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從國家策略看粵港澳大灣區
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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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持續發展研究中心 (CSHK)
• 成立於2017年6月

• 香港城市大學有關策略發展的嶄新應用研究中心

• 本中心及其中的合作平台「香港持續發展研究樞紐」(SusHK Hub)，重點
探討促進各行各業及各地區的交流和協作，共同進行具現實意義及影響力
的應用研究

• 宗旨：通過跨學科的視角和多方合作，為香港及亞洲的持續發展關鍵議題
提供分析和解決方案

• 香港城市大學公共政策學系李芝蘭教授擔任中心總監

• 「一帶一路」倡議和香港專業界別的持續發展是中心近期工作主題之一，
包括關注香港的專業服務界何以更有效地參與和推動「一帶一路」倡議，
並從中受惠而達致雙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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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與合作夥伴

• 中國⼈⺠⼤學

• 國家發展和改⾰委員會國際合作中⼼
(ICCNDRC)

• 廣東省綜合改⾰發展研究院

• 廣東省社會科學院海上絲綢之路研究院

• 德勤中國會計師事務所

• 安永會計師事務所

• 北京交通⼤學

• 亞洲國際法律研究院

• ⾹港貿發局

• 中華電力

• 團結⾹港基⾦

• 中國注冊會計師協會

• 中外企業促進聯會

• 華發實業(香港)有限公司

• 香港華人會計師公會

• 澳洲會計師公會

• 華商會所

• 深圳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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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頁：www6.cityu.edu.hk/cshk
Facebook：https://www.facebook.com/sushkresearchhub/

https://www.facebook.com/sushkresearchhub/


何謂粵港澳大灣區?

• 11個城市: 香港、澳門，及9個珠江三角洲的城市: 深圳、東莞、惠州、廣
州、佛山、肇慶、江門、中山和珠海。

• 2008 中央《珠江三角洲地區改革發展規劃綱要（2008-2020 年）》

• 2009 粵港澳編制《大珠江三角洲城鎮群協調發展規劃研究》：粵港澳合
力建設具有全球競爭力的世界級城鎮群

• 2015 年大灣區首次寫入國家文件《推動共 建絲綢之路經濟帶和 21 世紀
海上絲綢之路的願景與行動》， 正式提出在一帶一路建設中 “打造粵港澳
大灣區” 



何謂粵港澳大灣區?

• 2016 年國家發佈《關於深化泛珠三角區域合作的指導意見》， 提
出“攜手港澳共同打造粵港澳大灣區，建設世界級城市群”。同年，
國家“十三五”規劃綱要提出，“支持港澳在泛珠三角區域合作中發揮
重要作用，推動粵港澳大灣區和跨省區重大合作平台建設”。

• 2017 年在十二届全國人大第五次會議上通過的總理李克強政府工
作報告中提出，“要推動內地與港澳 深化合作，研究制定粵港澳大
灣區城市群發展規劃，發揮港澳獨特優勢，提升在國家經濟發展和
對外開放中的地位與功能。”



香港的角色 (特區政府論述)

• 反映及鞏固香港在「十三五」規劃內《港澳專章》明確的獨特定位

鞏固和提升香港國際金融、航運、貿易三大中心地位

強化全球離岸人民幣業務樞紐地位和國際資產管理中心功能

推動融資、商貿、物流、專業服務等向高端高增值方向發展

發展創新及科技事業，培育新興產業

建設亞太區國際法律及解決爭議服務中心

• 參與「一帶一路」建設，內地與港澳企業合作走出去



香港的角色 (特區政府論述)

• 香港有「一國之利」亦有「兩制之便」

• 「超級聯繫人」

• 與大灣區內其他城市實現協調發展，與大灣區城市拓展國際領域
，配合國家「一帶一路」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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粵港澳大灣區:  差異打造的優勢

紐約灣 舊金山灣 東京灣 粵港澳 滬杭甬

面積
(萬平方公

里)

2.15 1.8 3.7 5.6 7.39

人口
(萬)

2,340 760 4,383 6,800 7,945

GDP 
(萬億美

元)

1.4 0.8 1.8 1.34 1.36

人均
GDP 

(美元)

59,829 105,263 41,067 20,419 17,132

港澳「一國兩
制」

+

廣東先行先試



一國兩制的大灣區: 應對國家的創新需要

中國面臨新的形勢挑戰

• 內有經濟轉型壓力，完善供給側改革以及社會治理迫在眉睫。

• 外有新外交格局，歐美希望中國信守國際遊戲規則，肩負更多
大國責任，也擔心中國日漸強大打破由西方主導的世界秩序。

中國的新策略 --「一帶一路倡議」



中國面臨的內部轉軌及外在國際壓力

•一帶一路 (應對外在國際壓力)

• 促進中國軟實力建設

• 促進各地區社群合作與溝通

• 構建更持續發展及和平的世
界

供給側改革 (解決內部轉軌需求)

找出不同制度間的空白點

制度改革

有效供應 – 滿足人民所需



中央政府2017年提出大灣區策略的重点

發揮港澳獨特優勢



港澳獨特優勢: 一國兩制下的「軟實力」

• 國際化制度架構的基準

• 在不同時空環境下持續探索發展善治制度的历史經驗

• 兩地共生共榮令香港經驗更加適用

• 華洋雜處的國際城市 – 香港雖以華人為主，卻長期成功讓中國
人與外地人互相尊重地在一個狹小的城市範圍內共同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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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國兩制: 從歷史發展看出優勢

改革開放之初，粵港兩地攜手在國家策略旗幟下突破了不少制度
藩籬、摸索出不少珍貴的創新路徑。

改革開放之初的制度差異肯定比現在更大，但創辦「深交所」、
公開拍賣全國第一幅土地、乃至國有企業推進股份制度及分紅等，
香港都扮演了積極角色。

香港的「資本主義」與廣東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相互配合走
位，令廣東成為中國改革開放的排頭兵，多項政策均是在廣東先
行先試，繼而在全國鋪開。



一國兩制包涵的差異是障礙嗎？

社會經濟制度

法律

文化



障礙源自信任及理解不足
而非差異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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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灣區對香港的意義

香港經濟的四個傳統主要行業(百萬港元)
2010 2011 2013 2014 2015 最近一年

成長率

金融服務 305,300 319,300 346,200 368,000 409,900 11.4%

旅遊 86,200 94,600 105,900 112,500 116,400 3.5%

貿易及物流 485,400 495,400 500,500 515,700 517,400 0.33%

專業服務 235,900 257,600 260,200 273,200 287,200 5.1%

香港GDP 1,901,000 2,013,000 2,098,100 2,206,000 2,325,500 5.4%

四大佔 GDP 58.5% 58.0% 57.8% 57.5% 5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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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灣區對香港的意義

香港經濟的六個新興產業 (百萬港元)
2012 2013 增長率 2014 增長率 2015 增長率

文化及創意產業 97,837 106,050 +8.4% 109,680 +3.4% 108,920 -0.7% 

醫療產業 29,462 32,445 +10.1% 36,198 +11.6% 38,962 +7.6% 

教育產業 22,601 24,221 +7.2% 26,086 +7.7% 28,079 +7.6% 

創新科技產業 13,422 14,738 +9.8% 15,789 +7.1% 16,710 +5.8% 

檢測及認證產業 5,827 6,011 +3.2% 6,491 +8.0% 7,017 +8.1% 

環保產業 6,750 7,103 +5.2% 7,802 +9.8% 7,891 +1.1% 

佔GDP 8.7% 9.1% 9.2% 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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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強粵港澳大灣區合作的
一些重點方向

香港持續發展研究中心的建議



加強大灣區合作的一些重點方向

完善大灣區司法制度 (１)

擴大香港國際仲裁中心角色

鼓勵更多企業利用仲裁解決糾紛，完善司法互助，執行對方
的仲裁，進而提升粵港兩地間仲裁的質素。

加強大灣區內的司法教育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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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強大灣區合作的一些重點方向

完善大灣區司法制度 (２)

「一帶一路」下涉外的商業法律糾紛必然日多，大灣區先行一步嘗試
引進及完善新的仲裁模式，為全國法院提供參考和累積經驗。

共同完善及推廣前海經驗

前海法院2016年委任了13名香港人出任陪審員 (包括法律及其他
專業界別人士) ，在與訟雙方同意下可以選用香港法例處理糾紛
以及作出仲裁。

粵港雙方應創造條件使香港法律界更多參與完善前海的安排，及
逐步在大灣區 (譬如南沙及橫琴) 推廣。



加強大灣區合作的一些重點方向

推動深層的體制合作 (１)

中國經濟發展正面臨一些長期積累的結構性及體制性矛盾和問題，廣東作為經
濟大省，如何化解困難將在全國起示範作用。

借鑒香港經驗推進改革：

香港政府對於市場的管理並非直接的控制和行政干預，而是通過明確的法律、
規章去引導企業自律，企業在法律留白的廣大範圍中完全自主，而企業一旦
有出現違反法律的行為，則根據法律對之進行明確的懲戒，以維持健康的市
場秩序。

這些建基於法治的制度經驗有利於廣東推進包含政府改革的供給側改革，為
企業的有效營運和企業之間的競爭提供一個公平的環境。



加強大灣區合作的一些重點方向

推動深層的體制合作 (２)

加強金融合作

依託香港的集資能力協助廣東企業壯大，香港交易所近期檢討上市機制，計
劃推出創新板讓企業更靈活地以不同的板塊募集發展資金，深圳是全國其中
一個最多初創企業的地區，兩地可加強協調增加上市企業的選擇，為企業開
創更多融資管道。加強合作，推進人民幣國際化健康發展。

共同開拓更多海外市場

香港在「一國兩制」下高度國際化，各種制度與國際接軌，享有免簽證出入
境的國家較多，亦具有兩文三語的優勢。粵港雙方宜理順條件使香港各個專
業界別更有效地為廣東地區企業提供服務，協助他們開拓更多國際市場的同
時，也令香港獲得更多商業機會，達致雙贏。



加強大灣區合作的一些重點方向

推動深層的體制合作 (３)

推進企業社會責任：

企業社會責任是當前全球各界關注的重要議題，由環境保護、勞工權益和
消費者安全等問題引發的商業糾紛及訴訟，給很多企業尤其製造業帶來巨
大的負面影響。

香港在環境、社會及企業管治方面都有較完整的規範。自2016年起，香港
的上市公司必須根據香港交易所的《環境、社會及管治報告指引》詳細披
露企業的相關情況。《指引》對建立企業社會責任監測和評價系統，提高
企業社會責任資訊透明度，產生積極影響。

香港的專業服務，尤其會計業在這方面擁有豐富的專業知識和經驗，可以
協助大灣區的企業建立良好的企業管治架構，制定指引，提供培訓，推動
企業有效實行社會責任，走向持續發展經營的方向。



加強大灣區合作的一些重點方向

推進社會協同治理 (１)

廣東省近年積極推進政府轉型，探討如何更好地提供公共服務，香港的多元社
會治理經驗對廣東有重要的借鑒意義。

香港擁有豐富的社會協同治理經驗，高度自治的社會組織、行業協會為社
會治理的重要組成部分，規管自身行業行為的同時，也為社會提供公共服
務。

香港是全球其中一個非政府組織 (NGOs) 最密集的城市，非政府和社會組
織的發展可以緩解政府有限資源的限制，有利應對複雜的社會治理需求。



加強大灣區合作的一些重點方向

推進社會協同治理 (２)

推進社會工作服務，促进大灣區基层社区治理
香港的社工註冊制度位處世界先進水準，香港在2007年開始派出資深社工出任督導

協助深圳建立社工註冊制度，10年下來，深圳的社工數目跳升至數千名，增幅逾百
倍。

如何更有效地幫助大灣區更多城市培訓專業社工，反過來也為香港社福機構開拓更多
服務範疇，是粵港兩地政府及社福機構可以思考的方向。

加強院校合作，培訓人才
香港的專上教育成績突出，《泰晤士高等教育》（Times Higher Education）2017

年亞洲大學排行榜，香港有6間大學晉身首50名。

香港與大灣區學府應該加強合作和交流，培訓更多人才。



結語 (1) 新思考角度

以大灣區作為一個整體

对國家发展的角色：國家經濟社會管理轉型以及適應國際法規

的要求

香港作為一國兩制憲制模式中的「第二制」給內地提供了多元

化的視角去審視國家的治理和發展



結語 (2) （个体）成功的關鍵

多元與包容

公平競爭

彼此欣賞

溝通與管理

程序正當

耐性與忍讓

•



~ 多謝 ~

答問時間

Website: www6.cityu.edu.hk/cshk
Facebook: https://www.facebook.com/sushkresearchhub/
Email: sushkhub@cityu.edu.hk

salcli@cityu.edu.h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