量香港企業及小部分澳門企

業開始把投資眼光放到廣東，首先進駐深圳與珠海，然後逐漸擴展至其他大灣區城市。九十年代

中期，香港製造及貿易公司在廣東省的僱員數目估計達 1,100 萬，比香港總人口多出好幾百萬。14

香港企業亦率先參與收費公路、港口和發電廠的投資與管理，為大灣區部分地區提供硬基建，同

時透過酒店、辦公大樓及設施方面的建設提升區內軟基建實力。15 

 

廣東省作為中國改革進程的領頭羊，吸引了全國各地的人才蜂擁而至，把握新機遇。廣東省總人

口由 1980 年的 5,230 萬，增加至 1997 年的 7,050 萬，至 2017 年達 1 億 1,170 萬。隸屬珠三角

經濟區的東莞、佛山、廣州、惠州、江門、深圳、肇慶、中山及珠海見證了一浪接一浪的經濟發

展（特別是珠三角東部和中部的深圳、東莞、廣州及佛山），其可分為四個階段：第一階段涉及

簡單裝組與基本建設；第二階段涉及多階段製造、零部件生產與物流；第三階段涉及更先進行業

的裝配製造、支援服務、研發與複雜基建；而第四階段則涉及先進製造、自主創新、高科技發展

與中高端服務。 

 

中國的改革開放政策讓香港的經濟受益匪淺，其 1980 至 1997 年的本地生產總值實際增長率為每

年 6.3%。於 1997 至 2017 年期間，儘管受亞洲金融危機、全球金融危機及其他環球經濟衰退所

影響，香港的本地生產總值仍保持每年 3.4%的實際增長。香港經濟結構早於 1997 年已經由製造

                                                           
14 Michael J. Enright, Edith E. Scott, and David Dodwell, The Hong Kong Advantage (Hong Kong: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15 Michael J. Enright, Chang Ka-Mun, Edith E. Scott, and Zhu Wenhui, Hong Kong and the Pearl River Delta: The Economic 

Interaction (Hong Kong: The 2022 Foundation, 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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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轉向服務業（服務業佔本地生產總值的 85.2%）16，並持續此發展趨勢。2016 年，服務業佔香

港本地生產總值的 92.2%，17當中金融服務、專業服務、貿易相關服務及旅遊業共佔 56.6%。18 

 

澳門經濟長期以來一直以博彩旅遊及輕工業為主。澳門政府於 2002 年結束博彩業的壟斷局面，而

新競爭者亦於 2004 年起開設娛樂場，促成澳門經濟急速發展。於 1999 至 2004 年期間，澳門經

濟增長率為每年 8.9%。這數字於 2004 至 2010 年期間上升至每年 13.2%，並於 2010 至 2017 年

期間維持於每年 6.6%。於 2016 年，旅遊業及博彩業佔澳門本地生產總值的 61.1%。19 

 

截至 2017 年，大灣區總人口數目接近 7,000 萬，本地生產總值達 1.51 萬億美元，人均本地生產

總值為 21,750 美元（見圖表 3.2）。廣州、深圳及東莞是大灣區人口最稠密的城市，而區內最大

經濟體分別是香港、深圳及廣州。澳門、香港及深圳的人均本地生產總值最高。有關大灣區各市

自 1980 年經濟急速發展之相關數據，請參閲圖表 3.3。 

  

圖表 3.2. 大灣區主要經濟指標，2017 年 

城市 

土地面積 

（平方公

里） 

人口 

（百萬） 

本地生產總

值（十億美

元） 

人均本地生產

總值 

（美元） 

本地生產總值

中第三產業的

佔比（%） 

出口額 

（十億美

元） 

已動用的外商直

接投資（十億美

元） 2 

大灣區 55,906 69.6 1,513.4 21,750 65.6 1,090.2 140.7 

香港 1 1,106 7.4 341.4 46,190 92.2 497.3 117.4 

澳門 1 31 0.7 50.4 77,600 93.4 1.4 1.5 

廣州 7,249 14.5 318.2 22,320 70.9 85.7 6.3 

深圳 1,997 12.5 332.0 27,120 58.6 244.6 7.4 

佛山 3,798 7.7 141.3 18,450 40.1 46.7 1.6 

東莞 2,460 8.3 112.2 13,530 52.3 104.0 1.7 

惠州 11,347 4.8 56.7 11,880 40.7 33.0 1.1 

中山 1,784 3.3 51.1 15,750 47.8 30.4 0.5 

江門 9,505 4.6 39.8 8,740 44.7 15.9 0.5 

珠海 1,736 1.8 38.0 22,100 48.0 27.9 2.4 

肇慶 14,891 4.1 32.6 7,940 38.3 3.3 0.2 

備註：1 香港及澳門之本地生產總值中第三產業的佔比一欄所示數字，乃 2016 年之數據。2 就 2017 年平均匯率而言，1 美元分別兌

7.794 港元、6.759 人民幣或 8.026 澳門幣；香港的出口包括來往中國內地的轉口貨物，當中主要涉及珠三角地區。 

來源：香港貿易發展局，《粵港澳大灣區統計數字》，2018 年 6 月 22 日。 

 

                                                           
16 香港政府統計處，〈（乙）以當時價格計算各經濟活動在本地生產總值內所估的百分比，一九八零年至一九九八年〉，《本地生產

總值（1961 年至 1999 年版）》，2000 年 3 月。 
17 香港政府統計處，〈按主要經濟活動劃分的本地生產總值 - 佔以基本價格計算的本地生產總值百分比〉，2018 年 5 月 11 日。 
18 香港政府統計處，〈四個主要行業的增加價值，專題文章：香港經濟的四個主要行業及其他選定行業〉，《香港統計月刊》，2018

年 5 月。 
19 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統計暨普查局，《澳門旅遊附屬帳》， https://www.dsec.gov.mo/TimeSeriesDatabase.aspx，2018 年 8 月

10 日讀取。 

https://www.dsec.gov.mo/TimeSeriesDatabase.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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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表 3.3. 大灣區各市之本地生產總值 

 

 

 

來源：香港政府統計處，廣東省統計局，澳門統計暨普查局。 

 

目前及未來的發展 

 

早於 2000 年代初，大灣區便開始以「大珠江三角洲」之名及强大綜合經濟區的地位聞名於世。20 

2009 年，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的「珠江三角洲地區改革發展規劃綱要（2008-2020 年）」得到

了國務院的批准。該文件為珠三角地區的進一步發展提供了藍圖，當中以深化經濟融合為重點，

並强調珠三角在中國改革開放進程中的持續領導作用。隨著框架協議於 2017 年 7 月 1 日簽署，為

大灣區帶來新一輪的發展勢頭。該協議正式確立已有的交流互動，並提供目的、目標及體制安排，

以促進區內各地之間的深化合作。中央政府更成立了粵港澳大灣區建設領導小組，由中共中央政

治局常委、國務院副總理韓正擔任領導小組組長，其首次會議於 2018 年 8 月舉行。此外，國務院

於 2019 年 2 月發布了有關大灣區的全面發展規劃綱要。這些發展有望大大加强大灣區各地之間的

互動和合作，讓各城市的獨特優勢得到充分發揮。 

                                                           
20 有關例子可參見 Michael J. Enright, Chang Ka-Mun, Edith E. Scott, and Zhu Wenhui, Hong Kong and the Pearl River Delta: 

The Economic Interaction (Hong Kong: The 2022 Foundation, 2003); Michael J. Enright, Edith E. Scott, and Chang Ka-Mun, 

Regional Powerhouse: The Greater Pearl River Delta and the Rise of China (New York and Singapore: Wiley, 2005); Michael J. 

Enright, Edith E. Scott, and Richard M. Petty, The Greater Pearl River Delta 6th edition (Hong Kong: Invest Hong Kong,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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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內連通性的提升 

 

針對交通基礎設施的大規模投資，大大促進了大灣區各地之間的互聯互通，其中包括最近開通、

把香港連接到內地高鐵網絡的廣深港高速鐵路、港珠澳大橋、澳門氹仔客運碼頭及連接廣東省大

灣區各市的其他重大投資。此外，新邊境管制站的啟用、電子過關系統的實施及過關程序的簡化，

亦使跨境交通更為便利。圖表 3.4 比較 2010 年和 2018 年由香港中環乘坐陸路交通前往大灣區的

一小時、二小時及三小時可達範圍。相關範圍乃根據已公布的列車時刻表、Google 地圖及 ESA 的

路程資料估算。火車站周邊的圓圈顯示區內的鐵路交通比公路快捷。我們從圖表可見，大灣區各

地之間的連通性因新落成的交通網絡而發生重大變革。 

 

圖表 3.4. 由香港中環出發的大灣區陸路交通可達範圍，2010 年及 2018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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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恩萊特司各特咨詢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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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的是，互聯互通的程度一直影響著大灣區的經濟發展。在 1980 年，位於澳門北面的珠海市及

中山市的本地生產總值總和比深圳市和東莞市的總和稍高，但到 2016 年，深圳和東莞的總和已經

比珠海和中山高 3,660 億美元。至少直至 2000 年代中期，生產總值差異的主要原因在於深圳和東

莞在出口方面的表現較優。絕大部分出口均來自外資企業的業務，而在廣東省珠三角的外商直接

投資之中，有 85%是集中於距離香港三小時車程的區域內，這是因為注資外商來自香港，而且香

港亦是大型跨國企業的所在地及區內的貿易和物流中心。這些因素導致大灣區廣東各地的發展速

度各有不同，即與香港連通性較高的地域發展速度較快，而與香港連通性較低的地域發展速度則

較慢。21 

 

廣東三大都市群——廣佛肇、深莞惠及珠中江一直在規劃、經濟發展、運輸及行政流程方面通力

合作，而香港與深圳、澳門與珠海之間亦有大量的合作計劃。大灣區各地經濟均受惠於 2003 年實

施的《內地與香港關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與《內地與澳門關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

安排》（下稱 CEPA）以及其後續的相關補充協議，而香港與澳門亦於 2017 年簽訂《香港與澳門

關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此外，廣東省各地成立了大量的粵港澳合作區，並設特別稅

務、投資、基礎設施及其他配套政策，吸引來自港澳人士投資和移居。 

 

CEPA、自由貿易區及合作區 

 

中央政府推出了多項政策，以支持大灣區的經濟融合，同時推動各地之間的合作。CEPA 是 2003

年內地分別與香港及澳門簽訂的自由貿易協議22，直至 2018 年更進一步簽訂了十份補充協議及五

份子協議。由於香港及澳門的經濟制度相對自由，CEPA 協議的內容主要圍繞開放內地市場予香港

與澳門的企業，特別在服務業方面。向香港與澳門企業開放的服務行業達 153 個（佔世界貿易組

織 160 個服務行業的絕大部分），當中港澳企業在內地設立公司（即以「商業存在」的方式立足

於內地）方面可享有國民待遇的有 62 個。雖然 CEPA 是適用於整個中國內地而並非專為大灣區而

設的安排，粵港澳三地緊密的地緣關係令 CEPA 的成效主要反映於大灣區內。 

  

                                                           
21 Michael J. Enright, Chang Ka-Mun, Edith E. Scott, and Zhu Wenhui, Hong Kong and the Pearl River Delta: The Economic 

Interaction (Hong Kong: The 2022 Foundation, 2003) and Michael J. Enright, Edith E. Scott, and Chang Ka-Mun, Regional 

Powerhouse: The Greater Pearl River Delta and the Rise of China (New York and Singapore: Wiley, 2005). 

22 CEPA 已根據關貿總協定第二十四條（就其貨品組成部分）及服務貿易總協定第五條（就其服務組成部分）向世貿組織通報。所有世

貿組織成員均有採用此類性質的優惠協議，而上述條款為世貿合規方面設立法律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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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表 3.5. 《內地與香港關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條款概覽 

領域 詳情 

貨物貿易 

所有於香港製造並符合 CEPA 原產地規則的貨物在進口到內地時均可享有零

關稅。截至 2018 年 11 月，已批出 168,000 份 CEPA 香港原產地證書，主

要產品類別包括食物與飲料、塑膠與塑膠製品、紡織品及服裝。於 2018 年

12 月 14 日在 CEPA 框架下簽署的《貨物貿易協議》亦訂明多個便利貿易的

措施，以促進大灣區的貨物流動。 

服務貿易 

香港服務提供者（HKSS）在內地市場的各種服務領域享有優惠待遇。自

2016 年 6 月實施《服務貿易協議》以來，內地對香港服務提供者作全面或

部分開放的行業有 153 個，佔 160 個服務貿易行業的絕大部分。香港專業團

體亦與內地監管機構簽署多份有關專業資格互認的協議，方便香港專業人員

進入內地市場。 

投資 
2018 年 1 月 1 日起，CEPA 的投資範圍已擴大至非服務業。此外亦推出了多

項新措施，以促進及保障香港與內地之間在服務業及非服務業方面的投資。 

經濟與技術合作 

《經濟技術合作協議》綜合並更新了 CEPA 協議中所列的經濟與技術合作活

動，同時新增了 12 個新合作領域，包括香港在「一帶一路」建設及次區域

合作方面的參與。 

備註：中國內地與澳門所簽訂的 CEPA 文件和中國內地與香港所簽訂的 CEPA 文件大致相同。 

 

來源：香港貿易發展局。 

 

中國（廣東）自由貿易試驗區（廣東自貿區）於 2014 年獲國務院批准成立，並於 2015 年正式運

作。廣東自貿區由廣州南沙新區（佔地 60平方公里）、深圳前海蛇口片區（佔地 28.2 平方公里）

和珠海橫琴新區（佔地 28 平方公里）三個部分組成，並獲中央政府指定為中國經濟進一步開放的

先行者、粵港澳合作示範區，以及促進三地服務貿易自由化的地點。23這亦是中央及地方政府測試

新政策與探索新發展模式之處，以期讓內地經濟發展走上國際軌道，促成與香港及澳門經濟的融

合。24在成立之際，廣東自貿區針對六個領域推出 34 項開放措施，涉及製造業、金融服務業、海

運服務、商業貿易服務、專業服務與科技，以及文化服務。其後亦推出 28 項措施以開放六個服務

領域予港澳企業，包括金融、海運、商業貿易、專業服務、科技與文化服務，以及社會公共服務。

25, 26 

                                                           
23 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中國（廣東）自由貿易試驗區總體方案》，2015 年 4 月。 

24 “Guangdong FTZ issues plan to deepen reform and opening up,” Newsgd.com, 25 May 2018.  

25 廣東自由貿易區，〈中國（廣東）自由貿易試驗區制度創新和政策措施〉，2015 年 2 月 14 日。 

26 自由貿易區和類似的合作安排被世貿組織成員廣泛使用，並非個別的世貿組織規定所針對的議題。該等安排乃根據世貿組織有關反

歧視的一般條款就其一致性予以評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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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東自貿區預期將利用與香港及澳門的聯繫，幫助內地市場發展，讓其走向世界，目標是透過健

全的法律框架、更開放的經濟制度及與港澳的深度合作，創造國際化及市場領導的營商環境。27 

2018 年發佈的《進一步深化中國（廣東）自由貿易試驗區改革開放方案》推出多項深化改革措施，

包括精簡行政管理、下放更多權力予廣東自貿區、改革商業系統和營運登記、加強市場監管、實

行市場准入輕便化與監管透明化、加强知識產權保護，以及向外資進一步開放服務業。符合條件

的中外資金融機構將獲得支援，以鼓勵股權和業務合作，而優質外國人才在生活安排、醫療保健、

子女教育、業務和研究方面亦可享有更多優待。28就廣東自貿區計劃而言，不論是 2015 年的出台

方案或 2018 的措施，均有大量章節關於推動與港澳的合作及進一步向港澳投資者開放市場。主要

措施包括：促進粵港澳服務貿易進一步自由化、改善區內的商業及管理標準，以及建立有助區內

和對外合作的制度性機制。 

 

於 2015 年，廣東省政府批准建立 13 個粵港澳服務貿易自由化示範基地，當中有八個位於珠三角

地區，其餘五個位於廣東省其他地方（見圖表 3.6）。示範基地設有一系列優惠政策，包括：符合

資格的企業只需繳納 15%的企業稅、當地工作的港澳居民可就稅收支出獲得補貼、關稅優惠政策、

港澳居民創立的初創企業可獲支援等。 

 

圖表 3.6. 位於珠三角的粵港澳服務貿易自由化示範基地 

示範基地 焦點行業 

廣州天河中央商務區 總部經濟、金融服務及專業服務 

廣州琶洲國際會展中心區 會展經濟、總部、高科技及商貿 

前海深港現代服務業合作區 
金融、物流、軟件和信息、科技創新、創意設計、專業服務、跨境電

子商務、教育及醫療保健行業 

珠海橫琴新區 
商業服務、休閑旅遊及度假勝地，以及教育、文化和創意、高科技行

業 

佛山南海粵港澳合作高端服務示範

區 

國際金融後勤中心及服務外判中心；延伸自港澳的金融、代理、信

息、物流，文化及創意服務 

東莞松山湖粵港澳文化創意產業實

驗園區 

創意設計、品牌授權、動畫製作、網上遊戲、網上文化、影片文化，

及其他文化內容行業 

中山翠亨新區 設備製造、中藥、商貿、教育、旅遊及金融服務 

江門大廣海灣經濟區 
香港及澳門服務公司的後勤服務基地；港澳中小企和青年創業、科技

合作、旅遊、安老及其他公共服務 

來源：彙編自多份政府文件。 

 

                                                           
27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行政長官出席中國（廣東）自由貿易試驗區掛牌儀式〉，2015 年 4 月 21 日。 

28 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進一步深化廣東自由貿易試驗區改革開放〉，2018 年 5 月 2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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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地政府之間的互動 

 

近年來，大灣區各地政府之間的官員互動頻密，其可見於包括港珠澳大橋及廣深港高速鐵路香港

段等的基建合作項目，以及於 2003 年粵港合作聯席會議成立的 15 個專責小組。29這些專責小組

負責就聯席會議指定的具體範疇進行研究、跟進並實施合作項目。自 2003 年以來，聯席會議亦新

增了 12 個專責小組，詳情可見圖表 3.7。此外，大灣區各地的官員亦積極到訪東南亞各國推廣大

灣區，吸引外資。舉例而言，香港特別行政區的投資推廣署署長曾出訪越南和泰國，推介大灣區

的發展商機以及香港作為平台在把握這些商機方面的優勢。 

 

中央政府亦特意成立粵港澳大灣區建設領導小組，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國務院副總理韓正擔

任組長，成員包括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澳門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以及廣東省與國家發展

和改革委員會的代表。領導小組會議將有助大灣區三地政府進一步加强互動和合作，而最近發布

的發展規劃綱要亦可起同樣的作用。鑒於發展規劃綱要的重要性，下文將對其詳細描述。  

 

圖表 3.7. 粵港合作下的專責小組 

小組 年份 

落實「內地與香港關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 專責小組 2003 

粵港口岸合作專責小組 2003 

協調粵港跨界大型基礎設施建設項目專責小組 2003 

推介大珠三角專責小組 2003 

粵港旅遊專責小組 2003 

粵港傳染病情況交流與通報機制專責小組 2003 

粵港高新技術合作專責小組 2003 

粵港教育合作專責小組 2003 

粵港保護知識產權合作專責小組 2003 

擴大粵港經濟合作腹地專責小組 2003 

粵港經貿合作研討會專責小組 2003 

粵港文化體育合作專責小組 2003 

粵港信息交流專責小組 2003 

銅鼓航道專責小組 2003 

粵港持續發展與環保合作小組 2003 

粵港信息化合作專責小組 2007 

粵港加工貿易轉型升級專題專責小組 2007 

粵港社會福利合作專責小組 2007 

                                                           
29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兩地首腦主持粵港合作拓展新領域〉，2003 年 8 月 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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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海深港合作聯合專責小組 2007 

港深邊界區發展聯合專責小組 2007 

港深西部快速軌道合作聯合專責小組 2009 

粵港金融合作專責小組 2009 

粵港應對氣候變化聯絡協調小組 2011 

穗港合作專責小組 2011 

港珠合作專責小組 2014 

粵港清潔生產合作專責小組 2015 

粵港質量和檢測認證工作專責小組 2016 

來源：香港特別行政區。 

 

大灣區內的環、圈、城市及城市群 

 

大灣區正發展出一套獨特的空間佈局與分工。一個「內發展環」正在形成，由香港通過深圳、東

莞、廣州、佛山、中山及珠海，直達澳門。大規模的基建投資，包括高鐵香港段、港珠澳大橋、

虎門二橋、深圳中山大橋，以及廣東省多條高速公路與鐵路，將會確保「內環」中從某城市到另

一城市只需一至兩個小時。這些基建所締造的「一小時生活圈」及「兩小時生活圈」將有效促進

更緊密的買賣、合作與競爭關係30，使圈內任何城市的經濟及商業發展都能夠拓展至其他城市。 

 

就「內環」而言，人口超過一億的廣州將繼續擔任廣東省之省府及行政中心，並將擴展其定位成

為廣東省的企業總部、營銷辦事處及政府關係部門之核心點。此外，廣州亦繼續會是廣東的主要

教育中心、市場、國內物流中心、國內銀行中心以及國企的所在地，並持續領導日益先進的製造

行業，同時提升其在消費者和工商業支援服務領域方面（包括科技服務及物流）的地位。未來發

展方面，廣州計劃打造一個由現代服務業和先進製造業帶動的經濟，並將發展焦點放在七個工商

業支援服務行業（金融、物流、信息服務、電子商務、科技服務、會展及商業服務）以及一系列

消費者服務行業（文化產業、旅遊、體育、醫療保健、家庭服務、安老、教育、房地產及餐飲

業）。廣州的工業支柱有汽車、電子信息、石化工業及先進設備生產，並將繼續致力培育具戰略

性的新興行業，聚焦於新時代信息科技、生化與健康、新材料及高端設備生產、新能源汽車、新

能源開發、節能與環保，以及動畫製作、遊戲製作及創意行業。 

 

深圳將成為中國領先的高科技創業中心、國內外高科技公司的製造基地、研發中心、主要物流中

心、先進服務中心及金融中心，其經濟發展將日益受惠於進駐大灣區的企業及區內湧現的新概念，

                                                           
30 大灣區城市的潛在經濟軌跡，乃根據顧問對當地經濟歷史、實力和政策的評估，以及市場力量和企業策略

而得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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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將繼續吸引全中國的人才前來工作。深圳可能會是大灣區中最具活力和適合科技企業的城市，

因此預期會看到當地有更多的風險資及相關金融活動。深圳擬擴展其新興及戰略性行業，包括集

成電路、新型顯示屏幕、基因科技、高端醫學成像、新能源汽車、高端材料、數碼內容、節能以

及環保設備、器材與科技，並提升對「未來產業」的支援，包括生命及醫療科學、航天科技、機

械人科技、可穿戴設備以及智能設備。焦點服務行業則包括科技服務、專業服務，以及商貿、貿

易、會展及旅遊服務。深圳亦正計劃利用先進製造技術及信息科技為傳統行業升級，同時致力發

展成為國際金融創新中心及國際物流樞紐。 

 

香港將繼續成為大灣區中最國際化的城市。香港是一個擁有悠久歷史的國際城市，其擁有獨特的

司法和行政制度，以及市場導向的經濟。貨物、資金、信息及人員可自由流動。另一方面，中國

內地採取漸進和選擇性的開放政策，而香港可靈活穿梭於中國內地市場和國際市場之間，享有獨

特優勢。這些優勢，令香港能夠在區域的國際金融、國際貿易投資以及國際營銷方面扮演重要角

色，並發掘區域内的各種資訊和想法。在大灣區經濟體轉為知識密集之際，掌握信息就顯得更加

重要。考慮到上述的特性以及與大灣區西部連接大幅改善，香港預期將繼續為國外企業、實行國

際化的中國企業，以及經營國內外業務企業的駐地。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已將金融服務、貿易與

物流、旅遊業及專業服務列為香港經濟的四大主要支柱行業，亦定出須予以重點發展的多個行業，

包括文化及創意行業、醫療服務、教育服務、創新科技、測試和認證服務以及環保行業。  

 

東莞與佛山將透過實施自動化及物聯網、發展先進設備及機械人產業，以及提升傳統業務的在地

設計與工程能力，為其製造業進行大幅度升級。當地亦將發展較新穎的高科技行業，吸引深圳與

廣州的生產廠房搬到當地。升級後的生產基地將與深圳與廣州共同享有完善配套，包括强大的物

流、後勤部門以及其他工商業支援服務。東莞計劃發展的主要行業包括電子信息產品（通信設備、

智能終端、消費類電子產品和電子元件）、設備製造（機械人和關鍵部件、智能傳感器和儀器、

高速和高精度製造設備、節能環保設備、汽車零件、主要智能設備和電子產品）、文化產業和旅

遊、金融、物流（第三和第四方物流、保稅物流、冷鏈物流和快遞物流）及電子商務。佛山則計

劃利用智能製造、機械人及自動化技術，並採取「互聯網+」策略為其製造業升級，以建立一個設

備製造業基地，包括智能製造設備、汽車製造和新能源設備。佛山的主要工商業支援服務領域包

括創新和創業、工業金融、快遞和物流、交易會和展覽、科技、電子商務、工業設計及服務外判。 

 

珠三角西部地區廣泛的鐵路與高速公路發展，加上高鐵香港段、港珠澳大橋、虎門二橋及深圳中

山大橋的開通，將讓珠海和中山大大受惠。大灣區東部和西部的連接可產生溢出效應，讓東部的

部份製造業活動轉移到西部，同時維繫地區供應鏈的運作。珠海預期將成為珠三角西部製造商和



    
 

 

26 

 

其他業務的服務中心及旅遊休閒產業的中樞，而後者部分來自澳門的外溢。珠海的重點行業包括

先進製造業（海洋工程設備、航空及航天、鐵路運輸設備、新能源汽車、電器及電子設備、智能

製造、石化工業、3D 打印機、醫療設備、遊艇、精細化學品及工作機械）、高新技術產業（軟件、

集成電路設計、流動互聯網、智能電網、物聯網、生物醫藥、新材料、智能機械人、海水淡化設

備及可穿戴設備）、高端服務業（金融、商業和展覽、總部經濟、休閒旅遊、高端物流、文化創

意及技術服務）以及海洋經濟和生態農業。另一方面，中山擬就先進製造、家用電器、電子信息

產品及健康醫療行業建立產業集聚區。在先進製造業方面，中山將專注於智能製造、船舶和海洋

工程設備、新能源設備、汽車製造、節能和環保設備，以及衛星和應用。服務方面，中山銳意把

焦點放在新型融資、文化創意、物流、研發服務、專業服務、信息技術服務、電子商務及醫療保

健。 

 

作為環球熱門度假勝地，澳門將更緊密地融入作為世上最活躍經濟區之一的大灣區。在將來，大

灣區東部和中部較富裕的居民到訪澳門將變得更方便，而隨著澳門與區內各個機場之間的交通漸

趨暢達，世界各地的旅客前來澳門亦會更簡便。與此同時，與珠海的合作將容許休閒和商業活動

的發展超越澳門本身能達到的規模。澳門的支柱及未來產業將由旅遊業主導，所涉範疇亦會由博

彩活動進一步拓展至表演、娛樂、商務會議和相關活動等。此外，澳門將加大在研發方面的投入，

推行「智慧城市」策略，為中小企提供額外支援，加强各界之間的溝通，推廣中醫藥，並且支持

金融租賃和財富管理活動。 

 

同時，位於「外環」的惠州、肇慶及江門將受益於大量的基建投資以及從「內環」延伸出去的發

展勢頭。這些城市將陸續為整個大灣區提供重工業基礎，包括化學品、金屬、紙張、電力和設備

相關行業，同時受惠於「內環」的溢出效應。部分企業已經開始把位於「內環」的傳統及高科技

產業轉移至「外環」，並於當地進行投資。惠州擬加強其現有的兩大支柱製造業——電子信息和

石化，並致力將汽車和設備製造及清潔能源發展為新的支柱產業。服務行業方面，惠州將加快物

流、休閒度假、金融及其他現代服務業的發展，並亦計劃培育戰略性新興產業，為家電、服裝、

鞋類等傳統產業升級。另一方面，江門致力成為軌道交通、重型卡車和商用車、新材料和新能源

設備、教育設備及健康食品產業的集聚區，並為其傳統製造業升級，發展商貿、物流、旅遊、農

業及海洋經濟產業。就肇慶的製造業而言，其將聚焦於新能源汽車、汽車及零部件、智能設備製

造、變壓器及其他輸電設備、高端新型電子信息產品、新材料、生物醫藥及節能環保產品，並將

繼續發展工商業支援服務和消費者服務，培育康樂和體育產業，同時探索電子商務、物聯網、大

數據、文化創意和互聯網金融等新興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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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灣區珠三角部分的三個城市群——廣佛肇、深莞惠及珠中江的合作與互動將帶動區內發展。這

些城市群由日益融合的城市組成，在基礎設施、規劃、經濟發展，甚至行政方面（在某些情況下）

均有積極的合作，有助整合資源，讓各地域發揮獨有優勢，分享經驗，從而推動大灣區發展。在

融合方面，廣州和佛山走得最前，其綜合公共交通網絡、規劃及鄰近地區發展項目均配合這方面

的發展。深圳則一直協助部分企業搬遷到鄰近的東莞和惠州，以刺激莞惠經濟，同時為深圳的高

增值業務騰出空間。目前珠中江之間的合作雖仍未及其他城市群，但隨著大灣區西部發展，珠中

江可能會成為未來的一大焦點。 

 

4. 大灣區面臨的挑戰 

 

雖然大灣區是全球最具活力的經濟區域之一，並且有望保持良好的發展勢頭，但在進一步促進經

濟互動並發揮各地潛力方面，仍然面對一系列的障礙。大灣區十一個城市雖在一個國家内，但涵

蓋三個省級行政區、三個獨立關稅區以及三個世貿組織成員，因此許多障礙其實都是必然結果。

中央政府及各地方政府堅定貫徹有關香港特別行政區及澳門特別行政區的「一國兩制」安排，並

維護大灣區中三個獨立關稅區及三個世貿組織成員各自的地位。在政府和商界眼中，這種互補性

亦是大灣區的一項重要優勢。然而，區內不同司法制度的存在畢竟會為大灣區帶來一定的挑戰。 

 

不同的法律和監管制度 

 

廣東省、香港和澳門的法律制度各有差異，企業須同時遵從數個制度的法規。此外，在廣東省的

大灣區城市中，法律與法規在不同城市的實施亦可能不一致。畢馬威和香港總商會 2017 年大灣區

調查反映「法律與法規的一致性」被視為大灣區能否邁向成功的其中一項取決因素，而畢馬威、

香港總商會及滙豐於 2018 年進行的同樣調查亦顯示「政策與監管方面的模糊、不確定性和不熟悉」

是對大灣區業務規劃最大的挑戰，有 68%的受訪者表示認同。31香港美國商會及益普索的 2018 年

調查也發現，缺乏透明度、法治薄弱及政策不確定性是企業在大灣區擴展業務所面對的障礙。32 

 

                                                           
31 畢馬威中國及香港總商會，《大灣區規劃：驅動成功的關鍵》，2017 年 9 月；畢馬威中國、滙豐及香港總商會，《探索大灣區：第

二份驅動成功的關鍵年度調查報告》，2018 年。 

32 AmCham Hong Kong and Ipsos Business Consulting, AmCham Hong Kong 2018 Business Sentiment Survey, May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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貨物流動方面的摩擦 

 

大灣區內有不同的關稅區，貨物在通過廣東省、香港及澳門三地之間任何邊界時必須進行清關。

一般而言，大灣區的關稅屬於低水平。香港和澳門屬自由港，一般進口無須繳付關稅。中國內地

對一般進口實施六種不同關稅稅率，但平均稅率已由八十年代初逾 50%降至 1992 年的 32%，再

進一步下降至 2016 年的 3.5%。根據 CEPA，香港和澳門生產的大多數商品都可免稅進入中國內

地。然而，即使實施低關稅或無關稅政策，貨品仍須備有原產地證明並進行清關，而相關程序在

廣東省、香港、澳門甚至廣東各城市之間均有不同。33畢馬威、香港總商會及滙豐的 2018 年大灣

區調查指出，大灣區缺乏一套綜合的海關行政管理、流程和標準，是必須克服的一個重要障礙，

以促進區內的貨物流通。34香港貿發局則指，由於廣東省、香港和澳門是三個獨立的關稅區，各自

有一套進出口清關流程、產品標準及檢驗檢疫制度，大灣區的物流效率因此受影響。35 

 

服務方面的摩擦 

 

透過 CEPA，中國內地已向香港及澳門企業開放 160 個服務行業中的 153 個。然而，當中港澳企

業在內地可享有國民待遇（即以「商業存在」的方式立足於內地）的只有 62 個。專業資格與投資

方面的限制，加上其他障礙，導致服務提供者無法在大灣區自由營運。由於服務業佔香港與澳門

經濟相當大部分，這方面的影響對港澳企業尤其嚴重。舉例而言，香港與世界其他地區於 2016 年

的「其他商業服務」（其包括專業服務、創新服務、工程服務、建築服務和貿易相關服務）貿易

順差為 178 億港元，但同年與中國內地在相同領域則錄得 143 億港元的貿易逆差。受訪者認為，

該數字主要是由於香港企業無法進入內地市場所致。36 

 

金融方面的摩擦 

 

中國內地、香港與澳門擁有不同的金融體制及貨幣。在香港和澳門，資金可相對自由進出，但在

資本賬戶封閉的中國內地則並非如此。這種狀況嚴重影響大灣區跨地業務的營運，同時阻礙個人

消費者跨境支付系統的引入。雖然香港與中國內地有大量金融業務，特別是在香港證券交易所和

                                                           
33 L Leung, D Ho, C Wong, W Cheung, S Ng, D Mo, E Wong, Y Wang, E Wu, Logistics and Trade Facilitation in Guangdong-

Hong Kong-Macau Bay Area: Stakeholders Concerns, Comments from Central Government, and Policy Recommendations, 

Guangdong-Hong Kong-Macao-Bay Area Economic and Trade Association, November 2017. 

34 畢馬威中國、滙豐及香港總商會，《探索大灣區：第二份驅動成功的關鍵年度調查報告》，2018 年。 

35 香港貿易發展局，《粵港澳合作升級大灣區物流服務》，2018 年 7 月。 

36 香港政府統計處，《2016 年香港服務貿易統計》，2018 年 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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貿易融資方面，但香港並未能充分發揮其金融專業的優勢，而佔地僅 15 平方公里的前海即使被定

位為金融試驗及開放區域，其影響力如何仍有待觀察。多項調查發現，資金流動性上升將會是大

灣區發展的重要推動力。37畢馬威、香港總商會及滙豐的 2018 調查亦指出「跨境資金流動性」是

大灣區業務規劃的第三大挑戰。 

 

數據信息方面的摩擦 

 

大灣區內的三個獨立司法系統在數據、信息、社交媒體和互聯網方面均有不同的制度。中國內地

就國家和社會安全理由，設立「防火長城」把中國互聯網分隔起來，並封鎖了 Google、

Facebook、YouTube、Twitter、Instagram、Dropbox 及許多外國新聞機構的網站。我們發現，

香港排名首四個網站（根據 Similarwebs.com 於 2018 年 11 月列示的數據）均被中國互聯網封

鎖，而十大及 20 大香港網站中則分別有七個和至少 12 個被封鎖。38中國網絡安全法要求有關內

地個人及組織的數據必須存放於中國，而內地官員可讀取其視為重要的數據。此措施導致大灣區

的企業難以統一其數據系統。此外，許多跨國企業不太可能把環球數據存放於中國內地，造成數

據信息系統分散化。這種制度上的差異，將使大灣區內的數據信息流動不像世上許多其他地方般

自由。 

 

人員流動方面的摩擦 

 

2018 年 8 月，中央政府取消了港澳人民在中國內地就業須辦理許可證的規定，方便相關人士在內

地工作和生活。然而，就社會保障（社保）方面，港澳人士的待遇與內地居民不盡相同。港澳與

內地在發展水平、法律制度、教育制度、醫療制度及稅制（內地個人入息稅最高為 45%，香港和

澳門分別為 15%和 12%）方面也存在差異，導致於廣東省工作和生活的概念對港澳居民而言缺乏

吸引力。香港中文大學於 2017 年及 2018 年進行的調查顯示，大部分香港人認為搬到珠三角「不

可行」或對此表示「不知道」。主要原因包括信息自由度不足、交通不便及健康與安全問題（見

圖表 4.1 及 4.2）。另一方面，由於制度上的區別、獨有環境因素以及港澳面積較小，港澳採取的

入境政策對外來人口（包括來自廣東省的人士）在港澳生活和工作方面實施限制。 

 

 

                                                           
37 有關例子可參見畢馬威中國及香港澳洲商會，《貫通大灣區機遇》，2018 年 11 月; CPA Australia, Greater Bay Area Initiative: 

Factors Important to its Success: Report on CPA Australia’s Greater Bay Area Member Survey, 2018；畢馬威中國、滙豐及香

港總商會，《探索大灣區：第二份驅動成功的關鍵年度調查報告》，2018 年。 

38 〈香港熱門網站排名〉，https://www.similarweb.com/top-websites/hong-kong，2018 年 11 月 16 日讀取。 

https://www.similarweb.com/top-websites/hong-kong，2018年11月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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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表 4.1. 您認為香港人將來於大灣區城市居住，並在香港工作，是否可行？ 

  2018 年 5 月 

(%) 

2017 年 5 月 

(%) 

不可行 40.2 42.2 

可行 37.7 35.4 

不知道／很難說 22.1 22.4 

來源：香港中文大學香港亞太研究所。 

 

圖表 4.2. 如您認為香港人於珠三角城市居住並在香港工作不可行，主要理由是什麼？ 

  2018 年 5 月 

(%) 

2017 年 5 月 

(%) 

信息自由度不足 29.3 27.5 

交通仍不方便 23.0 26.2 

內地城市食品安全問題 10.1 12.8 

公共安全問題 9.4 8.9 

醫療水平較低 4.9 6.2 

環境污染嚴重 3.5 4.6 

教育水平較低 0.7 1.0 

其他 14.6 10.5 

不知道／很難說 4.5 2.3 

來源：香港中文大學香港亞太研究所。 

 

對大灣區缺乏了解 

 

不同的制度、不同的背景，以及歷史上的分隔，造成大灣區內居民對大灣區的概念相對缺乏了解。

2017 年 11 月一份有關大灣區的跨境研究發現，833 名受訪年輕人中超過 55%從未聽過大灣區，

而 321 位在內地讀書或工作的香港年輕人中，接近六成也從未聽聞大灣區。報告亦指，許多香港

年輕人少接觸內地的生活方式和工作文化，對大灣區的發展會構成障礙。392018 年由香港中文大

學進行的調查指出，有 64.6%的香港受訪者指他們在過去 12 個月沒有到訪珠三角九個城市中的任

何一個，而 20.2%的受訪者表示只到訪了一至兩次。40另外，在 2015 年 12 月進行的有關香港到

                                                           
39 調查由明匯智庫、香港廣東青年總會、廣東省社會科學院及香港樹仁大學共同進行。另見 Billy SK Wong, “What’s the Greater 

Bay Area plan? Hong Kong’s young people don’t know either, with half having never heard of it,”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23 November 2017.   

40 香港中文大學香港亞太研究所，〈有關粵港澳大灣區城市群發展規劃的民意調查〉，2018 年 5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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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地跨境旅客的調查中，發現跨境前往内地的香港居民中有 92%以珠三角為目的地，當中到深圳

的有 69%、東莞的有 8%、廣州的有 6%，只有少部分前往珠三角的其他地區。41 

 

勞動力問題 

 

許多調查經已指出，大灣區如要發揮其潛力，就必須加强勞動力方面的發展。在香港美國商會及

益普索於 2018 年 5 月發布的報告中，「人才短缺」已被列為大灣區的一項重大問題。42華南美國

商會亦發現，「人力資源成本增加」及「缺乏合資格人才」是在華南營運業務的三大挑戰中的其

中兩項，而當地勞動力亦被認為不像中國其他地區般發達。43澳洲會計師公會成員亦報告指，香港

如要充分把握大灣區的機遇，其勞動人口需要更多的創造性和創新思維，實踐明辨式思考，並且

對整個世界有更好的了解。44由此看來，各行各業的商會均希望大灣區的勞動人口質素得到改善，

以提升整個地區的發展能力。本項目的受訪者亦提出兩個主要問題。第一，很少畢業生與離校生

在進入勞工市場時已配備所需的就業技能；第二，擁有相關背景和知識，能夠在大灣區數個管轄

區有效工作的區內人才也不多。這兩方面均必須予以改善，方能使大灣區發展更進一步。 

 

區內的對抗性競爭與恐懼 

 

雖然大灣區各地的互動和合作日益增加，部分受訪者指出協調性不足的問題仍然有待解決。香港

美國商會及益普索發現，大灣區各市之間的對抗性競爭對當地整體發展構成一大挑戰。45部分城市

在投資和旅遊推廣方面有所合作，而部分則沒有，有時更會出現各地為吸引同類型行業而推出性

質類似的發展計劃，互相搶走對方駐地業務的情況。香港和澳門有其獨特的歷史、特別行政區地

位和世貿組織成員資格，在經濟方面亦享有自主權，導致港澳有時會被視為擁有特殊恩惠或待遇。

另一方面，港澳企業往往認為內地經濟比港澳更封閉。與中國內地龐大人口相比，港澳相對較小，

導致有人認為與大灣區內地部分的互動增加會為特區獨特的生活方式帶來負面影響。在大灣區充

滿未來的願景中，區内的對抗性競爭與恐懼往往被忽略，但無視它們就等同低估更廣泛經濟互動

與合作方面的挑戰。任何促進大灣區各地互動合作的舉措，都必須考慮這些因素，方可取得成功。 

  

                                                           
41 香港政府統計處，〈2015 年跨界旅運統計調查〉，《香港統計月刊》，2017 年 6 月；香港規劃處，《北往南來：二零一五年跨界

旅運統計調查》，2016 年。 

42 AmCham Hong Kong and Ipsos Business Consulting, AmCham Hong Kong 2018 Business Sentiment Survey, May 2018. 

43 華南美國商會 ，《2018 年華南地區經濟情況特別報告》，2018 年 2 月。 

44 CPA Australia, Greater Bay Area Initiative: Factors Important to its Success: Report on CPA Australia’s Greater Bay Area 

Member Survey, 2018. 

45 AmCham Hong Kong and Ipsos Business Consulting, AmCham Hong Kong 2018 Business Sentiment Survey, May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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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 

 

如上所述，國務院在 2019 年 2 月發表了《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列出大灣區的發展部

署。本節將著眼於經濟層面，簡略概括文件內容。 

 

前言 

 

《發展規劃綱要》的前言指出： 

 

建設粵港澳大灣區，既是新時代推動形成全面開放新格局的新嘗試，也是推動

「一國兩制」事業發展的新實踐。為全面貫徹黨的十九大精神，全面準確貫徹

「一國兩制」方針，充分發揮粵港澳綜合優勢，深化內地與港澳合作，進一步提

升粵港澳大灣區在國家經濟發展和對外開放中的支撐引領作用，支持香港、澳門

融入國家發展大局，增進香港、澳門同胞福祉，保持香港、澳門長期繁榮穩定，

讓港澳同胞同祖國人民共擔民族復興的歷史責任、共享祖國繁榮富強的偉大榮光，

編制本規劃。46 

 

背景 

 

《發展規劃綱要》的「規劃背景」闡述了大灣區的獨特地理優勢、雄厚經濟實力、創新要素集聚、

領先國際化水平及穩固合作基礎。文件亦解釋了大灣區面臨的機遇和挑戰，例如社會瞬息萬變、

社會結構更加複雜、國際聯繫加深、科技變革、「一帶一路」等建設項目、供給側改革、現代化

和治理改革等，然後重點說明如何透過雙向開放在大灣區建設世界級城市群。 

                                                           
46 國務院，《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2019 年 2 月，第 4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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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體要求 

 

《發展規劃綱要》的「總體要求」首先指出，大灣區建設背後的指導思想為全面貫徹習近平新時

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和黨的十九大精神，以及在「一國兩制」框架下「港人治港」、「澳人

治澳」、高度自治的方針。與此同時，大灣區建設亦需著眼於區內經濟合作，落實由全國創新驅

動的發展戰略，並建構開放型經濟新體制。大灣區建設的基本原則包括：創新驅動，改革引領；

協調發展，統籌兼顧；綠色發展，保護生態；開放合作，互利共贏；共享發展，改善民生；及

「一國兩制」，依法辦事。《發展規劃綱要》亦列明了大灣區的戰略定位，指出大灣區是個充滿

活力的世界級城市群、具有全球影響力的國際科技創新中心、「一帶一路」建設的重要支撐、內

地與港澳深度合作的示範區，以及宜居宜業宜遊的優質生活圈。文件羅列的發展目標包括增強綜

合實力、加強合作、令生產要素流動更順暢、令區域發展更加協調、加強創新能力和協調（尤其

在新興技術及科技成果轉化方面）、推動供給側改革、增強基礎設施支撐能力、促進可持續發展、

令經濟結構更加開放，以及提升互聯互通水平。 

 

《發展規劃綱要》指出： 

 

到 2035 年，大灣區形成以創新為主要支撐的經濟體系和發展模式，經濟實力、科

技實力大幅躍升，國際競爭力、影響力進一步增強；大灣區內市場高水平互聯互

通基本實現，各類資源要素高效便捷流動；區域發展協調性顯著增強，對周邊地

區的引領帶動能力進一步提升；人民生活更加富裕；社會文明程度達到新高度，

文化軟實力顯著增強，中華文化影響更加廣泛深入，多元文化進一步交流融合；

資源節約集約利用水平顯著提高，生態環境得到有效保護，宜居宜業宜遊的國際

一流灣區全面建成。47 

 

空間佈局 

 

「空間佈局」一章探討香港—深圳、廣州—佛山、澳門—珠海三對「極點」的重要意義，並指出

大灣區應透過快速交通網絡加強區內聯繫。《發展規劃綱要》期望完善中心城市（香港、澳門、

廣州、深圳）區域發展引擎的作用，建設重要節點城市（支援珠海、佛山、惠州、東莞、中山、

                                                           
47 同上，第 12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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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門和肇慶的城市發展並加強其與中心城市的聯繫），發展特色城鎮，並促進城鄉融合發展。另

外，文件亦提及大灣區應發揮輻射引領作用，帶動泛珠三角九省發展。 

 

建設國際科技創新中心 

 

「建設國際科技創新中心」一章提到，大灣區應透過加強科技創新合作，在區內建設開放型協同

創新共同體，並促進創新基礎能力建設和產學研深度融合。大灣區亦應打造一流的科技創新載體

和平台，以加速推進科技基礎設施的建設，優化科技創新資源配置，促進國家創新示範區建設和

珠三角城市的軍民融合，並支持特定創新合作基地。為了完善區內創新環境，大灣區應進一步深

入改革區內的創新體制機制，促進科技成果轉化，並加強保障和運用知識產權。 

 

加快基礎設施互聯互通 

 

「加快基礎設施互聯互通」一章指出，大灣區應提升珠三角港口群的國際競爭力，建設世界級機

場群、暢通的對外綜合運輸通道和大灣區快速交通網絡，並提升客貨運輸服務水平，從而構建現

代化的綜合交通運輸體系。與此同時，大灣區亦應透過構建新一代信息基礎設施，打造智慧城市

群，以及提高網絡安全保障水平，完善並提升信息基礎設施。大灣區應完善區內的能源供應結構

和能源儲運體系，以建構能源安全保障體系，並改良區內的水利基礎設施和水利防災減災體系，

進一步保障水資源安全。 

 

構建具有國際競爭力的現代產業體系 

 

「構建具有國際競爭力的現代產業體系」一章強調大灣區應增強製造業核心競爭力，優化製造業

佈局，並推動製造業的結構調整，從而加快發展先進製造業。為了培育並鞏固戰略性新興產業，

大灣區應善用中心城市的豐富科研資源和雄厚高新技術產業基礎，充分發揮國家級創新區的作用，

推動新支柱產業(包括新一代信息技術、生物技術、高端裝備製造、新材料等)，並培育一批重大產

業項目(包括在新型顯示、新一代通信技術、5G 和移動互聯網、蛋白類等生物醫藥、高端醫學診療

設備、基因檢測、現代中藥、智能機器人、3D 打印、北斗衞星應用等領域)。 

 

除此以外，綱要亦聚焦於信息消費、新型健康技術、海洋工程裝備、高技術服務業、高性能集成

電路等重點領域，並著手建設戰略性新興產業的重大工程，扶持並發展新能源、節能環保、新能

源汽車等產業。另一個重要任務是促進動漫遊戲、網絡文化、數字文化裝備、數字藝術展示等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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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創意產業的地區合作，並推動會展、電子商務、醫療衞生、教育服務、旅遊休閒等領域的數字

創意應用。 

 

在發展金融服務業方面，《發展規劃綱要》指出，大灣區應發揮香港在金融領域的地位，支援廣

州的現代金融服務，協助深圳借助深圳證券交易所發展資本市場，並支持澳門為葡語國家打造金

融服務平台。綱要指出大灣區應「大力發展」特色金融產品和服務，支持特定城市一系列金融項

目，並促進金融市場互聯互通。 

 

為了構建現代服務業體系，大灣區應彌補自身的不足，發展專精領域，提升商務服務、流通服務、

健康服務及家庭服務的質素，並專注發展航運物流、旅遊服務、文化創意產業、人力資源服務、

會議展覽及其他專業服務。《發展規劃綱要》詳細列出大灣區建設應予以支持的服務，當中許多

與特定城市或地區相關，包括香港。文件亦提到大灣區應延伸在 CEPA 框架下的市場開放措施，並

加強特定服務業的粵港澳合作。 

 

海洋產業亦是《發展規劃綱要》詳細論述的一大重點，當中包括漁業、海洋交通運輸、海洋船舶、

海洋生物醫藥、海洋工程裝備等一系列海洋專業及金融服務。 

 

推進生態文明建設 

 

「推進生態文明建設」一章強調打造生態防護屏障、加強環境保護和治理，以及採取創新的綠色

低碳發展模式。 

 

建設宜居宜業宜遊的優質生活圈 

 

「建設宜居宜業宜遊的優質生活圈」一章指出，大灣區應透過推動教育合作發展和建設人才高地，

打造教育和人才樞紐。為了共建人文灣區，《發展規劃綱要》提出要塑造灣區人文精神，共同推

動文化繁榮發展，加強粵港澳青少年交流（包括支持「港澳青年融入國家、參與國家建設」，並

「加強內地和港澳青少年的愛國教育，加強憲法和基本法、國家歷史、民族文化的教育宣傳」48），

並推動中外文化交流互鑒。綱要亦提到多項休閒灣區建設措施，包括開發「一程多站」旅遊產品、

共享區域旅遊資源和在不同城市落實一系列發展項目。 

 

                                                           
48 同上，第 39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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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拓展就業創業空間方面，文件亦指出大灣區應協助港澳居民在廣東就業生活，把港人在廣東開

設的公司納入內地創業扶持計劃，並支持跨境及國際交流。另外，大灣區應推動醫療衞生服務領

域的緊密合作，並加強食品及食用農產品安全合作，以期塑造健康灣區。在社會保障和社會治理

範疇的合作亦不容忽視。 

 

緊密合作共同參與「一帶一路」建設 

 

「緊密合作共同參與『一帶一路』建設」一章提出以下綱領： 

 

深化粵港澳合作，進一步優化珠三角九市投資和營商環境，提升大灣區市場一體化

水平，全面對接國際高標準市場規則體系，加快構建開放型經濟新體制，形成全方

位開放格局，共創國際經濟貿易合作新優勢，為「一帶一路」建設提供有力支撐。 

 

為了在區內打造具有全球競爭力的營商環境，《發展規劃綱要》制定了以下戰略： 

 

發揮香港、澳門的開放平台與示範作用，支持珠三角九市加快建立與國際高標準投

資和貿易規則相適應的制度規則，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減少行政

干預，加強市場綜合監管，形成穩定、公平、透明、可預期的一流營商環境。 

 

文件亦表示大灣區應在司法協作、糾紛解決及政務信息系統方面推動各地合作，並加強行業協會

和商會所扮演的角色。 

 

為了提升市場一體化水平，《發展規劃綱要》指出大灣區應透過落實 CEPA 框架下的開放措施，以

推進投資便利化，同時透過加快建設貿易文件單一窗口推動貿易便利化，推進監管互認機制，落

實 CEPA 服務貿易協議，不斷提升內地與港澳服務貿易自由化水平，並擴大內地和港澳專業資格互

認範圍。在促進人員貨物往來便利化方面，文件建議協助居民更方便地使用港澳居民來往內地通

行證，為符合條件的珠三角人員簡化出境簽注安排，增強口岸部門協作，並促進車輛通行。為了

攜手擴大對外開放，大灣區應致力發展成「一帶一路」建設的重要支撐區，參與國際經濟合作，

並攜手開拓國際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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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建粵港澳合作發展平台 

 

「共建粵港澳合作發展平台」一章重點探討前海、南沙、橫琴三大廣東自由貿易區。大灣區應加

強前海的合作發展引擎作用，研究進一步擴展前海發展空間和探討在該區應建設的新行業，同時

加強法律事務合作，建設國際化城市新中心。南沙應與港澳聯手建設高水平對外開放門戶，攜手

共建創新發展示範區，建設金融服務重要平台，並共同打造優質生活圈。橫琴則應設立粵港澳深

度合作示範區，同時加強民生事務和對外開放上的合作。除了上列的整體戰略外，《發展規劃綱

要》亦針對前海、南沙、橫琴三地多個行業的發展作出建議。另外，珠三角各個城市亦應發揮各

自所長，與港澳共建合作平台。 

 

規劃實施 

 

「規劃實施」一章指出應設立粵港澳大灣區建設領導小組（現已成立），以解決區內政策實施

（非政策制定）方面的重大問題，並加強廣東省政府和港澳特別行政區政府之間的溝通。中央部

門應致力「制定支持大灣區發展的具體政策和措施」，區內各個政府亦應就實施方案互相協調配

合。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及國務院港澳辦等相關中央部門（而非區內地方政府）應就《發展規

劃綱要》的「實施情況進行跟蹤分析評估，根據新情況新問題研究提出規劃調整建議，重大問題

及時向黨中央、國務院報告」。 

 

在防範化解風險方面，廣東省政府應落實預算法並監管珠三角城市的金融活動。為了擴大社會參

與，綱要列出的措施包括支持內地智庫與港澳機構更緊密合作，邀請港澳專業人士就大灣區建設

提供寶貴意見， 擴闊並加深各區內團體之間的交流協商，為公眾市民提供表達意見的渠道，並支

持各市場主體參與大灣區建設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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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為香港帶來的機遇 

 

許多本地和外國公司對大灣區甚感興趣，並正在當地尋找商機。大灣區將會是中國市場改革的重

要試驗場和領頭羊。許多項目將會首先於大灣區推出，然後再推廣至全國各地。這亦表示，企業

可以在大灣區觀察中國未來的發展路向，並推行試點項目和計劃，以便在將來推廣至全國各地；

企業可就國內及國外業務在大灣區尋找領先的中國合作夥伴；亦可把商業模式推行全國前先於區

內進行測試；也可參與諸如一帶一路、中國製造 2025、互聯網+、「走出去」及數字絲路等國家

規劃項目。以上各點均指出，企業如要把握中國未來發展帶來的機遇，就必須先於大灣區立足。 

 

香港貿發局指出，大灣區已被納入包括第十三個五年計劃在内的中國國家戰略，而香港發展將受

惠於大灣區所創造的新機遇。49在 2018 年 5 月的一份報告中，香港美國商會及益普索商業諮詢公

司稱 230 名調查受訪者中有七成認為在大灣區經營業務可增加收入，而超過一半受訪者已在大灣

區設有辦事處。就進軍大灣區而言，三個最主要的原因是希望「走入擁有約 6,700 萬人的消費市

場」、「從香港與大灣區的密切聯繫取得利益」以及「利用大灣區作為進入中國內地其他地區／

開發新出口市場的跳板」。50 

 

華南美國商會 2018 年的調查發現，廣州是最受會員歡迎的投資城市，其次是深圳、上海及北京。

這是自 2003 年年度研究開始以來，廣州和深圳首次位列前兩位。在回應調查的 215 間公司中，

超過一半的公司選擇華南，主要是因為華南市場增長具潛力，而大部分受訪公司亦相信增長將持

續下去。超過八成受訪者認為華南地區的營商環境屬「好」或「非常好」。51 

 

在畢馬威會計師事務所及香港澳洲商會進行的訪談中，商界領袖均表示大灣區建設對香港是重大

的契機。香港不但可受惠其中，更可參與創建具環球競爭力的商業地域。52澳洲會計師公會亦就

2018 年的一份成員調查作出了報告。在 351 個受訪者中，接近一半打算在未來五年將業務或事業

範疇擴展至大灣區。53此外，在 2017 年 11 月進行的香港會計師公會訪問中，業界領袖透露「大

灣區有潛力在國家層面開創新局面」，並表示部分大型會計師行在管理資源方面已經「從華南地

區的視角」出發，以便更好地協調香港及廣東的業務運作。54 

                                                           
49 香港貿易發展局，《粵港澳大灣區發展前瞻及香港的功能》，2017 年 7 月。 

50 AmCham Hong Kong and Ipsos Business Consulting, AmCham Hong Kong 2018 Business Sentiment Survey, May 2018.  

51 華南美國商會 ，《2018 年華南地區經濟情況特別報告》，2018 年 2 月。 

52 畢馬威中國及香港澳洲商會，《貫通大灣區機遇》，2018 年 11 月。 

53 CPA Australia, Greater Bay Area Initiative: Factors Important to its Success: Report on CPA Australia’s Greater Bay Area 

Member Survey, 2018.  

54 Hong Kong Institute of Certified Public Accountants, “Bay of Plenty,” A Plus Magazine, November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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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 9 月，畢馬威會計師事務所和香港總商會訪問了 614 名大灣區各地的企業管理層人員，並

得出大灣區將會擔任中國內地經濟增長重要引擎的結論。九成的受訪者表示，大灣區應該會對中

國經濟產生積極影響，而香港作為大灣區的一部分，更可受惠其中。55於 2018 年，畢馬威會計師

事務所、香港總商會和滙豐銀行公布了另一項同類調查的結果。在逾 700 名受訪者中，有 77%預

期大灣區未來三年的經濟發展將超越中國其他地區，而 57%的受訪者亦表示他們的公司已有一套

針對大灣區的戰略計劃。 56   

 

洞悉機遇 

 

大灣區建設為香港整體、香港市民和香港企業所帶來的機遇可分成五大類：由相關經濟和政策因

素所帶動的地區經濟規模和增長、區內城市更緊密的互聯互通、經濟進一步向香港企業開放、區

內以人為本的政策及發展項目，以及香港在「一國兩制」框架下的獨特地位。 

 

經濟規模和增長帶來的機遇 

 

大灣區擁有約七千萬人口，本地生產總值超過 1.5 萬億美元。按照目前的人口和經濟增長估算，預

計踏入 2030 年，大灣區人口將達最少八千萬，本地生產總值亦會攀升至 3.5 萬億美元或以上，只

落後於全球四個國家。這意味著屆時的大灣區市場不但規模更大，而且將會面目一新。  

 

其消費市場將會改頭換面，除了變得更加繁榮富裕外，亦會累積更長期穩定的消費人口。屆時，

消費品市場將會擴闊升級，大灣區亦會迎來中高檔消費服務市場和加倍龐大的公共服務及設施市

場。 

 

工業市場亦會隨著大灣區企業垂直整合徹底改變。企業透過整合創造更高價值，採納更多來自區

內的生產投入和設備，而工商業支援服務的應用亦會更趨成熟，為大灣區帶來多元地區經濟，當

中涵蓋輕工業至重工業、高科技至低科技產業、工商業支援服務、消費者服務、公共服務、最終

組裝、零部件、生產投入、機器、設備及支援服務等。 

                                                           
55 畢馬威中國及香港總商會，《大灣區規劃：驅動成功的關鍵》，2017 年 9 月。 

56 畢馬威中國及香港總商會，《大灣區規劃：驅動成功的關鍵》，2017 年 9 月；畢馬威中國、滙豐及香港總商會，《探索大灣區：第

二份驅動成功的關鍵年度調查報告》，2018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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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但區內四大中心城市（香港、澳門、廣州和深圳）會迎來經濟增長，大灣區的發展正迅速蔓延

至昔日所謂的外圍城市，令這些城市逐漸成為具吸引力的市場和生產基地。 

除了自然形成的經濟發展外，部分行業亦會得到中央政府、省政府及市政府的大力支持。《發展

規劃綱要》列出一系列政府應重點支持的行業，當中包括多個高科技行業、先進製造業、商業服

務行業、教育及醫療服務、物流及休閒產業等。如果依照內地同類政策文件的實施方式，政策措

施將包括對上列行業簡化審批程序，並為其提供土地和基礎建設資源、研發資金、教育及培訓資

金、優惠融資等。許多專注於這些領域、於大灣區珠三角城市營運的香港企業將有資格在珠三角

獲得各種援助。《發展規劃綱要》亦明確指出要支持香港成為國際航運中心、商業及專業服務中

心、金融貿易中心、航空樞紐、物流運輸中心、法律及爭議解決服務中心、區域創新成果轉化中

心及知識產權貿易中心，以上種種措施均為香港帶來機遇。 

 

更緊密互聯互通帶來的機遇 

 

港珠澳大橋、廣深港高速鐵路、蓮塘／香園圍口岸及新增的珠江跨境口岸正式開通，再加上廣東

交通網絡更加完善，將為香港帶來巨變。大灣區內城市更緊密互聯互通協助香港服務供應商進軍

更廣闊的市場，同時為有意在區內設立供應鏈的香港製造及貿易企業提供加倍豐富的選擇，並有

利他們在區內銷售商品。此外，香港企業，尤其是中小企業，能夠管理更多元化的企業活動，例

如總部營運、研發、市場營銷及銷售、生產、售後服務及覆蓋範圍更廣泛的物流服務等。 

大灣區內城市更緊密互聯互通為香港居民大大增加在港居住而赴廣東就業或上學，或是居住廣東

而在港就業或上學的選擇。香港人亦可享用大灣區所有文化及休閒資源，受惠於前所未有的豐富

資源。現在，香港居民可以一覺醒來就到深圳吃早餐，然後分別到廣州和珠海進食午膳和晚膳，

再到澳門看場表演，最後才回香港休息，整個行程只需一日。相信在不久的將來，香港人，尤其

年輕一代，會充分善用這些資源。 

《發展規劃綱要》要求貫徹完成早前展開的基建項目，包括深中通道、深茂鐵路、大灣區至泛珠

三角區域其他省區的交通網絡，以及大灣區內多項項目，務求把大灣區主要城市之間的交通時間

縮短至一小時或以下。屆時，區內城市將會達致交通網絡、物流和經濟一體化。另外，《發展規

劃綱要》亦要求大幅簡化跨境條例及程序，以加強區內流動性。文件特別提到要進一步加強香港

與區內其他城市互聯互通，並簡化中港兩地之間的往來和跨境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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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進一步開放帶來的機遇 

 

在 CEPA 框架、廣東自貿區和多個粵港澳服務行業合作示範區的基礎上，經濟開放已為香港的企

業和居民帶來了重大裨益。《發展規劃綱要》表示銳意建設更多有利香港企業的開放窗口，而且

珠三角九個城市應建構符合先進國際投資及貿易慣例的體系和規範條例，亦要求珠三角城市根據

有關 CEPA 協定進一步深化和落實港澳服務行業自由化。另外，內地和港澳亦應緊密合作，攜手

發展一系列專業服務，為香港專才帶來更豐富的機遇。大灣區亦應加強在爭議解決、提升投資便

利化和貿易自由化（尤其針對港澳企業）的水平，擴大專業資格互認機制的範圍，並推動跨境便

利執業。文件亦鼓勵香港組織單位在內地進行研發等創新活動，內地資助的研究項目及活動開放

供香港組織單位和港人參與，並呼籲善用香港作為跳板，將大灣區建設項目推向國際並應用在商

業層面。 

《發展規劃綱要》為前海、南沙、橫琴等合作或發展區的進一步改革開放提供了具體發展藍圖。

以前海為例，文件指出要在高端服務方面跟香港建立更廣泛的連結，促進前海聯合交易中心跟香

港交易所的商品交易合作，發展貿易合作及全球化平台，並加強與香港合作處理法律事務（包括

跟「一帶一路」建設和知識產權保護有關的爭議解決）。至於南沙則應在創新發展、金融服務及

物流上與港澳合作。《發展規劃綱要》亦表示，橫琴應擴闊與澳門之間的合作，並進一步對香港

開放。綱要列舉多個香港與深圳、東莞、佛山、江門等城市的合作例子，並表明支持，亦建議支

持珠三角九個城市各自與港澳共建合作區，未來或會大幅擴闊香港在多個珠三角城市可享的機遇。 

《發展規劃綱要》亦明確指出要進一步對港澳企業和市民開放一系列領域，包括投資、貿易、多

項金融服務、運輸、物流、教育、醫療衞生、會計、法律服務、仲裁、社會服務、文化創意產業、

管理諮詢、檢驗檢測認證、建築工程及旅遊業。這些措施均可為香港、香港人和香港企業帶來重

大機遇。 

 

大灣區以人為本政策及發展帶來的機遇 

 

大灣區內以人為本的政策及發展亦為香港締造了許多機遇，當中不少政策項目收錄於《發展規劃

綱要》之中。過去十多年來，區內各地政府一直並肩合作，共同回應環境議題。《發展規劃綱要》

指出，大灣區應落實主要環境保護、修復及治理項目，更嚴格地執行環境規範條例，加倍關注環

境保護，實施積極紓緩空氣、土地及水質污染的計劃，並推廣清潔低碳的綠色環境。 

《發展規劃綱要》亦指出應促進教育、文化、旅遊和社會保障領域的進步和合作，以期打造宜居

宜業宜遊的優質生活圈。在教育方面，大灣區應支持粵港澳高校合作辦學，鼓勵設立交流計劃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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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分互認機制，引進世界一流的大學，鼓勵並協助港澳學生在廣東就讀學校，透過各地合作發展

職業教育，並鼓勵中小學合作交流。文件指出珠三角應借鑒港澳的經驗，建設人才高地。 

在文化方面，《發展規劃綱要》提到應設立保護文化遺址的跨境計劃，舉辦文化遺產展覽及展演

活動，並支持弘揚嶺南文化。大灣區內各地亦應共同推動文化發展，設立項目推廣香港故宮文化

博物館、西九文化區戲曲中心，以及香港一眾創意人才和活動，例如國際影視展、香港書展和設

計營商周等。在旅遊方面，綱要提到要支持香港成為國際旅遊樞紐及國際郵輪港，並讓香港加入

「一程多站」旅遊項目和推廣。 

在就業創業方面，《發展規劃綱要》明確指出，綱要特別提出大灣區應便利港澳居民（尤其是年

輕人）北上定居就業，並在前海、南沙、橫琴建立港澳居民就業創業試驗區。綱要不但表示將會

把合資格的香港創業家和中小企業納入內地創業補貼扶持範圍，還列出了當地多個港澳青年創新

創業支援計劃。在《發展規劃綱要》出台後，官方更加宣布選擇在內地就業的港人將可享稅務優

惠。 

在醫療衞生方面，《發展規劃綱要》表示大灣區應支持港澳醫療衞生服務提供者進駐珠三角，加

強與港澳中醫中心之間的緊密合作，同時鼓勵港澳專才到珠三角參與學術交流和短期執業，並指

出應加強跨境會診和轉診服務。綱要亦提出，大灣區應研究為於廣東工作和生活的港澳居民提供

跟內地居民同等的教育、醫療服務、養老、住屋和交通待遇。這項措施一旦落實執行，相信便能

大幅消除令香港居民對在珠三角就業和生活卻步的一大憂慮。與此同時，《發展規劃綱要》亦鼓

勵港澳投資者在珠三角設立養老服務組織及其他社會服務機構。 

以上這些措施將有助完善大灣區的生活環境，大幅增加香港居民可在珠三角獲得的服務和機遇。 

 

「一國兩制」框架帶來的機遇 

 

中央政府和大灣區內各地方政府致力貫徹「一國兩制」方針。在這個框架下，中華人民共和國、

香港和澳門在世貿組織的個別成員地位保持不變。內地高級官員過去曾多番表示「一國兩制」方

針為大灣區一大優勢，為國家帶來莫大裨益。《發展規劃綱要》亦以此方針為依歸： 

 

「一國兩制」，依法辦事。把堅持「一國」原則和尊重「兩制」差異有機結合起來，

堅守「一國」之本，善用「兩制」之利。把維護中央的全面管治權和保障特別行政區

的高度自治權有機結合起來，尊崇法治，嚴格依照憲法和基本法辦事。把國家所需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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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澳所長有機結合起來，充分發揮市場化機制的作用，促進粵港澳優勢互補，實現共

同發展。57 

 

事實上，《發展規劃綱要》提出大灣區應進一步推進「一國兩制」方針。香港屬於大灣區的「中

心城市」之一，應透過自身優勢和區內連結加強發展。綱要亦以大篇幅探討透過基礎建設、各地

合作和進一步開放，簡化廣東（或內地）與港澳之間的互動交流。進一步開放措施主要旨在向港

澳企業和居民開放內地更多領域，當中包括貿易、投資、服務、研發計劃、就業機會、社會服務

及商業支援計劃等。與此同時，措施亦保留並強調了香港的市場主導及開放型經濟定位、法治制

度、先進營商環境、國際聯繫網絡、雄厚實力和獨特體制，突顯出香港自身及其經濟的特色，以

及其與廣東和內地之間相輔相成的關係。 

 

《發展規劃綱要》措施的結果是重申對「一國兩制」的承諾，並支持香港進一步發揮其現有的角

色，肩負新任務，並擴展與區內其他城市的合作。綱要肯定並支持香港的主要商業行業，簡化香

港與區內各地互聯互通，並刻劃了香港企業和市民在内地可迎來的重大新機遇，箇中核心信息就

是香港將在「一國兩制」框架下擁有更多新機遇。 

 

審視大灣區為香港帶來的機遇 

 

大灣區為香港整體、香港市民和香港企業締造了龐大機遇，這一點毋庸置疑。 

 

大灣區的經濟規模和增長，結合內地支持政策、經濟進一步開放、更緊密互聯互通、更全面的以

人為本政策和香港在「一國兩制」框架下的地位，為香港企業帶來黃金機遇，讓企業拓展其傳統

角色（在管理、專業服務、金融服務、貿易、物流和國際市場營銷及銷售方面），並發展新角色

（作為一個交流樞紐，讓來自國際的構思、數據及資訊和新型金融服務在此流通）。在以上種種

契機的配合下，香港能夠在傳統產業（包括組裝製造、商業及金融服務、貿易及物流等）和新型

產業（包括人工智能、大數據分析、新型醫療衛生服務，以及珠三角的高科技產業、新型重工業

和服務行業），以及傳統地區（香港、澳門、深圳、東莞、廣州及佛山）和新興地區（珠海、惠

州、中山、江門及肇慶），發揮種種新舊角色。事實上，香港眼前最龐大的經濟機遇，正正就是

在大灣區內拓展其角色、行業覆蓋及地理影響力。 

 

                                                           
57 《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第 9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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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香港人而言，大灣區的經濟規模和增長，結合內地支持政策、經濟進一步開放、更緊密互聯互

通及更全面的以人為本政策，讓他們有機會改善就業和民生前景、居住環境、就業出路和生活選

擇、文化休閒生活及整體福祉。 

 

香港人進一步參與大灣區與否，決定權掌握在他們手裡。機會是為願意把握的人準備的，絕不會

強加在不願意的人身上。不過，大灣區建設確實為許多香港人開拓了新出路，更首次讓香港看到

一個真正背靠「本地市場」和「腹地」的前景，減輕土地短缺、人口稠密、成本過高和小型特色

經濟缺乏就業營商機會等造成的掣肘。香港的前景跟大灣區命脈相連，各地之間的緊密互動有望

令大灣區晉升為國際舞台上一個「超級地區」。從多方面來看，這種互動只不過剛剛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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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創建未來的大灣區 

 

創建未來的大灣區意味著要把握當地機遇，同時應對當地挑戰。本節的目的並非詳盡無遺，而是

就幫助大灣區發揮經濟潛力方面作出建議，當中大部分旨在擴展及加强目前區內已經或正在進行

的措施。雖然本研究的許多建議已反映於《發展規劃綱要》中，我們在此亦將其包括在內，原因

是該等建議乃屬我們在同時間的研究所得，而部分可視為綱要内容的延伸。我們所建議的步驟包

括： 

• 促進進一步經濟改革和開放 

• 加强大灣區業務推廣 

• 制定區域發展計劃 

• 提升大灣區勞動人口質素 

• 深化對大灣區的了解 

• 成立大灣區機構和組織 

 

促進進一步經濟改革和開放 

 

大灣區被認為是中國整體經濟進一步改革開放的試驗區。要在這方面有所貫徹，我們有以下多個

提議： 

 

統一與簡化監管條例 

 

商界人士在有關大灣區的多項調查中，均表示區內不同的監管制度對業務營運構成障礙。有鑒於

此，我們的建議是在大灣區找出合適的領域，落實監管條例、標準和資歷認證方面的統一。這理

念乃源自歐盟的做法（見附錄 A），其在制度上結合最低標準、統一準則及各地資格互認。這種

方針固有的靈活性可有效減少大灣區內部的摩擦，同時彰顯「一國兩制」的精神。能夠受惠於此

方針的領域包括進出口清關、產品標準及建築規範等。在進出口清關方面，應鼓勵區內各城市儘

快實施「單一窗口」貿易文件措施，透過各地的單一機關處理所有清關文件。儘管中國內地、香

港和澳門均透過簽訂 2017 年 2 月生效的世界貿易組織《貿易便利化協定》承諾實踐有關措施，三

地的落實時間各異。廣東省各市應採納一套統一的清關做法，然後將它們的「單一窗口」與香港

和澳門的對接起來，以期簡化大灣區的清關流程。於 2018 年 12 月 14 日發表的另一份 CEPA 公

告亦意味著我們正朝著這個方向前進。值得留意的是，《貿易便利化協定》鼓勵不同關稅區就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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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貨運所需的服務（包括運輸、金融、保險、物流及代理服務等）進行合作。事實上，《貿易便

利化協定》的核心--清關服務--正是一項影響貨物貿易的服務。一般而言，可假定這種旨在提高效

率的合作不會被世貿組織以歧視第三方世貿組織成員為理由而質疑。《貿易便利化協定》設想的

合作空間就所涉服務而言可以十分廣大，包括標準及服務供應商資格等範疇。 

 

在可行的情況下，大灣區各司法管轄區應商討統一專業資格和資歷的可能性，以便專業人士前往

區內其他城市就業。此外，相關部門亦應考慮統一產品標準，這樣企業產品只須滿足區內的一套

統一標準，而無需面對各地不同標準所產生的問題。監管條例的統一與簡化應該同時實行，我們

可參考外國實例（例如歐盟），了解這方面的最佳做法。執法方面，執法權應依舊屬於各司法管

轄區，以確保各地司法機關負責維持適用於整個大灣區的統一標準. 

 

擴大 CEPA 開放領域及「國民待遇」適用範圍 

 

港澳在過去 15 年間與內地簽署了 CEPA 及多份補充協議與子協議，而中國內地亦向港澳服務業開

放了 153 個服務行業。根據香港特別行政區商務及經濟發展局的資料，尚未開放的領域「不屬於

香港服務提供者在內地投資或發展業務的主要行業」58。港澳服務提供者享有的優惠待遇形式眾多，

包括允許全資經營、放寬股權限制、降低註冊資本要求，以及放寬對地理位置和業務範圍的限制

等。 

 

我們建議，至少就大灣區而言，任何與國家安全沒有特別關聯的服務領域均應在享有「國民待遇」

的基礎上向港澳企業開放，並訂立開放的時間表。另外，我們亦建議「國民待遇」的意義不只限

於准入，而是在進入市場後的監管、從政府和國企獲得商業合作機會，以及獲取資金與進駐市場

方面均與內地企業看齊。這不僅讓香港企業受惠，亦有助廣東服務業的發展，為消費者提供更多

的服務選擇。 

 

擴展和整合廣東自貿區及各服務業合作區 

 

國家主席習近平提及到，廣東自由貿易區必須走在中國改革開放的前沿。然而，廣東自貿區佔地

僅 115 平方公里（比較之下，大灣區總面積為 55,000 平方公里），而其對外的開放亦受高度監

                                                           
58  香 港 特 別 行 政 區 ， 《 內 地 與香 港 關 於 建 立 更 緊 密 經 貿關 係的 安 排 》 （ 下 稱 《 安 排 》） 《服 務 貿 易 協 議 》 常 見 問 題，

https://www.tid.gov.hk/tc_chi/aboutus/faq/files/FAQ_Chi.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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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同時，儘管粵港澳三地共有至少 13 個服務貿易自由化示範基地，它們的規劃十分分散。每一

個示範基地各自有不同的焦點領域，而它們的規則、規例和政策亦各有不同。 

 

長遠而言，我們建議進一步擴展及組合廣州自貿區和各示範基地。就擴展而言，除了地理空間上

的拓展，也應增加自貿區及示範基地中予以開放的領域數目，同時鼓勵更多行業進駐。此外，亦

應考慮制定一套適用於所有自貿區與示範基地的有利政策，並實現統一管理制度，從而讓機制變

得更清晰簡便，方便企業營運業務。這樣，自貿區和各示範基地就能夠由孤立的飛地蛻變成為大

灣區改革開放的催化劑。更進取的做法就是擴展自貿區至大灣區九個廣東省城市並定下時間表，

此舉不但為大灣區發展注入新力量，同時亦會是中國進一步改革開放路程重要的一大步。 

 

加强大灣區業務推廣 

 

大灣區各地在互聯互通和加强合作，將帶來全新及持續的共同推廣機遇,包括投資推廣、研發、教

育、醫療保健、旅遊、大型活動及個別行業的宣傳活動方面的合作。 

 

開展聯合宣傳活動 

 

作為互聯互通及一體化水平漸增的區域，大灣區擁有足夠的條件在地區推廣方面實現「整體勝於

局部總和」。大灣區各地的特性，加上當中香港作為環球平台的穩固地位，可吸引大量大型企業

把區域總部、金融活動、華南市場營銷與銷售、研發及製造工序分散於區內的不同地方。在一個

細小的地理空間內包含可發揮不同角色的地域，大灣區在這方面可是世上獨一無二。 

 

如果包裝得宜，大灣區對投資者而言會是一個獨特而全面的投資機遇。相關部門可設立一個大灣

區投資門戶網站以提供支援，當中包括大灣區主要資訊、相關投資推廣機構的連結、外來資金可

注資的具體項目，以及龍頭企業在大灣區各地投資的實例。以大灣區作為整體多加宣傳，可輔助

和加強區內各市經已開展的宣傳工作。 

 

為廣東企業發展港澳「國際化孵化器」 

 

許多廣東企業對國際市場和國際化營運缺乏了解和經驗，並需要一個國際化的基地，以充分發揮

和提升競爭力。然而，許多企業在使用港澳作為國際化平台方面卻往往顯得力不從心。因此，我

們建議在港澳成立大灣區國際化平台，其將扮演「國際化孵化器」的角色，把大灣區企業辦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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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包括國際律師、會計師、顧問及其他商務專業人士的國際化支援服務提供者設置於同一地點。

來自相關政府機構的支援服務亦可透過同樣方式予以提供。 

 

孵化器可大幅增加珠三角企業使用港澳作為國際化基地的便利性，集中該等企業的國際化經驗，

並且為港澳服務提供者提供現成市場。企業從「國際化孵化器」畢業後，將搬遷至自有的辦事處。 

 

促進研發方面的地區合作 

 

大灣區擁有多樣的科研能力，而各地之間亦已開展這方面的重要合作。舉例而言，廣東和香港於

2004 年啟動了粵港技術合作資助計劃，以鼓勵兩地研究機構和業界之間的合作。深圳於 2005 年

加入該計劃。截至 2018 年 9 月，有 103 個項目獲得廣東／深圳當局及香港特區政府共同出資。

研發方面的合作可以結合各地專長，從而以更快的速度得出更顯著的成果。雖然部分機構現時亦

有進行一系列的聯合研究項目，但我們在此所指的是與歐盟同等、屬於較高水平的科研計劃與項

目。 

 

我們的建議方針是成立一個由粵港澳專家組成的聯合委員會。委員會將負責排列項目優先次序、

識別有潛力的項目，以及尋找潛在合作夥伴。上述的粵港技術合作資助計劃可以作為大灣區合作

在出資方面的模板。就其他形式的地區性研發合作而言，港澳機構可以在廣東設立研究設施，而

內地機構同樣亦可在港澳設立有關設施。港澳可為項目提供國際性的知識、資訊和人才，而廣東

亦可提供資源、人才和商品化的機會。 

 

開展聯合旅遊推廣活動 

 

大灣區的旅遊景點繁多，其主要城市之特色各有千秋，廣州是廣東省的繁華省會；佛山是廣東文

化的堡壘；深圳是高科技大城市；澳門是環球一流的度假勝地；香港是世上首屈一指的國際大都

會，例子不勝枚舉。隨著各地之間的連通性大幅提升，相關部門可就大灣區進行聯合旅遊推廣，

以增加大灣區作為旅遊目的地的吸引力，不但務求在旅遊競爭力方面勝過其他地區，更可鼓勵到

訪區內任何城市的旅客探索整個大灣區，增加其逗留時間。雖然相關部門已就大灣區聯合旅遊推

廣進行討論，但仍未有大規模的實施。然而，在大灣區多個城市舉辦多日遊其實相對容易安排。

大灣區各市的旅遊局應致力把部分資源投放於聯合旅遊推廣，同時建立一個大灣區旅遊門戶網站，

為有興趣的遊客展示大灣區的景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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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同時應鼓勵區內旅行社就前往大灣區其他地區旅行進行交叉銷售。舉例而言，大灣區的酒店

可推銷到區內其他城市的一日遊，而不同城市亦可在對方城市的熱門旅遊點登廣告推廣其自身的

景點。我們認為，除了目前現有的旅遊配套外，我們相信大灣區有潛力發展一個龐大的區域旅遊

產業。我們亦建議相關部門探討簽發一天或兩天旅遊簽證的可能性，以方便旅客在大灣區跨境旅

遊。當然，外國遊客比大灣區居民更能受惠於這項措施，特別是由於內地旅客到港澳仍需往來港

澳通行證，限制了這方面的靈活性。 

 

推動跨境及大型國際會展活動 

 

大灣區擁有世上最具規模的會展場地，並經常舉辦重要的環球會展活動。廣州的廣交會、深圳的

高交會、香港的消費品貿易展，以及澳門的博彩與相關展覽會就是明證。這些城市亦是企業會議、

獎勵旅遊和大型會議的首選地點。大灣區各地連通性的提升，開闢了贊助、競標及舉行跨境會展

活動的機遇。舉例來說，在最簡單的層面上，在香港亞洲國際博覽館舉行的活動可以透過港珠澳

大橋，把娛樂及遊覽的部分移師至澳門和珠海。同樣，澳門和珠海的活動也可伸延至香港正在開

發中的航天城。 

 

商業會議、獎勵旅遊，甚至大型會議均可分開多日在不同城市舉行，讓參與者感受各個城市的特

色。這種新穎的多城市方針對於活動籌辦方甚具吸引力，因為在訪問次數過多的目的地及缺乏鄰

近景點的目的地兩者之外，他們終於找到第三個選擇。即使活動在單一城市舉行，只要能夠有機

會提升與會者對大灣區的關注，吸引他們到訪大灣區各地，讓所有區內城市受惠，就仍然存在聯

合推廣的空間。以「世界會計師大會」為例，該會議每年吸引數以千計的會計師參與。然而，亦

有數以百萬計的會計師會留意有關會議的通告、單張及其他宣傳材料。由此可見，其他活動在推

廣方面亦會有同樣的乘數效應。因此，吸引此類活動在大灣區任何城市舉辦，其實有助於推廣整

個大灣區。 

 

推動跨境體育、博覽和文化活動 

 

對於諸如體育盛事、博覽會和文化展等國際性活動，我們亦可採取類似方針。目前，就體育和文

化方面，能夠吸引外來人流進入大灣區及增加區內各地之間人流的活動相對較少，現有例子包括

澳門三級方程式賽車、香港七人欖球賽、香港電動方程式大賽及香港網球公開賽。紐約和倫敦等

城市能夠吸引人前來經商和到訪，就是因為除了商業領域，當地亦有各式各樣的體育與文化活動，

為城市增添吸引力、刺激感和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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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方面，大灣區有關當局可物色、吸引和舉辦大型體育與文化活動，並把握機會培育「由區內

發起」的活動，以吸引大灣區居民及外國遊客。焦點應特別放在性質上涉及多個城市（例如長途

單車賽、馬拉松或亞運會等大型活動）、能夠吸引廣大觀眾，以及方便觀眾離開會場作短暫區內

旅遊的活動。好處有四方面：第一，充分利用大灣區經整合的場地資源，吸引籌辦組織前來舉辦

活動；第二，活動安排鼓勵參與者遊覽大灣區各處，觀賞不同景點，感受各地文化，這可成為大

灣區的一大賣點，對推廣甚有幫助；第三，培養區內的體育和文化氣息；第四，大灣區活動讓區

內較小、無能力單獨舉辦活動的城市有機會參與其中。 

 

促進教育方面的合作 

 

在過去，粵港澳三地的大學和教學機構之間的互動與交流相對較少。因此，大灣區以往並未有充

分利用其教育與研究資源。香港中文大學、中山大學和澳門大學於 2016 年共同創立粵港澳高校聯

盟，就促進三地的學術合作作出努力。我們建議促進區內大學之間的合作，包括安排港澳學院於

珠三角設立校區。59此外，亦可增設跨校學位及非學位課程。這將超越大灣區院校之間目前在研究

方面的合作。大灣區的學生將獲得更廣泛的資源，並可接觸大灣區各地的教師和研究人員，而區

內的教師和研究人員則可互相建立聯繫，比較研究數據，並且在交流中得到啟發。這樣，整個地

區在運用教育資源方面便可更有效率。 

 

吸引世界一流的教育機構進駐大灣區 

 

只靠大灣區各地之間的教育合作，不足以取得環球教育方面的領導地位。知識創新型經濟所需的

創意、創新知識和研究生，均來自世界頂尖的大學。大灣區雖然擁有不少優秀的大學，卻欠缺了

能夠推動地區發展的世界頂級大學。在吸引世界一流大學前來設置校舍方面，大灣區比中國其他

地方和新加坡落後。為此，我們建議大灣區參考上海紐約大學（一半學生來自中國，另外一半來

自美國和其他國家）、崑山杜克大學（學生來自 29 個國家）以及耶魯-新加坡國立大學學院（四

成學生來自新加坡以外地區）的做法，鼓勵世界頂級大學到大灣區設立分校（供本科生及研究生

學習和進行研究工作），以推動區內的教育和創新。 

 

配套方面，除了提供土地和基建設施，亦應加快簽證和證書審核流程，同時鼓勵院校招收世界各

地的學生。校園選址（位於珠三角地區）固然可以由當地夥伴負責，國外夥伴應獲得對課程、教

                                                           
59我們留意到，香港科技大學擬於廣州南沙區設立分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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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人選和整體管理的大部分控制權。以此模式為基礎，我們建議在大灣區設立至少三個校舍，即

於大灣區東部（香港或深圳）、中部（廣州或佛山）及西部（珠海或澳門）分別設立一個校舍。 

 

促進醫療方面的合作 

 

大灣區面對最為迫切的醫療問題之一，就是改善廣東的公共衛生和提供足夠的設施。區內人口快

速增長，而過往的醫療預算乃根據戶籍人口而非實際人口計算，導致大灣區廣東部分的醫療設施

供不應求。除少數機構外，大灣區各地的醫院主要專注於市内，很少會跨城市營運。我們相信，

透過發展珠三角及港澳醫院協作計劃，我們可以促進各地在醫療方面有更多的合作。在獲得區內

各地相關部門的支持和鼓勵下，具體措施可包括設置跨境附屬醫院及開展適用於大灣區各地醫院

的合作計劃。 

 

廣東省各市政府已與港澳政府簽訂協議，鼓勵港澳服務提供者在大灣區廣東部分設立獨資或合資

醫院，並為該等醫院作出快速審批安排。此類型的私人醫院可以向非香港居民收取適用費用，並

為香港永久性居民（包括退休人士和於珠三角工作的港人）提供與香港本地醫院同等的待遇。它

們雖不屬於廣東醫保系統的一部分，但可吸引希望自費享用香港治療模式的當地病人。允許這些

醫院參與香港和廣東的醫保計劃亦可為大灣區帶來更大貢獻，不但讓相關醫院服務更多人，更可

分擔當地其他醫院過多的病患。 

 

吸引世界一流的醫療機構進駐大灣區 

 

上述的醫療合作未必足以令大灣區爭取到國際醫療領導地位。醫療保健是世界上最重要和發展最

蓬勃的行業之一，涉及尖端科技、先進設備和軟件技術、財務和管理。尖端的醫療中心是創新和

創造知識的驅動力，讓其所在的城市在國際專才的眼中更具吸引力。大灣區雖然具備一系列優秀、

提供高水平醫療服務的醫院，而世界知名的卡羅琳醫學院亦於香港開設研究中心，但區內仍然沒

有著稱於世的醫院，大灣區也不是國外尋求醫療服務人士的優先目的地。另一方面，約翰∙霍普金

斯醫院（新加坡）、麻省總醫院（上海）、梅奧醫學中心（杭州）及克利夫蘭醫學中心（上海）

均透過合作項目為亞洲各地帶來世界一流的醫療服務和管理。 

 

我們建議大灣區相關部門主動向國際頂級醫院尋求合作，包括授權海外合作夥伴負責管理事宜，

同時以零成本提供土地並由醫院所在地的政府負責建築與基建，務求提升大灣區的醫療服務、研

究與培訓水平至世界級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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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討香港是否能夠成為大灣區的數據中心 

 

香港的大灣區數據業界領袖對於香港作為環球數據中心的概念漸感興趣，最近更成立大數據治理

公會，為持份者提供渠道，以「一國兩制」下香港的定位為基礎制定簡化跨境數據流的機制。60更

自由的數據流將成為大灣區業務增長的重要推動力，讓香港的企業和服務提供商有可能將在珠三

角收集的消費者數據，連同在香港以及其他地方收集的數據一起存儲和處理，作為銳化營銷和產

品供給的基礎。 

 

在這方面，關鍵在於是否能夠制定一套規則，容許香港讀取其他國家與地區所不能讀取的中國內

地數據。香港對全球信息流開放，其資料私隱條例在國際上亦屬嚴格。另一方面，中國內地要求

在中國獲取或有關中國公民的數據必須存放於中國內地。因此，值得考慮的是香港是否可成為匯

合中國及非中國消費者數據的「中立」之地。要做到這一點，香港必須在嚴格的監督和審核下獲

許可讀取中國內地數據，以確保相關數據僅用於批准的用途。目前，有關方面正就這一點進行初

步討論，以期香港能夠在大灣區中扮演數據中心的角色。 

 

如果成事，香港將成為國際企業進行中國內地數據相關活動，以及內地企業進行國際數據相關活

動的地點，同時可吸引部分組織在香港處理環球數據。這樣對香港和中國內地均明顯有利，不但

增加香港對數據科學家的吸引力，其所帶來的數據能力也能夠促進大灣區在資訊科技和技術方面

的整體發展。 

 

制定區域發展計劃 

 

有賴大灣區各地之間的連通性和高度合作，過去不實際的地區發展項目到現在終於可以付諸實行。 

 

鼓勵發展大灣區智慧城市及智慧區域 

 

世界上許多城市正透過「智慧城市」發展策略，致力提升公民生活質素、可持續性及公共服務的

效率。雖然許多「智慧城市」在實踐上以本地為主（例如管理停車位和街燈），但亦有以區域為

主的實例。大灣區可以參考這些策略，並在區內各市就智慧城市策略實現並行發展，促進城市之

                                                           
60  Institute of Big Data Governance Established in HK https://www.cw.com.hk/it-hk/institute-big-data-governance-

established-hk. Accessed 7 December, 2018. 

https://www.cw.com.hk/it-hk/institute-big-data-governance-established-hk
https://www.cw.com.hk/it-hk/institute-big-data-governance-established-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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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的交流和知識共享。在具備前瞻性的規劃中，區內各市可攜手合力，發展出類似而相容的項目

和平台，以便最大限度地分享知識和經驗。 

 

我們亦可更進一步，就大灣區層面的區域平台上組織「智慧」活動。由各市共同參與的初期「智

慧區域」項目可首先包括天氣報告、交通監控和管理、防風準備、救災、公用事業規劃和營運、

環境監測及其他類似的領域。在珠三角城市群（廣佛肇、深莞惠及珠中江三個城市群）融合程度

提高的同時，我們預期可將「智慧城市」項目擴展成為「智慧城市群」項目。我們亦建議舉辦一

個智慧城市論壇，讓各市分享相關經驗。 

 

在大灣區發展「香港」項目 

 

由於各地生活方式、服務和營運環境的差異，造成陌生感，令港澳居民對於在珠三角生活和工作

經常卻步，造成大灣區進一步經濟互動的一個障礙。如在連接香港的珠三角主要交通樞紐旁的設

具備香港「特色」的城市，則有助解決這個問題。這些城市的市內環境在觀感方面可貼近香港，

以吸引港澳及珠三角居民。61這些「香港」項目將屬於港式大型綜合發展項目，並可引入香港的零

售商、餐廳、娛樂設施、醫院和學校，同時邀請香港的院校在附近開設辦公室或舉辦延伸課程，

並鼓勵在家工作的專業人員及相關業務搬遷至當地。 

 

在土地利用、稅務、房屋、基建、初創企業和其他方面，應實行現適用於粵港澳合作區及廣東自

貿區企業（特別是與港澳有關連的企業）的優惠政策。在規劃方面，「香港」項目旨在吸引希望

以比香港較低的成本享受港式營運環境的港澳及珠三角專業人士。透過粵港澳三地的交流合作，

珠三角地區亦可利用此概念為當地經濟注入新力量。 

 

提升大灣區勞動人口質素 

 

勞動力的能力水平和勞工市場是經濟生產力的主要決定因素。在提高競爭力方面，大灣區必須更

好地發展其人力資源。 

                                                           
61 有關例子可參見 Alex Ho, “”Hong Kong City” proposed in Greater Bay Area,” Harbour Times, 20 April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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幫助勞動人口做好就業準備 

 

大灣區的大學設有各式各樣提供專業或職前培訓的主修課程，以確保畢業生在進入勞動市場時，

便能馬上投入工作。會計、法律、醫學和工程等專業學科各自有負責該領域的專業機構。這些機

構會與大學在課程發展方面緊密合作，確保大學所教授的知識符合目前市場需要。然而，許多其

他學科沒有相關專業機構提供協助，畢業生往往在進入勞動市場時缺乏所需的職場技能，僱主必

須花時間加以教導。 

 

我們建議大灣區三地各自創立商界/政府/院校小組，幫助大學為當地經濟提供目前缺乏的技術。

這構思亦可在大灣區整體層面實行，透過委任一個高級別的商界/政府/院校專責工作小組負責識

別大灣區目前和未來所需的技術，同時與教學機構進行協調，以促進該等技術的培養。這樣，大

灣區勞動人口的能力水平將有所提升，不但讓企業和經濟受惠，求職人士亦可獲得更多工作機會。 

 

創立德國／瑞士式學徒計劃 

 

上述的商界/政府/院校合作模式未能切合沒有上大學的人的需要。環顧大灣區的大學程度以下人

士，他們在離開學校後便必須在社會獨自打拼。這與德國和瑞士的情況形成鮮明對比。在德國和

瑞士，大部分年輕人都會參加結合教育、職場培訓和累積工作經驗的學徒計劃。這些計劃由當地

政府、僱主團體、職業學校和企業共同策劃，為發展「就職所需技能」提供明確路徑。在大部分

情況下，參與學徒計劃的年輕人會在進行學徒培訓的公司獲得首份全職工作。 

 

德國和瑞士推行學徒計劃，有助當地維持高水平的製造業就業率，而其他收入水平相當的國家則

面臨製造業就業萎縮的困境。62此外，德國和瑞士的學徒計劃其實亦涵蓋整個經濟的各行各業，包

括商業、金融和各類型的服務業。我們建議大灣區三地研究推行德式學徒計劃的可行性，並且透

過佛山中德工業服務區的合作項目，向德國商會、職業培訓機構和德國企業取經。我們留意到，

香港特區政府透過職業訓練局推行一項職業教育和就業支援計劃，為需求勞工的特定行業吸引及

挽留人才。結構化的學徒訓練計劃讓學員穩步實現明確的事業發展途徑。與德國和瑞士模式類似，

該計劃為學員就目標行業提供學徒培訓，同時給予有保障的薪資和津貼獎勵。63 

                                                           
62 John Ydstie, “Robust Apprenticeship Program Key to Germany's Manufacturing Might,” NPR, 4 January 2018. 

63 香港教育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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幫助勞動人口在大灣區就業做好準備 

 

在本研究以及其他有關大灣區的研究（例如香港總商會／畢馬威進行的研究）中，受訪者均表示

有需要建立「具備大灣區發展所需能力的勞動隊伍」。我們將此定義為具有國際水平的技能和知

識（即如香港勞動人口具備的技能和知識），以及能夠在整個大灣區實地作業（特別是廣東部分）

的勞動隊伍。我們在這方面有兩個值得考慮的問題。第一個問題是就業人士，特別就年輕人而言，

是否有能力跨境工作，而第二個問題是年輕人是否具備足夠的教育和培訓，不論在何處生活都能

夠「做好就業準備」。第一個問題涉及對實際工作的了解，並可透過年輕人才培訓、實習和初入

職專業計劃予以部分解決。 

 

我們的構思是新增一個特別的簽證級別，以便培訓生、實習生和初入職專業人士在大灣區跨境生

活和工作一段特定時間。審核過程應比長期就業簽證簡單，因為僱主在申請長期就業簽證時，一

般必須證明在本地未能找到適合相關職位的人選，而這新計劃的前提是讓年輕人前來汲取知識和

經驗，以便將來回到自己的地區發展事業。因此，僱主只須在申請中證明每一次相關員工的調派

乃屬暫時。當然，如果相關人士具備適合長期就業的所需技能，則可根據現有計劃另行申請。這

計劃必須在跨境合作的前提下方可成功。 

 

確保入境政策符合經濟需要 

 

於 2018 年 8 月，內地政府撤銷了港澳台人士於內地工作需辦理工作簽證的要求。他們亦可享用內

地的部分社會服務。另一方面，港澳政府要求前來港澳工作的內地人士必須持有工作證或符合特

殊人才計劃的資格。我們留意到，內地人士不能申請香港企業家簽證。64香港現有的內地人才計劃

亦傾向為獲香港企業提供聘書的人員而設，而非企業家。由此看來，把企業家簽證計劃的範圍擴

展至具備優秀商業計劃和可為香港帶來潛在利益的珠三角居民是合理的選擇。該計劃現有的篩選

程序可確保相關人士有利於香港，而目前企業家簽證持有人經過「2+2+3」年（即簽證審查，並

在適當的情況下，在兩年後再續兩年，然後再續三年）方可獲取永久居民資格的模式亦可適用於

大灣區居民。我們預期，基於在香港營商的高成本，新計劃一開始成效不大，但長遠來説許多大

灣區的企業家會逐漸希望在香港開展業務。就如任何跨境人員流動的事宜一樣，這構思需要中國

內地、香港和澳門三方面的緊密合作。 

                                                           
64 香港入境處，〈企業家來港投資〉，https://www.immd.gov.hk/hkt/services/visas/investment.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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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化對大灣區的了解 

 

促進大灣區發展的重要一步，就是加深區內外民眾對大灣區的了解。 

 

讓人們得悉區內機遇所在 

 

大灣區所代表的不只是一個由 7,000 萬人組成、不斷增長的消費市場，其亦是一個持續發展和多

樣化的工業市場。大灣區及區内各城市所展示的活力，配合區內四通八達的交通網絡，再加上中

央及地區政府的協同努力，以及區內對合作發展的積極性和協作精神，均預示大灣區的前景將會

一片美好。在廣東省各市經濟的蓬勃發展讓這些城市更添魅力與生機之際，港澳居民得享前所未

有的機會，前往廣東省城市生活和工作，把握大灣區的機遇。 

 

CEPA、廣東自由貿易區、粵港澳服務業合作區、廣東城市群建設項目等計劃，加上深港之間和珠

澳之間日趨緊密的聯繫，為企業開闢了新的商機。大灣區各地之間的連通性增加，亦可促進各式

各樣的社交、文化及康樂活動。現在，在香港起床，然後到深圳、廣州和澳門分別吃早午晚餐，

再回到香港，這全部在一天內就能辦到。由此可見，區內現有局面將迎來重大改變。 

 

創建大灣區資訊門戶網站 

 

大灣區各地的連通性固然有所提升，但各地居民必須取得有關資訊，包括眾多景點、活動或餐廳

等，以及對大灣區有基本的了解，才能夠善用區內的連繋。因此，我們建議建立一個全面的多語

種大灣區門戶網站，作為大灣區的一站式資訊平台。大灣區門戶網站可包括以下內容：有關各市、

政府辦公室和社會服務的資訊；商務機會、交易會、會議及招聘信息；文化、體育及社交活動；

景點、零售、餐飲及娛樂好去處；大灣區活動及場地票務安排；以及實時交通最新消息、環境指

標及天氣報告。門戶網站亦可提供區內報刊和出版刊物的連結、實時跨境輪候時間、活動時間表

及區內其他相關信息。 

 

以上包括票務和節目廣告的多個項目均屬於商業活動。事實上，如上所述的一個門戶網站可作為

一項商業活動予以營運，並且從公共和私人來源獲取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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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發大灣區年報、政策回顧、特別報告及指南 

 

我們建議發布一系列刊物，旨在為大灣區區內外民眾提供有關大灣區的資訊。我們可以按照《香

港年報》的規格每年刊發一份大灣區年報，當中包括事實與數據、關鍵事項報告以及未來合作領

域，作為大灣區的描述。年報章節可聚焦於經濟、環境、交通、健康、人文發展、規劃、金融、

創新和其他主題。另一方面，年度政策回顧可以區內經濟開放改革進程、合作項目和政策創新為

焦點，而年度特別報告則可針對可持續發展、社會發展、公共衛生、企業社會責任績效、改革開

放、區內目標實現進度，以及其他值得考慮、與大灣區相關的重要事項。我們亦建議編寫一份或

多份大灣區商業指南，以使用者友好的方式歸納有關大灣區的法律、法規及行政流程，並提供投

資項目資訊、主要機構聯絡資料以及其他與區內設立業務相關的有用信息。大灣區旅遊和景點指

南更可為本地及外國旅客提供必要資訊，確保我們的旅遊及消閑資源均可物盡其用。 

 

公布大灣區跨政府工作小組的成果 

 

目前，區内已設立許多跨政府小組負責大灣區的各相關議題。如前所述，多個粵港合作專責小組

已運作多年。這些專責小組涵蓋了跨政府合作可以起作用的絕大部分關鍵議題。儘管小組討論的

大綱開放予公眾取閲，但根據我們的經驗，許多大灣區的民眾既不知道這些專責小組的存在，也

不知道探討工作的結果。我們建議相關部門作出更大努力，使小組討論的結果能夠公之於眾。 

 

隨著中央成立領導小組，我們預期其所關注領域之有關討論將取得重大進展，從而讓各項舉措得

以落實。相關領域包括：實施 CEPA、口岸合作、跨境基礎設施、地區與旅遊推廣、公共衛生、創

新科技、教育、知識產權、文化體育、信息交流、航道安排、可持續發展、環境保護、氣候變化、

加工貿易轉型升級、社會福利、前海及邊境區發展、金融合作，以及質量和檢測認證等。 

 

發展交流計劃，鼓勵民眾加深了解大灣區 

 

大灣區各地之間有許多教育、文化、社會和專業層面上的交流，有助各地民眾加强聯繫，同時加

深對大灣區的了解。舉例而言，截至 2018 年底，香港八間獲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資助的大學與廣

東的夥伴機構共有 26 項交流安排，而區內各地政府亦積極推動此等交流。65我們建議把這些交流

加以擴展，讓有興趣的港澳大學生可在廣東的一所大學修讀一個學期或一年，同時讓相同數目的

廣東大學生來港澳的大學修讀一個學期或一年。同樣的模式亦可適用於小部分的教職員、研究所

                                                           
65 香港教育局，私人通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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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員及智庫研究員。交流旨在建立研究人員之間的聯繫，促進彼此的了解，為將來的進一步合作

鋪路。 

 

最後，我們留意到大灣區各界人士可以使用港澳居民來往內地通行證（回鄉證）或適用於內地大

灣區居民的多次往來商務簽注往返各地作短期差旅。然而，來自內地的大灣區研究人員若並非隸

屬任何企業，則必須面對較繁複的流程。我們建議有關部門向從事大灣區相關合作項目或研究，

並居住於大灣區的研究員發出多次入境許可證／簽注（就廣東省居民而言）。這種訂明活動範圍、

工作地點、逗留期限、資格和運作安排的「大灣區研究員交換計劃」相信可以由廣東省、香港和

澳門的有關部門共同制定。 

 

推廣持續的大灣區政策研究 

 

民眾對大灣區的興趣日益濃厚，而有關大灣區的研究及研究組織數目亦不斷增加。舉例說，香港

政府的政策創新與統籌辦事處負責管理屬下的公共政策研究資助計劃及策略性公共政策研究資助

計劃，而兩者均資助有關大灣區的研究。在廣東省和澳門，亦有多個研究機構正進行大灣區的相

關工作。由此可見，活動之繁多令追蹤所有有關大灣區的有趣研究變成一件毫不簡單的事情。因

此，我們建議嘗試識別進行大灣區政策研究的領頭組織，並透過電子信息交流中心或其他較正式

的途徑，進一步宣揚它們的工作成果。 

 

另外，可組織年度或季度會議，以集合主要研究人員，找出現有研究的缺口並透過多方合作填補

該些缺口。會議旨在促進人們對大灣區有更深入的了解，同時建立大灣區專業知識庫及研究數據

庫，讓區內各市的政策制定者、政府官員、機構、企業和個人均能獲益。 

 

成立大灣區機構和組織 

 

為了確保全面高效運作，大灣區最終必須發展自己的機構和組織。我們在這方面不建議成立諸如

歐盟的大型官僚組織，而是希望以最簡潔的架構，把討論化為實際行動，從而讓大灣區受惠。 

 

落實大灣區體制框架 

 

大灣區有多個城市，不同的制度導致決策和實踐更趨複雜。因此，有關當局可就此設立清晰的體

制框架。中央政府的粵港澳大灣區建設領導小組已為有關大灣區的討論提供一個總平台，而各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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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政府工作小組已在處理個別議題。我們期望，就大灣區活動的決策方面，長遠來説會發展出一

套程序，讓工作小組把建議呈至相關的中央及地方政府人員，然後以協商的方式達成決議，再由

各城市執行有關決定。這不但可促進有益的討論，確保決策過程順利，更可彰顯「一國兩制」的

條文和精神。預算方面，可以考慮實行「各自付帳」的制度，讓各地機關為其當地的大灣區項目

提供資金。我們亦可設立一個小型的大灣區秘書處，但其不應成為擁有決策或執行權的大型官僚

機構。 

 

創辦大灣區商會 

 

大灣區各地設有不同的本地及外國商會，但現時並未有一個大灣區商會。2004 年至 2013 年，政

府屬下設有大珠三角商務委員會。66然而，該委員會是一個香港官方團體，其性質是香港特區行政

長官下的諮詢委員會，並非泛區域的商界團體。大珠三角商務委員會負責發布年度報告以及有關

珠三角的臨時研究報告，屬下設有一系列負責研究跨境人流與貨流、合資和貿易推廣、可持續發

展、服務業和人力資源的小組。 

 

目前，我們的建議是透過邀請區內現有商會的會員，創辦一個大灣區商會，以推動大灣區企業的

權益。長遠而言，大灣區商會的目標是成為一個正式的商會，有個人及公司會員，並對區內業務

有獨立的看法和立場，與區內各地官員建立聯繫。大灣區商會可進行其他商會一般會做的活動，

包括向政府提供商業意見、促進區內互動、發放獎學金及支持社區發展。此外，大灣區商會亦可

創立一系列大灣區企業大獎，在企業績效、企業管治、營銷、創新、企業社會責任活動、可持續

發展、教育及社區方面支援等領域表揚出色的企業。當中，支援大灣區發展的相關項目應特別獲

得褒獎。 

 

在跨境合作方面以歐盟為參考對象 

 

在探討大灣區發展方面，歐盟為我們提供了一個有趣的實例。於 2019 年 3 月初，歐盟由 28 個主

權國組成（即英國脫歐前），乃世上最大的超國家經濟聯盟。在其發展的過程中，歐盟以前所未

有的方式推動跨境互動和一體化，促進貨物、服務、資金及人員的流動，並制訂了相關的行政和

管理機制。在互認的框架下，歐盟亦制訂了一系列經全面或部分協調，及/或可進行相互認可的標

準，由各成員國在地方層面負責實施。 

                                                           
66 見香港特別行政區，〈與內地的區域合作〉，https://www.cmab.gov.hk/en/archives/regional_cooperation_0201_3.htm，

2018 年 11 月 11 日讀取。 

https://www.cmab.gov.hk/en/archives/regional_cooperation_0201_3.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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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盟在科學、科技、教育、技術、環保、社會及其他多個領域設立了許多「支援性」的計劃。大

灣區在發展方面可採納或考慮這些計劃，借鑒歐盟經驗促進各地合作，同時確保對高度自治、世

貿成員資格或「一國兩制」精神不會造成負面影響。我們應就相關的歐盟計劃列出一份清單，評

估各項計劃對大灣區發展的潛在利益。有關歐盟計劃的例子，請參閲附錄 B。 

  



    
 

 

61 

 

附錄 A：歐盟標準及相互認可 
 

產品標準 

 

通用的產品標準有助企業展開跨國及跨境貿易。歐盟為近 85%的貿易商品類別設立了產品標準和

技術規範，歐盟規範一概適用於所有歐盟成員國身上。企業在歐盟內自由貿易商品之前，必須先

確 保 其 產 品 符 合 歐 盟 規 範 。 各 產 品 類 別 的 有 關 要 求 可 參 閱 歐 盟 貿 易 服 務 台 資 料 庫

(http://trade.ec.europa.eu/tradehelp/eu-product-rules-and-member-states-taxes) 。 資 料

庫涵蓋產品細則及條例、負責特定產品要求的主管機關，以及產品於歐盟銷售國應繳的增值稅及

消費稅稅率。這些產品標準由各國主管機關負責執行，任何人如認為有關機關未有妥善執行標準，

即可向歐洲法院提出上訴。 

 

這為大灣區帶來的啓示是，區內各城市也可以採用相近或同樣的產品標準，並在各地對該標準理

解脗合的前提下，在地方執行標準，以促進貿易及文件要求。在「一國兩制」框架下，若大灣區

在各地設立通用或協調的產品標準，區內各司法管轄區（中國內地、香港及澳門）將保留判斷當

地所售的產品是否合乎有關標準的最終決定權。 

 

服務及牌照、資格互認 67 

 

雖然歐盟在服務市場的一體化的進度不及貨物市場，但亦積極發展服務專才互認體系。 

 

歐盟成員國的專業資格認可體系乃依據歐盟指令 2005/36/EC，並根據指令 2013/55/EC 進行修

訂。相關指令確立了歐盟的專業資歷認可體系，並推廣歐盟成員國之間自動認可專業資歷。受指

令 2005/36/EC 實際認可的專業資格囊括護士、助產士、普通科及專科醫生、牙醫、藥劑師、建

築 師 及 獸 醫 ， 指 令 所 涵 蓋 的 專 業 資 格 一 一 收 錄 在 歐 盟 委 員 會 相 關 資 料 庫

(http://ec.europa.eu/growth/tools-databases/regprof/index.cfm?newlang=en)之中。指令

2005/36/EC 在以下各方面訂立了有關細則： 

• 臨時人員流動（容許專業人士在提前申報的基礎上赴其他歐盟成員國就業）； 

• 在其他歐盟成員國長期執業（有關允許專業人士在獲取專業資格的地方以外國家以僱員或

自僱人士身份永久執業的細則）及專業資格認可體系（包括自動認可體系：適用於已設立

                                                           
67 詳見 https://ec.europa.eu/growth/single-market/services/free-movement-professionals_en  

http://trade.ec.europa.eu/tradehelp/eu-product-rules-and-member-states-taxes
http://ec.europa.eu/growth/tools-databases/regprof/index.cfm?newlang=en
https://ec.europa.eu/growth/single-market/services/free-movement-professionals_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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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調標準的行業，包括護士、助產士、普通科及專科醫生、牙醫、藥劑師、建築師及獸醫；

普通體系：適用於教師、翻譯人員及地產代理等其他受規管職業；以及專業資歷認可：適

用於木匠、家具裝飾人員、美容師等特定專業領域）； 

• 語言知識及專業學術銜頭。 

指令 2005/36/EC 不適用於資格認可受特定法律條文監管的職業，包括水手、法定審計員、保險

中介人、航空器管制員、有關運輸的其他職業，以及任何涉及有毒產品、律師和商業代理的職業。 

 

2016 年 1 月，歐盟委員會推出所有成員國均適用的全新專業資格認可數碼程序——歐盟專業卡 

(European Professional Card)。該程序目前已應用於普通科護士、物理治療師、藥劑師、地產代

理及登山導遊身上。68  

 

這為大灣區帶來的啓示是，即使在歐盟，服務業開放及專業資格互認亦相當複雜需時，而歐盟採

取的方案就是按行業劃分資格認可體系。 

 

附錄 B：歐盟資助的支援計劃69  

 

歐盟資助一系列支援計劃，以補助金及合約等形式直接資助下列各大專題領域的研究、教育及項

目： 

• 動物福利、植物衛生、公共衛生及食物安全 

• 農業及鄉郊發展 

• 銀行及金融服務 

• 商業及工業 

• 氣候行動 

• 競爭 

• 通訊及視聽服務 

• 消費者及公共衛生 

• 文化 

• 發展及合作 

• 數碼社會及經濟 

• 經濟及金融事務 

                                                           
68 詳見 https://ec.europa.eu/growth/single-market/services/free-movement-professionals/european-professional-card_en  

69 詳見 https://europa.eu/youreurope/business/finance-funding/getting-funding/eu-funding-programmes/index_en.htm  

https://ec.europa.eu/growth/single-market/services/free-movement-professionals/european-professional-card_en
https://europa.eu/youreurope/business/finance-funding/getting-funding/eu-funding-programmes/index_en.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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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源 

• 環境 

• 教育 

• 就業、社會事務及共融 

• 「歐洲公民」計劃 

• 歐洲鄰里政策及擴張 

• 打擊欺詐（Hercule 計劃） 

• 人道救援 

• 展望 2020 計劃 

• 國際發展合作 

• 傳譯及舉辦會議 

• 公義 

• 海事及漁業 

• 傳媒 

• 移民及內政事務 

• 地區政策 

• 統計（歐洲統計局） 

• 可持續發展（生態創新） 

• 稅則及關稅 

• 結構改革支援局提供的技術支援 

• 青少年 

 

歐盟主要透過歐洲結構與投資基金轄下五項基金間接資助一系列支援計劃，這些基金包括： 

 

• 歐洲區域發展基金：這項地區城市發展基金主要關注創新研究、數碼議程、中小企支援及

低碳經濟。 

 

• 歐洲社會基金：這項社會共融及良好治理基金旨在促進就業，支持勞工流動，推動社會共

融，消弭貧窮問題，投資發展教育、技能及終身學習，並加強機構能力和公共行政效率。 

 

• 凝聚基金：這項基金專為發展較遲緩地區的經濟銜接而設，2014 至 2020 年期間涵蓋的國

家包括保加利亞、克羅地亞、塞浦路斯、捷克共和國、愛沙尼亞、希臘、匈牙利、拉脫維

亞、立陶宛、馬爾他、波蘭、葡萄牙、羅馬尼亞、斯洛伐克和斯洛文尼亞。基金以跨歐洲

交通運輸網絡及環境為核心焦點。 

 

• 歐洲鄉村發展農業基金：這項基金致力加強在農業、林業及鄉郊地區的知識轉移和創新，

擴增各類農業的生存空間及競爭力，推廣創新耕種科技、可持續樹林管理及農業領域的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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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鏈管理、動物福利及風險管理，修復、保護及鞏固農業及林業生態系統，增強資源效率，

支持農業、食物業及林業轉向具氣候韌性的低碳經濟，並促進鄉郊地區的社會共融、扶貧

及經濟發展。 

 

• 歐洲海事及漁業基金：這項基金旨在幫助漁民過渡至可持續漁業，支持沿岸社區發展多元

化經濟，資助不同項目在歐洲沿岸創造就業職位並改善生活質素，支持可持續水產養殖發

展，並協助申請者更容易獲得資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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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基金會」對下列贊助機構鼎力支持此項研究敬表謝意。（按機構名稱英文字母排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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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件為英文報告「Creating the Greater Bay Area of the Future – Opportunities for Hong Kong」

的中譯版，如當中內容與英文版本有任何抵觸或不相符之處，概以英文版本為準。   

 

©版權 2019。2022基金會版權所有。2022基金會致力於提供準確而可靠的資料，但並不保證本出版物的

內容絕對無誤。倘其中有任何錯誤之處，本基金會恕不負責。本出版物也並非旨在涵蓋所有內容。對文中

的信息是否準確或完整本會不作任何明示或暗示的承諾或保證。2022基金會不會對任何個人或單位因閱讀

了本出版物採取某項行動或未採取某項行動的後果承擔任何責任。如欲徵求具體建議或希望獲取文中所提

及事宜的更多信息，請與2022基金會聯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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