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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席的話

 一地兩檢討論特輯：

 • 與保安局局長李家超先生SBS, PDSM, 
PMSM, JP對話 ─《一地兩檢》午餐 
座談會

 • 一地兩檢安排最理想 冀各界提專業 
建議會員意見

 • 「一國」之內竟不容「兩檢」？ 
高鐵變「廢鐵」全港是輸家 — 
王國強創會會長

 • 一地兩檢理所當然 — 陳建強會長

 • 一地兩檢方案 : 
合法合情合理 — 何君堯副主席

 焦點活動：

 • 2017專業人士協會慶回歸杯

 • 聯誼午餐聚會

 • 香港貿發局經貿代表團訪問哈爾濱、 
綏芬河及海參崴

 會員喜訊：

 名譽會長楊建文先生獲頒世界傑出華人獎

 專業交流：

 四個要素進一步流通，是成功構建粵港澳 
大灣區的關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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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特別行政區於七月二十五日公布有關廣深港高速鐵路（廣深港

高鐵）在西九龍站進行香港及內地的清關、出入境及檢疫手續（通

關程序）的安排（一地兩檢）。有關安排參考深圳灣口岸模式後達

成共識，建議採用「三步走」的方式於廣深港高鐵西九龍站實施一

地兩檢。簡述如下：

第一步：由內地與香港特區達成落實一地兩檢的合作 

安排（《合作安排》）；

第二步：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通過決定批准 

及確認《合作安排》；及

第三步：兩地各自進行相關程序予以實施；在香港方面 

將涉及本地立法工作。

《合作安排》的內容包括口岸區的設立、「內地口岸區」的範圍及管

轄權事宜、對旅客出入境監管、聯絡協調與應急處理機制、爭議的

磋商及解決，以及《合作安排》的修改和生效事宜。就內地法律和香

港特區法律的適用及管轄權（包括司法管轄權）的劃分，「內地口岸

區」將視為香港特區區域範圍之外。

以上「一地兩檢」的《合作安排》引起社會各界廣泛關注及討論，香

港專業人士協會日前於8月14日特就此舉辦「一地兩檢」午餐座談

會，很榮幸邀請到保安局局長李家超先生出席，與在座約一百名專

業人士交流對話，講解有關政策的構思、內容及實際執行時需要注

意的事項及可行性。李家超局長指出「一地兩檢」是國際通用，香港

主席的話 專協主席 

黃山測量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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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有使用的跨境通關安排，政府經考慮各項可行方案後，確認「一

地兩檢」的安排是最理想的，亦希望透過加強向各界闡釋介紹，冀

社會各界能提出專業及可行的討論，確保粵港澳高鐵香港段能如期

於明年第三季通車。

在目前的社會氛圍下，高鐵香港段能否如期在明年第三季如

期通車？還是有太多變數。專協促請政府積極與社會不同團

體進行交流溝通，進一步向社會各界清楚解釋和宣傳「一地

兩檢」的詳細安排，釋除坊間的誤解與疑慮。專協更呼籲立

法會及社會各界能以香港整體經濟利益及社會民生發展為

依歸，摒除成見，為「一地兩檢」相關法案稍後得到順利審

議通過營造有利條件。當高鐵「一地兩檢」順利落成後，香

港將能有效地展現其優勢，更全面協助中國「一帶一路」、 

「十三五規劃」、深港合作等國家政策，令香港再創輝煌的明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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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保安局局長李家超先生SBS,PDSM,PMSM,JP對話 
 《一地兩檢》午餐座談會(八月十四日中午)

高鐵「一地兩檢」議題，一直受到社會關注。

除著高鐵完工日逐漸接近，議題亦逐漸升

溫，並受到大眾市民的廣泛討論。有見及此，

專協特於中華總商會舉辦是次午餐座談會，

本會很榮幸邀請到在參與制定「一地兩檢」

政策舉足輕重的保安局局長李家超先生SBS, 

PDSM, PMSM, JP作為演講嘉賓。當日活動反

應熱烈，兩位首席會長王國強工程師及簡松

年律師、會長陳建強牙科醫生及主席黃山測

量師，以及一眾副會長、副長席、會董和嘉賓

均有出席支持該午餐會。

中國高鐵網絡去年已長達二萬公里，全年載

客量超過十四億四千萬人次，至二○二○年

更會增至三萬公里的「八縱八橫」布局。廣

深港高鐵香港段全長只約二十六公里，卻能

通過內地的高鐵網絡，連接逾八成內地大

城市。然而，廣深港高鐵將縮短香港與珠三

角地區主要城市群的交通往來時間，再配合 

「一地兩檢」的實施，有助加快實現珠三角 

「一小時生活圈」發展，對深化粵港澳大灣

區融合發展有著關鍵影響。因此，從整體利

益與民生便利角度出發，「一地兩檢」是最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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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的安排。其實作為跨境通關安排，「一地兩

檢」並不是全新構思，在歐洲、美加等地區，

以致港深間的深圳灣口岸都早有實施，成效

顯著。既省時方便，亦可大大增加乘客可前

往的城市，增加彈性。

對於有意見指不應認定「一地兩檢」為唯一

的選擇，李家超局長承認，除「一地兩檢」

外，還有「車上檢」、「兩地兩檢」等不同的

安排，而政府亦曾認真研究並與內地有關當

局商議不同的安排選項，得出的最終結論是

「一地兩檢」是最理想的安排。在法理上， 

「一地兩檢」符合基本法的規範；在操作上，

「一地兩檢」大大縮短辦理出入境手續時

間，讓高鐵發揮最大效益。李局長進一步指

出，如果內地執法人員在「內地口岸區」內，

只能行使內地通關法例，而其他範疇則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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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區法律，這會導致司法重疊而出現保安漏

洞，從而為不法分子提供挑戰內地拘捕權的

機會，亦為港府制造保安風險。

有與會會友提出內地執法人員會否在「內地

口岸區」內持槍巡邏，李家超局長回應指，據

其經驗及了解，執法人員一般只會持警棍巡

邏，但如果遇上一些特別情況，如收到恐襲

情報下，執法人員會配相應裝備出勤，惟他

強調內地口岸區須尊重其自主權，要按情況

而定。對於有疑慮擔心方案會為內地執法人

員打開了來港執法的缺口，他重申相關人員

的執法權只限於內地口岸區，故公眾毋須擔

心他們會越境執法。

短短約三十分鐘的演講，局長的一番演講已

令各參加者大大加深對「一地兩檢」的認識，

了解其方案的好處和重要性。講座後由陳建

強牙科醫生帶領的問答環節非常緊湊，其中

首席會長王國強工程師及謝偉銓前立法會議

員發表的意見更引起廣泛討論。

會後收到多位參加者的正面評價。本會在此

衷心感謝保安局局長李家超先生擔任主講嘉

賓，亦感謝各專業人士的鼎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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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國」之內竟不容「兩檢」？ 
高鐵變「廢鐵」全港是輸家

備受關注的廣深港高鐵香港段「一地兩檢」安排終於出爐，高鐵在通關

方面將採用深圳灣口岸「同層兩檢」模式，市民和旅客只需在同一樓層，

便可完成入境或出境手續。這個安排是最能夠發揮高鐵效益的安排，也

是最便利市民的安排。然而，反對派卻將在全世界多個地方都採用的「一

地兩檢」安排指為「割地」，表示將會反對到底云云。如果在西九龍站借

出部分地方讓內地執法人員進行入境手續就是「割地」，然則深圳灣又

是否內地「割地」予香港呢？

加拿大在邊境也有「一地兩檢」，又是否「割地」予美國呢？反對派的「割

地論」根本是邏輯混亂，「一國」之內竟不容「兩檢」，本身就是荒謬之極。

反對派目的不過是要迫令高鐵採取「兩地兩檢」、「車上檢」，藉此影響其

效益，將高鐵變成「廢鐵」，屆時反對派就可以此為由炮轟特區政府，居

心極為險惡，盡顯他們「為反而反」的不堪面目。

高鐵的特點就是快速和便捷。廣深港高鐵香港段全長26公里，落成後可

以將香港往返廣州的時間由2小時縮短至48分鐘，並且將香港乘客接送

到內地的高鐵網，直達內地各大城市。據估計，高鐵香港段50年內乘客年

均可節省3900萬小時，經濟效益更是難以估量。

香港興建高鐵造價不菲，但是物有所值，關鍵是必須盡量發揮其快速和

便捷的特點。在技術上，高鐵已經十分成熟，現在最大的問題就是通關安

排。高鐵落成後可縮短香港到廣州個多小時的車程，但如果在過關時花

費過多時間，變相是將高鐵的效益完全抵銷，整個高鐵工程的價值也會

大為減低，這是全社會都不想見到的。

香港專業人士協會 

創會會長 王國強工程師 GBS J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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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割地論」子虛烏有

所以，高鐵採取「一地兩檢」是一個必然的

選擇，也是一個容妥協的選項。在不少國家

及城市，都採取「一地兩檢」模式，正正就是

著眼於便捷與效率，包括現時的深圳灣口

岸。其實，現在西九龍高鐵站採用的「一地

兩檢」，也是沿用深圳灣模式，只是兩地角

色調換，深圳灣是內地租地予香港執法人員

進駐，西九龍則是香港租地予內地執法人員

進駐。

既然深圳灣「一地兩檢」實施了這麼多年都

沒有出現大問題，正說明「一地兩檢」是行得

通，也得到市民的好評，這樣西九龍站為什

麼就不能實行「一地兩檢」？難道內地租地予

香港就可以，香港租地予內地就不能，這還是

「一國兩制」嗎？

「一地兩檢」的問題，是法律問題，完全可以

法論法去解決。律政司司長袁國強在記者會

上已提出會採用「三步走」方式實施「一地兩

檢」：第一步是香港特區與內地先就口岸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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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設立、「內地口岸區」的範圍及管轄權、旅

客監管、各類協調應急機制等事宜達成《合

作安排》。第二步是在香港社會和立法會進

行討論後，尋求全國人大常委會對《合作安

排》的批准及確認。第三步也是最困難的一

步，就是在全國人大常委會批准《合作安排》

之後，特區政府會向立法會提交本地立法建

議，並爭取立法會通過。

這「三步走」具有堅實的法律依據，《基本

法》第95條訂明：「香港特別行政區可與全

國其他地區的司法機關通過協商依法進行司

法方面的聯繫和相互提供協助。」所以，特區

政府完全有權進行有關法律的合作，而深圳

灣模式亦已提供了先例。這些都說明「一地兩

檢」在法律上並沒有可質疑之處，反對派不

斷指稱違反基本法，因基本法不容許內地執

法人員來港執法云云，這完全是斷章取義，

企圖誤導市民。

圖搞垮高鐵居心險惡

「一地兩檢」並非新鮮事物，在不少國家及地

區都有採用，例如穿梭英國、法國與比利時

的歐洲之星，再如美國與加拿大等，都設有 

「一地兩檢」的安排。國與國之間尚且可以做

到「一地兩檢」，何況是「一國兩制」下的香港

與內地。香港本身就是中國的領土，請問反

對派口中的「割地論」所割的是誰人的地？為

什麼國與國都可以解決的法律問題，反對派

卻要上綱上線？這不過是反映了反對派根深

柢固的抗中思維，這才是「一地兩檢」的真正

癥結。

反對派以「割地論」、「跨境執法論」等荒謬

指控，企圖抹黑「一地兩檢」，但高鐵差不多

已經落成，如果不採取「一地兩檢」，然則就

必須進行「車上檢」以至「兩地兩檢」。這些

建議不但費時失事，更嚴重影響高鐵的成

效，也大大削弱市民乘搭意慾。這樣，就與高

鐵的原意相違，也浪費了納稅人的大量公帑，

是一個全輸的建議。

反對派提出這樣「靠害」的建議，目的不過是

要令高鐵變廢鐵，損害其便利及效益，令市

民不願意搭乘高鐵，屆時反對派就可以此為

由炮轟特區政府興建大白象，在社會上煽風

點火。高鐵是香港人的高鐵，高鐵發揮成效

市民都能獲益，相反以抗拒「一地兩檢」來搞

垮高鐵，全港市民都是輸家，這些損人不利己

的行為，盡顯反對派居心險惡，盡顯他們「為

反而反」的不堪面目。



專訊 Voice of Professionals | Issue 05 10

一地兩檢理所當然

經過與內地部門持續多年的反覆研究磋商，高鐵「一地兩檢」方案終於揭

盅，主要是在西九龍總站闢出部分範圍以租賃形式列作「內地口岸區」，

容許內地人員按內地法律執行包括清關和檢疫等工作。方案出爐後，反

對派提出多項稀奇質疑，並揚言發動民意戰，但這全屬為反對、為拖延而

創造出來的偽命題。若不想高鐵「被廢武功」，「一地兩檢」，理所當然！

為經濟效益而實行

反對派指「一地兩檢」不符合基本法、破壞「一國兩制」、損害港人權益，

並提出所謂「割地」、「自閹」、跨境執法，以及「借得一次以後任借」等質

疑，實是捕風捉影。本來，香港與內地的法制有差異，難免會有一些疑慮

甚至誤解，政府有責任審慎研究、仔細琢磨，社會各界亦有責任講事實、

擺道理，而不應將一些技術操作層面或涉及法律差異的問題上綱上線。

須強調，實施「一地兩檢」的唯一原因，是要將香港和內地的高鐵網連結

延伸，最大程度發揮高鐵應有的快速便捷效益。當中的效益，不僅是香港

與內地城市「點對點」式的交通時間，而是透過全國逾2萬公里高鐵網絡

貫通連接數十以至逾百個大小城市，進而在「一帶一路」推動下延至東南

亞和中亞區，在便利民眾的同時帶來經濟飛躍，持續保存地區樞紐的地

位，並讓香港的經濟民生發展緊扣區內的發展大潮和機遇。從經濟發展

的角度看，「一地兩檢」，理所當然。

至於口岸執法安排的主要目的，是打擊恐怖、犯罪及其他危害國家安全

的活動，不會對一般市民帶來困擾阻撓。「一地兩檢」正是在「一國兩制」

香港專業人士協會 

會長 陳建強牙科醫生BBS J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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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框架下，在基本法第二十三條仍未立法的

情況下，反恐護國安的合適安排。從國家安

全的角度看，「一地兩檢」，理所當然。

摒棄泛政治化思維

事實上，美加、英國與法國和比利時都有施

行「一地兩檢」。連不同主權國之間都有折

衷安排，反對派卻反將「一地兩檢」提升到

政治衝突的層次，香港既可因「一地兩檢」

而租深圳灣口岸部分範圍，亦在深圳河「拉

直」後多得87公頃的河套區土地。今天，香

港因應高鐵「一地兩檢」而將部分車站用地

租予內地相關部門，理所當然。

香港特區的範圍是根據國務院第二二一號令講述，基本法本身和香港本

地法例均沒有定義香港邊界，而人大是國家最高權力機關，人大常委會

依照基本法第二十條授權特區政府落實「一地兩檢」，特區政府將高鐵香

港段總部的部分用地劃作「內地口岸」。從法理和行政倫理的角度看，「一

地兩檢」，理所當然。

過往，反對派為求一己政治利益，抱持「寧守差異、不要合作」的對抗性

撕拼，令香港一再錯失發展良機，教訓深刻。所謂路通財通，只有「一地

兩檢」，才可讓高鐵搭載香港接通內地發展的大機遇。從兩地共融的角度

看，「一地兩檢」，理所當然。

大家都必須摒棄泛政治化的思維，從務實變通的角度重新出發，確保「一

地兩檢」的安排在基本法的原則下，回應社會的實際發展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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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地兩檢方案 : 
合法合情合理 

一地兩檢方案是參考2006年深圳灣口岸建設程序所提出的，一來合符 

法律規定，二來有先例可循，因此對一地兩檢方案我是舉手贊成的。

對於反對派提出一地兩檢猶如割地及違反《基本法》第十八條的理據等，

我提出以下反駁理由：

1. 根據《基本法》（第一和七條）規定，香港是國家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而國家是擁有香港所有的土地資源的。反對派用割地、自我閹割香港

主權等說法去反對一地兩檢是不正確；

2. 根據《基本法》（第二條）規定，香港實行高度自治，同時《憲法》規定

香港的制度由全國人大及全國人大常委會制定，香港的權力來源自 

中央。另外，按《基本法》第十二和十八條，特區是中央人民政府的直

轄市，雖然享有高度自治權，但仍然受中央指導，特別在國防和外交方

面，中央人民政府是保留了權力；

3. 一地兩檢的口岸也是涉及國防和外交的範疇的。香港高鐵西九龍站 

包括設立內地口岸區，必定會涉及海外領事出入境等外交安排，同樣，

也必定涉及反恐等國防和國家安全問題，這正正就是第十八條所觸 

及之事；

香港專業人士協會 

副主席 何君堯律師 J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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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根據《基本法》（第十九條）規定，香港法院無權管轄國防及外交事

務。倘若有人提出司法覆核挑戰一地兩檢的合法性，以阻延口岸建設，

只要行政長官根據法律簽發證明文件，法院便無權管轄必須關檔；

5. 因此，不需要對《基本法》(第十八條)和附表三作出修改。就目前一地

兩檢方案而言，只要小心備製好有關法律協議和文件，不但有既定 

的法律條文保障通行，更有先例可循，合法合情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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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點活動

為慶祝香港回歸祖國20週年，香港專業人

士協會在七月十五日於東莞觀瀾湖高爾

夫球會舉辦專協杯高球邀請賽，以高球會

友，與眾同樂。

今屆邀請賽主席黃山測量師聯同兩位首

席會長王國強工程師及簡松年律師領團。

是次活動共有四十多位會員及嘉賓參與，

並分成綠白兩組角逐團體獎項。

2017專業人士協會慶回歸杯 
 (七月十五日晚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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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當日，陽光明媚，開球儀式準時開始，

為賽事掀開序幕。各位高球好手在綠草砰

上留下各自的揮桿英姿。各球手雖為競爭對

手，但彼此都以「友誼第一，比賽第二」的態

度互相切磋比試。賽事氣氛緊湊，兩隊於首

段不分上下，打成平手，但最終綠隊一眾專

業人士急起直追，並取得團體總冠軍。賽事

過後，眾人一同共進午宴，並頒發各個獎項

及抽獎，為得獎者逐一送上祝賀。

本次賽事十分成功，本會希望在此感謝各

個贊助團體的支持，令本次專協杯能完滿

舉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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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貿發局經貿代表團訪問哈爾濱、綏芬河及海參崴  (七月三日至七月七日) 

專協主席黃山測量師聯同常務會董謝詩賢電

腦工程師及陸晉宇測量師獲邀參與香港貿發

局舉辦之高層經貿代表團，訪問哈爾濱、綏

芬河及海參崴，為協助本港專業人士掌握中

國內地東北地區及俄羅斯的蓬勃商貿及發展

機遇進行實地考察。

作為全國對俄經貿第一省，位於東北區的黑

龍江擁有富豐的資源及優越的地理位置，為

中國重要的工業和農業省份，而綏芬河是其

中一個主要的中俄邊境貿易中心。是次訪問

重點考察了當地的物流，製藥及食品加工等

行業的最新發展情況，並考察中俄邊貿市

場，港口及鐵路口岸，探討香港專業行業優

勢並了解當地內銷市場的潛力及為香港帶來

的機遇。

行程中與黑龍江省委、哈爾濱市高層領導會

面，特別與黑龍江省長陸昊先生及市長展開

了多方面交流，在香港專業人士回內地東北

焦點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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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誼午餐聚會  (八月四日下午) 

八月份的聯誼午餐聚會於華商會所舉行。

是次聚會創會主席簡松年律師 SBS JP、主

席黃山測量師、常務副主席潘偉賢工程師、

常務副主席錢志庸律師工程師、常務副主

席陳東岳測量師及秘書長羅錦基工程師均

有出席，還有十多位會員出席，當中不乏首

次亮相的新會員。眾會員在舒適的氛圍下互

相交流，暢所欲言。

來年本會亦會繼續舉辦不同的聯誼聚會，

有興趣的會員請踴躍參與。

地區提供國際水平的專業服務及發展機 

遇方面深入交換了意見。同時於當地舉辦的

「一帶一路」論壇，主席黃山測量師代表本

會發表名為「在『一帶一路』戰略下，黑、港

如何合作走出去」的主題演講，指出全球發

展面對的挑戰，並鼓勵當地企業走出內地

市場，利用香港國際級專業服務水平面向

世界。

其後，代表團於海參崴進行實地考察，參

觀了當地運輸及物流設施，見証其在「一帶

一路」中的重要戰略地位。於短短四日訪問

中，見証了中國改革開放中的驚人發展成

果及中俄貿易所帶來的巨大經濟動力，同

時三位本港專業人士亦為香港專業服務界

在東北地區發展開創了初步溝通基礎。



專訊 Voice of Professionals | Issue 05 18

會員喜訊

名譽會長楊建文先生獲頒 

世界傑出華人獎

熱烈恭賀名譽會長楊建文先生於世界華商投資基

金會主辦的「第十五屆世界傑出華人獎、第五屆世

界傑出華人藝術家大獎、首屆世界傑出華人青年企

業家獎」頒獎典禮中獲頒世界傑出華人獎。楊先生

於頒獎典禮中發表感言，分享自己事業發展和參

與公益事務的經驗，並希望大家共同努力，帶動各

地華人增強民族自豪感，引導世界華人積極為人生

奮鬥亦不忘關愛社會，關心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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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業交流

四個要素進一步流通，是成功構建粵港澳大灣區

的關鍵(2017粵港澳合作論壇)  (七月三日至七月七日) 

黃華華榮譽會長，焦蘭生市長，各位朋友：

40年前，我第一次從香港到內地，是從羅湖口岸進入深圳。當年，

羅湖口岸是香港到內地的唯一途徑，當年從香港往內地，沒有空中

航班，沒有鐵路或巴士直通車，沒有渡輪，更沒有兩地牌的香港汽

車。當年香港同胞沒有回鄉證，每次到內地，都要接受邊防人員問

話，由邊防人員代填回鄉介紹書；每次到內地，都要到公安派出所

報到，報到之後就要到銀行找換人民幣，因為當年人民幣不能帶出

境。當年每個旅客入境時都要填海關申報表，大至相機，小至手錶，

都要申報，出入境都要檢查。當年的羅湖口岸，早上開九點，下午五

點關門，一天大概只有幾十個人過關。

40年後的今天，從香港往返內地的方便程度，大家都有親身體會。

進出內地比從前方便，不僅是由於現在口岸多了，也不僅是由於有

了直通車、直通航班和渡輪等，而是出入境限制大幅度放寬，手續

大大簡化。從前不想做，或者想過但不敢做的，通過持續的改革開

放，都做到了，而且效果很好。如果過去40年，沒有這些放寬和簡

化，粵港澳合作不可能取得今天的成就。

如果我們拿粵港澳大灣區和美國的紐約灣區、三藩市灣區和日本的

東京灣區比較，我們首先要認識到，港澳兩個特別行政區，與內地

九個大灣區城市之間，仍然有人流、物流、資金流和訊息流的限制，

而大部分這些限制，並不是「一國兩制」設計的一部份，也就是說，

減低或消除這些限制，並不違反「一國兩制」的方針，也不違反《基

本法》。

梁振英GBM  全國政協副主席 

香港專業人士協會榮譽總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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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和內地的合作，是各地功能的配合。香

港的獨特功能，就是作為國家最國際化城市

的「超級聯繫人」功能。在國際金融、國際貿

易和國際專業服務各方面，經過一百多年無

間斷的發展，過程中也交了不少學費，香港

有豐富的國際交往經驗，與國際社會和國際

市場無縫對接，而且普遍使用「兩文三語」，

也是全球最開放和最自由的經濟體。要做到

國家在「十三五規劃」中要求的「發揮市場

在資源配置當中的決定性作用」，以及發揮

廣東省毗鄰香港的獨特優勢，我認為通過進

一步改革和開放，通過機制創新，在符合「一

國兩制」和《基本法》的前提下，盡量減低以

至消除在粵港和粵澳之間過時的行政壁壘，

讓人員、資金、貨物（包括車輛）和訊息這四

個生產和生活要素在粵港和粵澳之間暢順流

通，通過市場力量，提取和提升粵港和粵澳的

巨大協同效應，是成功構建粵港澳大灣區的 

關鍵。

明年年底之前，港珠澳大橋、蓮塘香園圍口

岸、高鐵香港線將相繼落成，要充分發揮這

三個粵港澳之間的重大基本建設的社會和

經濟效益，我們必須盡早制定簡化流通的 

政策。三天前，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宣布在高鐵九龍站實施「一地兩

檢」，就是創新機制和簡化流通的重要例子。在中央政府的指導下，粵

港澳三地政府應該進一步考慮其他措施，包括容許港澳單牌車經粵港

澳大橋進入廣東，以及放寬香港雙牌車進出深圳口岸的限制等。

香港一直是外國企業在亞洲的主要地區總部，駐港的中高層企業管理

人員眾多。港珠澳大橋、蓮塘香園圍口岸和高鐵香港線通車後，香港

將可以吸引更多外國企業以香港為基地，從香港市中心出發，在兩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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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時車程內，覆蓋廣東的所有主要城市，直接

接觸包括粵港澳大灣區的6千6百萬居民的廣

大顧客群。要發揮這些重大基本建設以及香

港高度國際化對廣東發展國際經貿關係的作

用，我們需要考慮如何簡化外國駐港企業和

駐港人員，尤其是香港永久居民中的外籍人

士進入廣東的措施。

粵港澳合作一個新的方面是「走出去」。過

去，在粵港澳合作中，港澳的主要功能是「引

進來」。未來，隨着「一帶一路」國際合作倡

議的逐一落實，香港作為國際化程度最高的

城市，憑著豐富和全面的國際交往經驗，廣泛

的人脈關係，可以和廣東各城市合作，「併船

出海」。無論是經貿活動或者是非經貿活動，

也無論是同產業合作或跨產業合作，粵港企業要取得共同走出去的

效益，生產和生活要素也需要在粵港兩地之間更方便的流通。

最後，要成功構建大灣區，全面推動粵港澳合作，必須得到各地工商

和專業界以及各地人民的認同、支持、配合和理解。因此我建議我們

共同做兩方面的工作，這兩方面都是人的工作。一是定期安排粵港澳

三地的工商和專業界人士會面，讓業界探索在粵港澳以及其他市場的

同產業和跨產業的合作機會。二是加強對各地人民，尤其是青年人，介

紹和宣傳粵港澳三地最新的發展情況，促進三地人民的緊密和全面交

往，鼓勵更多香港居民到大灣區現場了解廣東各地最新的變化和事業

發展機會。

粵港澳合作有地緣和人緣優勢，有國家的支持和指導，有基礎，有成

績。我對粵港澳的進一步和全面合作，尤其是三地共同促進大灣區的

發展和建設，充滿信心。

謝謝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