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粵港澳大灣區城市群發展規劃 意見書  

2017 年 9 月  

前言  

國家 五 規劃的 港澳 章 肯定了香港特 在國家

發展戰略中的重要 能定 ，相信粵港澳大灣 城市群發展 為

香港及相關城市帶來更大的發展空間  

 

本會凝聚香港不同 業的資深 人員及 業人士，不少會

員在 地均 業務，尤 在大灣 高 9 4 日應

制及 地 務局局長會面，就粵港澳大灣 城市群發展規劃提

供意見 本會現就 述大灣 發展進 深入討論 ， 別就金

融 工商貿易 創新及科技 教育 基建管理 醫療及社會民生

等方面提出意見，期望大灣 的經貿發展 重要突破，促進 九

市 在經濟發展 優勢互補，成為互 互 的合作伙伴，積

極配合 一帶一路 ，讓國家 利開拓國 市場  

 

香港專業及資深行 人員協會的意見︰  

1 金融  

1.1 推動金融產品跨境互通  

香港是國 金融中心，擁 多 金融基建優勢，包括完

善的法 及監管制度 資訊發達 資金自由進出 貨幣自由

換等，並能提供保險 基金 股票 債卷等多元化的金融

產品，吸引不少 地居民來港投資 以保險為例，2016 首

3 季，由 地 帶來新 保單保費達 489 億元，佔個人業務

總新 保單保費達 37%，10 間增 逾 6 倍 然而，香港

自 實 金融賬戶 稅資訊自動交換標準， 地亦同步進

， 使用銀聯卡付費的限制， 地居民投資香港保險

基金等產品 更困  

 

粵港澳大灣 規劃發展 望為 金融發展搭建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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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會建議大灣 的金融監管 策應統一，容許資金

自由流動，以便突破現 框框，實 金融產品跨境互通  

 

1.2 研究金融業人才專業資格互認  

不少香港金融業人才在不同的金融領域考 了 業

及國 資格認證，如會計師 (CPA) 認 金融 析師

(CFA) 認 務策劃師 (CFP) 務策劃師 (AFP)及私人

銀 認證 (CPB)等，達到國 業水 ，擁 業知識及

豐富經驗 本會建議 地 香港就 述 業資格擴展及

研究互認範圍，促進香港 地人才的跨境交流 合作  

 

1.3 吸引國際銀行進駐香港或擴展在港業務  

粵港澳大灣 規劃 利香港參 一帶一路 ，

而一些金融機構或國 銀 從 基建融資業務 在 一

帶一路 沿線國家 市集資，或提供金融服務，過程中深

入了解當地的 治 經濟 法 社會 文化等各方面

本會建議特 府利用香港經濟自由 擅長 文 語等優

勢，提供稅務優 增 國 學校等配套措 ，吸引海外

金融機構及國 銀 進駐香港或在港擴展相關業務部

門，以拓展 地市場 香港從中 了解相關金融機構及國

銀 在 一帶一路 沿線國家發展之風險管理機制，亦

增 就業機會及培育香港金融人才處理相關融資業務

的能力，讓香港進一步擴展金融業務，鞏固香港國 金融

中心的地  

 

本會建議香港特 府設立 責部門或由 共機構擔

任中 ， 海外企業，例如金融機構或國 銀 等來港

發展，提供相關資訊及適 支援，甚至成為外資進入 地

發展的橋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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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工商貿易  

2.1 增加香港展覽 會議場地  

香港為國 主要的會展獎勵旅 活動地點，每 吸引

逾 170 萬過夜旅 ，為香港帶來逾 18 億美元收益，然而

香港亦面 來自澳門等周邊地 的激烈競爭 本會認為香

港應建設更多會議及展覽設 ， 動會展獎勵旅 之發

展，以便日 多 大型基建，如港珠澳大橋 廣深港高

鐵路香港段等落成通車 ，香港能夠把握商機，吸引更多

外商來港參 及 辦展覽及會議，鞏固香港亞洲會展旅

之都的地 及競爭力，亦 流失 源， 香港未來

的長遠發展  

 

2.2 成立 粵港澳大灣區 規劃發展委員會  

為 動 粵港澳大灣 利發展，本會建議由中央

府 成立 粵港澳大灣 規劃發展委員會，由大灣

各地 府委派代表參 ，就 策及措 互相 調 清晰

工，統籌及落實大灣 各個發展 目  

 

述委員會 亦 就不同產業設立 責 組，由擅長

相關產業的地 主 ， 調 他各 互相交流及合作，或

用 私營合作模式，共同 動相關產業在大灣 蓬勃發

展  

 

2.3 加強大灣區城市群的人流 物流 資金流 資訊流  

廣深港高鐵 港珠澳大橋通車 拉近香港 大灣

他城市的距 ， 進一步 動大灣 的經濟合作 本

會建議特 府集中發揮現 優勢，例如金融 業服

務 法 等， 大灣 城市群互補優勢，互相 調， 強

大灣 的人流 物流 資金 資訊流通，共同開拓商機

本會建議在 CEPA 現 基礎 研究深化合作的措 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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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包括爭 不同 業的 業資格互認 人才自由進出香

港 地工作的便利及優 措 支持研究粵港 地通訊

營辦商的電訊服務 長途及漫 費用等，增 粵港澳

大灣 的優勢  

 

2.3.1  爭取不同行業的專業資格互認  

為 動粵港澳大灣 人才互通，本會建議香港

特 府為本港的 地產 工程建築 法 會

計等 業人士爭 到 地執業的機會，透過 商

及制定措 ，例如設立考核或審批措 定期

香港 培訓及考試 擴大 業資格互認等，讓

香港 業人才透過 關措 得 地的執業資

格， 大灣 發揮 長  

 

2.3.2  便利港人在內地生活工作  

 提供稅務優惠︰粵港 地存在稅制差異，現

香港居民在 地工作需繳納入息稅的制度影響香

港 業人士 地延長每 工作時間的意欲及投

入感，本會建議為 地工作的港人提供靈活的徵

稅計劃，例如計算港人逗留在香港及 地的實

天數，按比例徵稅，以鼓勵更多香港 業人士到

大灣 工作， 獻 長  

 

 寬工作簽證申請要求︰本會建議研究 寬

往返香港 地的工作簽證申請要求，以 強

地人才交流，配合粵港澳大灣 的發展  

 

3 創新及科技  

國家以發展粵港澳大灣 成為國 科技創新中心為目

標，創新合作以互利共贏為基本原則 城市間要 清晰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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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發展重點，清晰 工， 調發展， 性競爭 在科

研方面，廣州 深圳和香港在大灣 擔當引領角色  

 

廣東省已為 9 個城市的 能定 定 重點，例如爭 廣州

成立國家級再生醫學實驗 ，深圳成立國家級基因研究實驗

本會建議特 府必須提出 體建議，按香港 長爭

在優勢領域成立龍頭實驗  

 

本會支持 特 府就粵港澳大灣 城市群發展規劃的主

要建議 提及關 創新及科技的建議，並建議香港在以 幾

方面 力爭 ，成為大灣 創新科技中心的核心城市 期望

國家 香港特 府 私人機構 慈善團體積極投入資金支

持，香港特 府亦能批出土地 建香港國家級實驗 ，吸

引更多大灣 及國 科研 才匯聚香港，並進一步完善 外

開 ，長遠以生物醫藥技術研發產業 動 經濟  

 

3.1 鼓勵科研人才互相交流  

本會支持研究實 更便利的 策和稅務措 ，鼓勵科

研人才交流，但人才必須雙向 流，以建立健康的科研生

態 本會建議特 府必須較 地更積極提出措 吸引和

挽留科研人才，保持香港的人才優勢  

 

3.2 加強 粵港科技合作資助計劃  

粵港科技合作資 計劃 一直 效支援粵港及深港的

科研 目，本會支持 強 述計劃，支援更多粵港及深港

跨境科創 目，並建議應結合人才交流措 一併考慮  

 

3.3 支持香港 大灣區其他城市參 國際科技創新合作  

本會支持利用香港國 會議展覽中心及地 樞紐的優

勢， 大灣 他城市合作，參 國 科技創新，共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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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國 科技創新活動，並建議香港爭 成為 辦相關活動

的基地，並 請 他城市一同 辦  

 

3.4 支持研究建立統一標準  

為 強香港 大灣 他城市在智慧城市 物聯網

雲計算 大數據等資訊及通訊技術合作，本會建議研究建

立能 國家標準結合的統一標準，提升網絡 保 水

 

 

3.5 預防性檢測和新 治療的醫藥診療中心  

預防性檢測包括基因組學和遺傳學檢測；新 治療涵

蓋基因治療 胞療法及個體化精準治療 (基因編輯

疫治療 再生醫學 ) 香港擁 世界頂尖的液體活檢 家

團隊， 條件建立預防性檢測和新 治療的醫藥診療中

心  

 

3.6 中國臨床資訊和大健康數據中心  

香港擁 優質的醫療服務水 和健 的臨床管理系

統，九成香港市民在 立醫療系統求醫，當中的醫療紀錄

集中儲存在醫院管理局 直至 日，數據庫已 積 250

萬人長達 25 以 的醫療紀錄 作爲最 面及高質量的

漢族人群醫療檔案，香港為開展大規模人群研究提供足夠

醫療數據 香港 進 的臨床研究亦達到國家及國 水

，結果獲得國 及國家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的認 相

關的醫療數據更容許在海内外研究機構的雙向互通，並

國 的 他數據庫整合及作 析，便利國 科研合作

本會期望國家讓大灣 的醫療數據和人體樣本自由進出

大灣 ，充實數據庫，進一步促使香港成為大健康數據中

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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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新型疫苗研發和流行病防治中心  

香港處 亞洲疫情頻發的地 ，已建立成熟的患者處

理應急機制及病原鑑定 業團隊，本會支持香港建立新型

疫苗研發和流 病防治中心，以 抗流 疫情  

 

3.8 中醫藥的科學鑑證和國際標準制定中心  

香港擁 認 業的中藥認證，在中藥質量 制及標

準化方面為中藥產品研發提供重要保 循證醫學是讓中

藥走向國 化的重要一步，香港確立了良好的循證醫學機

制，以 動在香港製 的中藥  (包括飲片及複方 )  國

接軌 本港多間院校設 中醫學院，香港科學園亦 多間

中藥補充劑研發 司， 成為中藥轉化研究及臨床研究的

據點 至 中藥試驗批量生產即 澳門大學的中華醫藥

研究院 中藥質量研究國家重點實驗 中藥中試基地合

作 本會認同 述條件 利建立中醫藥的科學鑑證和國

標準制定中心  

 

3.9 人工智能創新中心  

香港多 大學共 100 多個人工智能的研究 目，包

括深度學習 數據挖掘 計算機視覺 語音識別，遷移學

習等，研究水 領先世界，而香港還 4 個重點實驗 ，

別由國 領先的人工智能 家引領，本會支持香港建立

人工智能創新中心  

 

3.10 新材料的研發創新中心  

材料納米技術研究是工業發展重要環節，香港 國

級化學 材料技術研究機構 學者和 家，作為自由貿易

港， 海外的材料技術研究機構 緊密的聯繫，洞察海外

高新材料的技術， 利成為新材料的研發創新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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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教育  

4.1 支持港澳高等院校到廣東辦學  

為促進大灣 人才的交流，本會支持香港特 府

討港澳高等院校到廣東辦學的 性，並研究引進港澳高

等院校教師到粵任教，以及鼓勵粵港澳高等院校開展學

互認 學 互授 科研成果 享轉化等方面的交流及合作  

 

4.2 吸引大灣區學生來港升學  

香港中 畢業生人數持續減少，由現時的 5.5 萬人，

降至 2022 的 4.2 萬人，院校本地生源減少， 院

校錄 非本地學生的整體核准學額 20%仍未用盡 本會

建議香港院校 吸引更多大灣 學生來港升讀大學，讓本

地生及非本地生在校園互動，交流 地文化及語言，建立

及 強人 網絡， 利學生畢業 往大灣 開創 業 本

會並建議香港特 府檢討人力資源的未來需求，培育

合未來需要的人才，例如以跨學科培育 才  

 

部份香港中 學校課 設計沿用多 ，隨着每班學生

人數減少 時代及教學需要的變化，本會建議香港特

府檢討及優化學校設計，改善教學環境，吸引更多大灣

學生來港交流  

 

4.3 加強推廣大灣區的經濟機遇  

大灣 規劃發展為香港社會 經濟發展帶來龐大機

遇，亦為香港企業及人才提供更多發展機會， 香港的長

遠持續發展利多 弊 本會建議香港特 府向社會 強

廣大灣 ，利用軟性方法 以 傳，讓市民深入了解大

灣 香港發展的重要性，爭 市民的支持，並鼓勵

趣到大灣 發展的人學習普通話及了解大灣 各地文化

及特色，共同參 大灣 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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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基建管理  

5.1 共同推動智慧城市的發展  

智慧城市發展為 球大趨勢， 地相關發展亦已起

步，香港則正規劃智慧城市發展藍圖 本會建議香港 大

灣 各城市合作 動智慧城市的發展，互補優勢，例如香

港 發揮電力 靠度高之優勢，發展智慧能源 智慧電網

等， 大灣 尋找更 清潔的能源，同時亦

動基建使用綠色能源，以及 綠色元素的設 ， 大灣

人民一同實 環保 碳生活  

 

5.2 協助其他城市優化基建設施設計及管理  

香港國 機場為國 航空樞紐之一，香港機場管理局

豐富基建營 經驗，曾先 杭州蕭山機場 海虹

橋機場等機場之發展；香港鐵路也在 地 歐洲 澳洲等

不同地方 享鐵路營 經驗 香港基建管理機構 豐富經

驗，管理水 達國 級， 能力幫 他國家或地 的基

建發展，本會建議香港應發揮 越的基建管理經驗，

大灣 基建完善設計及管理，讓 更 合用家的需要，提

升服務質素  

 

6 醫療  

6.1 協助香港醫生到大灣區執業促進經驗交流  

香港醫療服務水準高，擁 先進的醫療設備 讓人信

賴的醫務人員 高效率的管理團隊， 到 地人民的歡

迎 本會建議 香港醫生在 地執業 醫，包括爭 開

香港醫生在 地 醫 執業的審批程序及規定，讓本港

醫生憑 業資格便能在 地 醫，不需要開設醫院才能執

業，以引進香港優質的醫療服務，以及 強 九市

醫療 才的交流及合作  



香港專業及資深行 人員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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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社會民生  

7.1 協助粵港澳大灣區完善社會福利支援  

大灣 經濟迅 發展， 機會 生社會問題，例如留

兒童問題等 為防患 未然，本會建議香港特 府參

大灣 規劃時，積極發揮香港積 多 的社會福利服務

經驗， 強香港社工 地相關機構人員的交流 合作，

促使經驗豐富的香港社工發揮 長， 大灣 發展完善

的社會福利服務，支援當地解決社會問題  

 

結語  

粵港澳大灣 利用香港優良的 業服務 豐富管理經驗及國

化 ， 動 的經貿發展 本會期望香港特 府

粵港澳大灣 各地 府 強溝通及合作，為香港企業及 業人

士進入 地提供清晰指引及方便，開拓發展機會，深信 九市

府的通力合作 ， 能把握 一帶一路 的發展機遇，達

到互利共贏， 動中國經濟向前 進，共同開拓國 市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