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國兩制研究中心
One Country Two Systems Research Institute

提升香港現代服務業在粵港澳大灣區的
獨特優勢與競爭力
發揮對一帶一路市場輻射引領作用
Enhancing the Unique Strengths and Competitiveness of
Hong Kong’s Modern Service Industries in the Greater Bay Area
Playing a Leading Role in Covering the Belt and Road Market

研 究 報 告

Research Report

2021 05

目錄
行政摘要 .......................................................................................................................................................... I
Executive Summary .................................................................................................................................... VI
第一章 香港服務業發展背景及機遇與挑戰 ...........................................................................................1
1.1 香港現代服務業的發展背景 ...........................................................................................................2
1.2 香港與大灣區其他城市合作的良好基礎 .........................................................................................4
1.3 香港對「一帶一路」市場的輻射引領作用 .....................................................................................5
1.4 香港現代服務業所面臨的挑戰 .......................................................................................................7

第二章 金融服務.........................................................................................................................................11
2.1 香港專業化和國際化的金融服務業情況 .......................................................................................12
2.2 大灣區和「一帶一路」地區對金融服務業的需求 ........................................................................13
2.3 建議 .............................................................................................................................................14

第三章 創科行業.........................................................................................................................................18
3.1 香港創科行業發展現狀 ................................................................................................................19
3.2 香港與大灣區其他城市在創科行業的協同發展 ............................................................................19
3.3 推動落馬洲河套區成為全球創科科技高地 ...................................................................................21
3.4 建議 .............................................................................................................................................21

第四章 醫療服務.........................................................................................................................................26
4.1 粵港兩地醫療共同發展的機遇 .....................................................................................................27
4.2 香港參與內地醫療發展的現狀 .....................................................................................................28
4.3 香港參與內地醫療發展的挑戰 .....................................................................................................28
4.4 建議 .............................................................................................................................................29

第五章 專業服務.........................................................................................................................................32
5.1 法律、國際仲裁、知識產權服務在香港的發展情況 .....................................................................33
5.2 香港法律、國際仲裁、知識產權服務在大灣區的比較優勢 ..........................................................34
5.3 香港法律、仲裁及知識產權服務參與「一帶一路」建設..............................................................36
5.4 建議 .............................................................................................................................................37

項目督導委員會 ..........................................................................................................................................39
訪談名單 .......................................................................................................................................................40

圖錄
圖 1 四大支柱行業增加價值佔本地生產總值的百分比（2019 年） ...................................................................2
圖 2 2008 年至 2019 年的香港服務輸出統計 ....................................................................................................3
圖 3 按服務組成部分劃分的服務輸出（2018 年） ............................................................................................3

表錄
表 1 香港數碼娛樂產業重要觀察指標（2010-2018） .....................................................................................24
表 2 研發商百時美施貴寶（BMS）公佈的藥價信息 ........................................................................................30
表 3 律師及律師行數目 ...................................................................................................................................33

行政摘要

行政摘要

引言

金融服務

1.

5.

香港是連接中國與環球資本市場的重要紐帶，
這不僅得益於其得天獨厚的區位優勢，跟內地
在經濟、社會和文化層面更有緊密關係。香港
作為亞洲金融中心，奉行國際標準和慣例、匯
聚雄厚資金和業界精英。國家「十四五規劃綱
要」再次肯定香港金融業的發展，並繼續支持
香港提升國際金融中心地位、強化全球離岸人
民幣業務樞紐，更首次提出強化香港國際資產
管理中心和風險管理中心功能，並持續深化與
內地金融市場互聯互通。

6.

疫情影響下，全球金融市場均受衝擊，而香港
金融市場依然穩中有升，充分體現了香港金融
市場的韌性。無論是粵港澳大灣區、內地其他
地區、或是與亞洲有業務聯繫的國際企業，若
想尋求安全和高度流通的世界級市場上市集
資，香港均是熱門首選地。

7.

粵港澳大灣區可借助香港金融業發展經驗和渠
道，提升金融服務水平，豐富服務產品，並積
極與香港和國際金融市場平台對接，開展金融
體制改革先行先試。近年，國際政治經濟格局
出現新變化，在中美摩擦加劇的新形勢下，如
何擺脫美國對我國發展的掣肘，自主推動改革
開放，尤其是「一帶一路」倡議和人民幣國際
化，香港資本市場可以發揮更大作用。

2.

3.

4.

I

粵港澳大灣區

一帶一路

自 2019 年 2 月《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
（下稱「綱要」）發佈以來，大灣區各個領域
的具體政策和規劃已陸續出台，落地了很多社
會民生與經濟發展政策，為推動香港產業多元
化發展帶來積極作用。「十四五」規劃和 2035
年遠景目標綱要進一步提出，支持香港更好融
入國家發展大局、推動高品質建設粵港澳大灣
區、深化粵港澳合作、以及加強內地與港澳各
領域交流合作。粵港澳大灣區已成為香港融入
國家發展大局最重要的切入點；在「國內國際
雙循環」新發展格局下，大灣區城市的合作與
交流將更為密切，香港應發揮極點帶動作用，
推進大灣區深度合作。
建設粵港澳大灣區是我國新時代推動全面開放
新格局的新嘗試，有利進一步提升粵港澳地區
在國家經濟發展和對外開放的支撐引領作用。
此外，為配合國家「一帶一路」發展，香港可
充分利用既有的外聯網絡優勢、高水平的專業
服務、大量國際化企業，以及金融、會計、法
律等專業人才，為內地與「一帶一路」沿線國
家的雙向投資提供支持，發揮「超級連繫人」
角色。
國家深化推進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為香港現代
服務行業帶來無限商機，惟發展過程中難免
遇到挑戰，需要進行更全面的思考和全方位提
升。為此，香港中華總商會委託香港「一國兩
制研究中心」就相關課題進行研究，透過整理
和歸納主要持份者意見，探討如何提升香港現
代服務業，特別是金融、創科、醫療、專業服
務業在大灣區的發展優勢和競爭力，並就深化
大灣區服務業合作和配合「一帶一路」市場發
展提供政策建議。
本研究獲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工業貿易署「工
商機構支援基金」（TSF）資助。本會並就有
關研究成立項目督導委員會，監察研究進度和
目標成果，並為研究內容提供意見參考。研究
團隊原擬於去年以面談方式訪問多名內地和香
港官員、企業及學者專家，惟受新冠疫情影響，
有關訪談最終透過視像訪談形式完成。

建議 1
深化「深港通」、「債券通」和「商品通」
進一步對接
8.

為進一步打造粵港澳大灣區多元化金融交易平
台，香港與大灣區應不斷完善金融產品的跨境
對接，實現在「深港通」、「債券通」和「商
品通」等三方面進一步互聯互通：(1) 將在香港
上市的國際公司股票包含在「深港通」，增加
可相互交易的種類，另考慮將赴港二次上市中
概股和 CDR 的證券也包含在「深港通」內； (2)
在「債券通」研究推出和納入債券的 ETF 等指
數型產品； (3) 以港交所建設前海聯合交易中
心（QME）為契機，進一步推動香港與大灣區
的「商品通」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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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 2
加強香港與大灣區金融科技領域合作
9.

粵港澳大灣區其他城市應利用好香港在金融和
科技服務業發展優勢，攜手重點發展金融科
技，協助灣區成為一個層次更立體、覆蓋鏈條
更全面的科技灣區，實現可相互相容和方便使
用的電子應用支付平台，建立一個廣泛應用的
區域性電子商貿平台，鼓勵大灣區城市共同打
造金融科技中國區域總部。

10. 大灣區可通過監管「沙盒」模式，促進金融科
技創新；共同啟動金融科技發展基金和出台其
他有利於金融科技初創企業和項目融資的相關
政策，帶動社會資金重點發展金融科技行業。

建議 3
豐富人民幣投資產品
11. 為讓香港發揮人民幣國際化「發動機」的作用，
國家可考慮支持香港豐富離岸人民幣金融工
具，成為人民幣投、融資中心，拓寬香港離岸
人民幣市場的深度和廣度，打造能吸納大量人
民幣的離岸投資基金，把海外對人民幣的需求
吸納並儲存在香港。此外，國家可繼續推進香
港與其他離岸人民幣中心互聯互通，把人民幣
推向全球，讓人民幣發揮國際貨幣的功能。香
港可順勢而為，成立全球人民幣債券基金，形
成良性的人民幣投資生態。

建議 4
多元化建設香港「一帶一路」投資工具
12. 香港具備豐富的結構化融資經驗，可作為「一
帶一路」海外投融資平台，並提供更有競爭力
且匹配多方需求的投資產品。期望國家支持香
港擴大發行「一帶一路」主題債券，支持港交
所專門設立凝聚國家「一帶一路」項目融資的
「絲路板」，並設立「一帶一路」國家評級中
心及保險中心，通過設計合理風險評級制度，
促成有效的擔保或保險機制，實現對「一帶一
路」項目投資的風險管理。

III

粵港澳大灣區

一帶一路

科技創新
13. 香港特區政府近年積極推動本地創新科技產
業發展，在創新科技產業上調整政府角色，
實現對失靈市場的主動調整，顯示當局決心
打破過往香港創新科技發展裹足不前的局面。
「十四五」規劃明確提出堅持創新在我國現代
化建設全域中的核心地位，把科技自立自強作
為國家發展的戰略支撐，並支援粵港澳大灣區
形成國際科技創新中心。
14. 粵港澳大灣區擁有強大的創新能力和極強產業
鏈配套，在創新科技發展中扮演核心角色。然
而，要推動大灣區發展成為全球性的科技中
心，仍需要進一步強化科研基礎，並將創新資
源國際化，以及把支援性服務進一步專業化。

建議 5
推動落馬洲河套地區成為全球創科科技高地
15. 以香港高校的科研成果為基礎，走出一批有影
響力的科技企業，涵蓋各科技領域，在技術領
先性、佔據全球和內地份額、行業標準制定、
產業鏈形成、全球科研人才匯聚等方面都發揮
著巨大影響力。這些從高校實驗室走出去的科
技企業，與香港仍保持緊密聯繫。建議引入科
技企業在香港河套設立研發中心，與香港高等
學府建立合作關係，打通研發的中下游，形成
大灣區產學研鏈條。
16. 放眼全球科技創新中心，都以開放性、交互性
的空間設計，打破對傳統辦公大樓的想像，為
科技人員創造開放性的創新創意空間，激發創
意靈感。
17. 建立國際頂尖人才蓄水池。藉科技企業的資源
優勢，以及香港國際化、市場化和法治化環境，
吸引全球創科資源集聚，尤其是海內外頂尖科
技人才。
18. 促進香港基礎研究成果在大灣區成果轉化，明
晰專利產權利益分配，推動科研成果轉化。「香
港 + 大灣區城市」中間的「+」號未能有效連
接，極需建立利益協同的新合作機制。

19. 搭建粵港澳大灣區科學技術資訊化平台，通過
大灣區各城市合作，共同將基礎科學研究成
果、待轉化科研成果、待轉移的具有商業化價
值專利等項目放到統一網絡平台上，建立技術
轉移資訊化項目庫，實現科研資訊共用、科研
成果轉化招標、促進兩地產學研對接。

建議 6
成立「跨境經費研究小組」
20. 針對科研經費的跨境使用，建議香港特區政府
和廣東省政府聯合向中央財政部、科技部提
請，在現時科研經費跨境已有所突破的基礎
上，成立「跨境經費研究小組」，盡快制訂詳
盡的政策安排，訂明科研經費的管理辦法，
進一步釐清經費的撥付、使用和監督管理等
情況。

建議 7
資助孵化器和初創企業發展
22. 優質的孵化平台應以資金 + 產業 + 技術 + 服務
等元素，為初創企業進行「鏈式孵化」和精準
服務。建議充分利用大型科技企業、風險投資
機構和大學擁有的資源優勢，推動香港本地孵
化器的發展。
23. 在財政資源方面，政府可研究直接資助受認證
孵化器，或資助受認證孵化器內的初創企業，
或通過建立「引導基金」方式，與孵化器共同
設立創投基金。政府亦應積極吸引國際資源參
與孵化器的建設，透過引入國際一流企業，設
立創新創業中心和國際孵化器，利用海外資源
的國際化視野和競爭力，提升初創培育服務的
水平。此外，香港特區政府可探討調撥資源，
將資助學生在香港進行的科技實習計劃，地域
範圍延伸至粵港澳大灣區。

21. 為支援科研儀器設備跨境使用，可考慮以「科
研項目」為管理單位模式，給予在內地有科研
合作的香港研究團隊，在跨境運送科研儀器統
一免徵進口稅，並以落馬洲河套地區的口岸作
為試點，設立「科研樣本綠色通道」，安排專
人提供指引服務，優先接單、放行，便於相關
設備安全順利進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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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療服務

專業服務

24. 「十四五規劃綱要」明確指出，“塑造健康灣
區，加強醫療合作”是大灣區發展的重要內容
之一，也是大灣區互聯互通的民生基礎。事實
上，港式醫療在內地發展有助紓緩本港的公立
醫療壓力，並順應港人到大灣區生活、發展和
養老的現實需要。另外，私營醫療部門對發展
內地業務深感興趣，加上內地正推進民營參與
的力度，在疫情後更進一步認可民營在醫療領
域的輔助角色。因此，醫療健康合作可為粵港
在民生和產業上造就雙贏的機遇。

30. 「十四五」時期，國家邁向產業鏈、價值鏈高
端發展，對高質量的專業服務需求甚殷。香港
在專業服務業領域擁有與國際規則對接的優
勢，且極待尋求將挑戰轉化為機遇的突破口。

25. 現時，兩地在醫療健康合作仍面對一些困難。
可以總結為醫療資源的跨境障礙：人才（醫護
和專業人員及醫療機構准入）、資金（醫療福
利）、物流（醫療藥品和器械）。針對促進大
灣區醫療資源跨境流動和整合，建議提升大灣
區醫療服務的國際化水平。

建議 8
設立大灣區一站式服務點
26. 統籌各地方部門，在大灣區內實施與內地投資
者同等利好條件予港資獨資或合資的基層醫
療機構，設立「大灣區一站式服務點」，一
次審批以粵港澳大灣區為整體的區域性執業
許可證。
27. 此外，可研究香港醫管局加入內地採購辦公室
的可行性，聯合採購指定藥品，以提升香港進
口藥物的議價能力。

31. 在國家推進「一帶一路」建設過程中，香港擁
有國際自由港的制度環境、聯結全球資本的金
融市場、完善的法制環境，以及在風險管理、
仲裁、知識產權保護等專業服務領域具備獨特
優勢，可以提供優質的專業服務，為企業提供
有效支援。

建議 10
設立國際仲裁分支
32. 支持「香港國際仲裁中心」到內地開設分支機
構，爭取國際其他仲裁機構以合資而非完全獨
立方式在香港設立分支，以提高香港仲裁在
全球的地位。此外，可協助仲裁員到海外宣
傳、推廣業務，並參與國際研討會，給予「仲
裁中心」在註冊非本地仲裁員長期多次往返工
作簽證。

建議 11
率先實施「小門大開」策略
33. 在現有 CEPA 框架下，促進與大灣區內地城市
積極溝通，進一步改善資格互認，並推動以深
圳前海為試點，實施專業無縫試點，形成一個
專業服務無縫對接區域，直接互認專業資格。

建議 9
設立認證與評審制度
28. 推動建立醫療模式認證制度，確保獲得認證的
醫療服務提供者的醫療模式與香港接軌，並擴
展長者醫療券的使用範圍至大灣區其他城市認
證的機構。與此同時，檢討醫療券覆蓋的項目，
例如包括住院服務、專項疾病醫療券等。
29. 粵港兩地政府相關部門可探討建立一個長效
的醫院評審評價和國際認證工作的經驗交流
平 台 和 機 制， 爭 取 評 審 制 度 與 國 際 規 則 最
大化接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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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roduction

commissioned the One Country Two Systems
Research Institute to conduct a study on relevant

COVID-19 pandemic, but Hong Kong’s financial

1.

Since the promulgation of the Outline Development

issues, and by collating and summarising the opinions

markets fully demonstrate their resilience as they are

Recommendation 2
Strengthen Hong Kong’s cooperation with
the GBA in the field of Fintech

Plan for the Guangdong-Hong Kong-Macao Greater

of major stakeholders, explore ways to enhance

still on the rise while remaining stable. Hong Kong is

9.

Bay Area (hereinafter referred to as the Outline) in

the strengths and competitiveness of Hong Kong’s

the preferred choice for international companies in the

strengths in financial and technology services,

February 2019, specific policies and plans have been

modern service industries, particularly financial,

GBA, in the rest of the Mainland or having business

working together to focus on developing Fintech to

rolled out for various areas of the Greater Bay Area

innovation and technology (I&T), healthcare and

ties in Asia for publicly listed to raise funds in a safe

assist the GBA to become a technology bay area

(hereinafter referred to as the GBA), with many policy

professional services, for development in the GBA,

and highly liquid world-class market.

that has more depth and broader chain coverage,

measures for social, people’s livelihood and economic

and offer policy recommendations for deepening of

development now in place to play a positive role

cooperation in services in the GBA and supporting the

for the diversified development of Hong Kong’s

development of the Belt and Road market.

6.

7.

The GBA can leverage Hong Kong’s experience

friendly payment platform for electronic applications,

in and channels for developing financial industries

establish a regional e-commerce platform for a wide

to improve the standard of its financial services

range of applications, and encourage the GBA cities

This study has been funded by the Trade and

and expand the variety of its service products, and

to jointly set up regional Fintech headquarters in

2035 further states to support Hong Kong to better

Industrial Organisation Support Fund (TSF) of the

actively connect with Hong Kong and international

China.

integrate into the country’s overall development,

Trade and Industry Department, HKSAR Government.

financial market platforms to pilot financial system

promot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the GBA,

The Chamber has set up a project steering committee

re f o r m . N e w c h a n g e s h a v e e m e r g e d i n t h e

deepen cooperation among Guangdong, Hong

to monitor the study’s progress and target outcome,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and economic landscape in

a regulatory sandbox model, and jointly launch a

Kong and Macao, and strengthen the Mainland’s

and provide opinions as a reference for its content.

recent years. Given the new situation of intensified

Fintech development fund and other relevant policies

exchanges and cooperation with Hong Kong and

The study team originally planned to conduct face-to-

China-US conflicts, Hong Kong’s capital markets

to facilitate the funding of Fintech start-ups and

Macao in various areas. The GBA has become

face interviews with a number of Mainland and Hong

can play a greater role in China to get rid of the

projects, driving the funds of the general public to

the most important entry point for Hong Kong’s

Kong government officials, companies and academic

constraints caused by the US, and independently

focus o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Fintech industry.

integration into national development. Cooperation

experts last year, but it eventually completed the

driving reform and opening up, especially the Belt

and exchanges among the GBA cities will be closer

interviews via videos due to the COVID-19 pandemic.

and Road Initiative and RMB internationalisation.

4.

under the new “dual-circulation” strategy, and Hong
Kong should play a strong leading role in driving in-

Hong Kong is an important link between China

Recommendation 1
Deepen Shenzhen-Hong Kong Stock
Connect, Bond Connect and Commodity
Connect for further connection

in the new era, which will help further enhance

and global capital markets, not only because of its

8.

the GBA’s leading role in supporting the country’s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opening up to the rest of

depth cooperation in the GBA.
2.

3.

VII

Other cities in the GBA should leverage Hong Kong’s

put in place a mutually compatible and user-

industries. The outline of the 14th Five-Year Plan
and the Long-Range Objectives Through the Year

Global financial markets have been hit by the

The development of the GBA is China’s new attempt

Financial services

to promote a new paradigm for fully opening up

5.

10.

The GBA can promote Fintech innovation through

Recommendation 3
Increase the variety of RMB investment
products
11.

For Hong Kong to play the role of an “engine”
for RMB internationalisation, China can consider
supporting Hong Kong to increase the variety of

To further build diversified platforms for financial

offshore RMB financial instruments, become a

unique geographical advantages, but also due to

transactions in the GBA, Hong Kong and the GBA

RMB investment and financing centre, broaden the

its closer economic, social and cultural ties with the

should constantly improve cross-border connection

depth and breadth of Hong Kong’s offshore RMB

the world. In addition, in line with the country’s Belt

Mainland. As an Asian financial centre, Hong Kong

of financial products for further interconnectivity in

market, create offshore investment funds that can

and Road Initiative, Hong Kong can fully leverage its

adheres to international standards and practices, and

three areas: Shenzhen-Hong Kong Connect, Bond

accommodate a large amount of RMB, and attract

existing network of external contacts, high-standard

brings together abundant funds and industry elites.

Connect and Commodity Connect: (1) Include the

and keep overseas demand for RMB in Hong Kong.

professional services, large number of international

China’s Outline of the 14th Five-Year Plan reaffirms

stocks of Hong Kong-listed international companies

In addition, China can continue to drive forward

companies, as well as financial, accounting and legal

the development of Hong Kong’s financial sector

in the Shenzhen-Hong Kong Stock Connect

Hong Kong’s interconnectivity with other offshore

professionals to provide support for the Mainland’s

and continues to support Hong Kong in enhancing

Scheme to increase the variety of mutually tradeable

RMB centres to bring the RMB to the global level,

two-way investment with the countries along the Belt

its status as an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centre and

securities, and consider including China concept

enabling it to function as an international currency.

and Road, playing the role of a “super connector”.

strengthening its global offshore RMB business hub. It

stocks and Chinese depository receipts having

Hong Kong can set up a global RMB bond fund and
form a favourable RMB investment ecology.

also states for the first time to reinforce Hong Kong’s

secondary listing in Hong Kong in the scheme; (2)

The country’s deepening of the GBA’s development

role as an international asset management centre and

study the launch and inclusion of index products

presents unlimited business opportunities to

a risk management centre, and continue to deepen its

such as bond ETFs in the Bond Connect Scheme;

Hong Kong’s moder n service industries, but

interconnection with the Mainland’s financial markets.

and (3) capitalise on the opportunity presented by

there will inevitably be challenges in the course

the Hong Kong Stock Exchange setting up the

of development, so a more holistic thinking and

Qianhai Mercantile Exchange (QME) in Qianhai to

all-round improvement are required. To this end,

further promote the Commodity Connect Scheme

the Chinese General Chamber of Commerce

between Hong Kong and the GB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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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commendation 5
Promote Lok Ma Chau Loop to become a
global I&T base
15.

19.

Set up a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formation
platform in the GBA. Through collaboration among
the GBA cities, jointly place basic scientific research

Based on the scientific research results of Hong

results, scientific research results waiting to be

Kong’s higher education institutions, several

commercialised and commercially valuable patents

influential tech companies have emerged covering

waiting to be commercialised on a centralised

various fields of technology and having a huge

network platform. Establish a technology transfer

influence in terms of technological leadership,

information project library for sharing of scientific

dominance of market shares globally and in the

research information, conducting tenders for

Mainland, setting of industry standards, formation of

commercialisation of scientific research results, and

industrial chains, and convergence of global scientific

facilitating integration of industry, academia and

research talents. These tech companies that have

research between the two places.

emerged from the laboratories of higher education
institutions are still maintaining close ties with Hong
to set up R&D centres in Lok Ma Chau Loop and

Recommendation 6
Set up a “cross-border funding research team”

establish partnership with Hong Kong’s higher

20.

Kong. We recommend attracting tech companies

Regarding cross-border use of scientific research

education institutions, opening up the midstream

funds, we recommend the HKSAR Government

and downstream of R&D to form a chain composed

and the Guangdong Provincial Government to

of industry, academia and research in the GBA.

jointly submit a request to the Central Government’s
Ministry of Finance and Ministry of Science

16.

Recommendation 4
Diversify Hong Kong’s Belt and Road
investment tools
12.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13.

Global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centres are all

and Technology, stating that on the basis of a

designed with open and interactive spaces to go

breakthrough in the cross-border use of scientific

beyond the imagination of traditional office buildings,

research funds, set up a “cross-border funding

creating open spaces to stimulate the creativity of

research team” to formulate detailed policies and

technological personnel.

management measures for scientific research

In recent years, the HKSAR Government has actively

funds for further clarify in the allocation, use and

With its extensive experience in structured financing,

pushed forward the development of Hong Kong’s

Hong Kong can serve as an overseas investment

innovation and technology (I&T) industries. It has

global I&T resources, especially top domestic and

and financing platform for the Belt and Road

revised its role as a government in developing I&T

overseas tech talents, by leveraging the strengths

Initiative and offer investment products that are

industries for proactive adjustments to the failed

of tech companies in resources and Hong Kong’s

instruments and equipment, consider using a model

more competitive and meet the needs of multiple

market, demonstrating its determination to revive the

internationalised, market-oriented and rule-of-law

with “scientific research projects” as a management

parties. We look forward to the country supporting

previously stalled development of I&T in Hong Kong.

environments.

unit to uniformly grant import tax exemption to

Hong Kong in expanding the issuance of Belt

The 14th Five-Year Plan clearly states to uphold

and Road-themed bonds, supporting the Hong

innovation as the core of China’s modernisation

Kong Stock Exchange in setting up a Silk Road

17.

Establish a pool of top international talents. Attract

supervisory management of scientific research funds.
21.

To support the cross-border use of scientific

Hong Kong research teams with scientific research
Encourage the commercialisation of Hong Kong-

cooperation in the Mainland on the transportation

drive, make technological independence and self-

based research results in the GBA. Clearly define the

of scientific research instruments across the border,

board dedicated for the financing of Belt and Road

reliance a strategic support for national development,

distribution of patent property rights to promote the

and using Lok Ma Chau Loop’s port as a pilot, set

projects, as well as setting up a rating centre and an

and support the GBA to become an international

commercialisation of scientific research results. The

up a “green channel for scientific research samples”,

insurance centre for Belt and Road countries, and by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hub.

connection of Hong Kong with the other GBA cities

with arrangement for dedicated personnel to provide

has not yet been effective and there is an urgent

guidance services, giving priority for customs

The GBA has strong innovation capabilities and

need to establish a new cooperation mechanism for

clearance to facilitate the safe and smooth import

management regarding investment in Belt and Road

excellent industrial chain supporting facilities to play

synergy of interests.

and export of related equipment.

projects.

a core role in I&T development. However, for the

designing a reasonable risk-rating system, enable an
effective guarantee or insurance mechanism for risk

14.

18.

GBA to develop into a global technological hub, it
has to further strengthen its foundation for scientific
research, internationalise its innovation resources,
and provide supporting services that are more
specialised.

I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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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commendation 7
Provide funding for incubators and start-ups

the COVID-19 pandemic. Therefore, cooperation
in healthcare can create win-win opportunities for

and Hong Kong should explore establishing long-

Recommendation 11
Set up international arbitration branches

22.

High-quality incubation platforms provide start-ups

Guangdong and Hong Kong in terms of people’s

term platforms and mechanisms for the exchange

32.

with “chain incubation” and precise services with

livelihood and industries.

of experiences in the evaluation and international

Centre to open branches in the Mainland and strive

certification of hospitals, striving to maximise the

for other international arbitration institutions to set up

At present, the two places still face some difficulties

alignment of the evaluation system with international

branches in Hong Kong through joint ventures rather

strengths of large tech companies, venture capital

in healthcare cooperation. They can be summarised

rules.

than wholly independently to enhance Hong Kong’s

institutions and universities in resources for the

as cross-border barriers to healthcare resources:

global standing in arbitration. In addition, provide

development of local incubators in Hong Kong.

Talents (access for medical staff/professionals

assistance to arbitrators in marketing and promoting

29.

elements such as capital + industry + technology
+ services. We recommend fully leveraging the

25.

and healthcare institutions), funds (healthcare
23.

Regarding fiscal resources, the Government should

benefits), logistics (medical drugs and devices).

consider providing funding for certified incubators

We recommend improving the international level

directly or start-ups within certified incubators,
or jointly setting up venture capital funds with

Professional services
30.

Support the Hong Kong International Arbitration

their services overseas as well as participate in
international seminars, and grant long-term multiple

During the 14th Five-Year Plan period, China will

entry work visas to non-local arbitrators registered

of healthcare services for cross-border flow and

have a strong demand for high-quality professional

with the Arbitration Centre.

integration of healthcare resources in the GBA.

services as it moves towards high-end development

incubators through “guiding funds”. The Government

of industrial and value chains. Hong Kong has the

should also actively attract international resources

advantage of being aligned with international rules in

in world-class companies to set up innovation

Recommendation 9
Establish a one-stop service point in the GBA

and entrepreneurship centres and international

26.

to participate in developing incubators, bringing

the field of professional services, and it is eager to find
a breakthrough to turn challenges into opportunities.

Recommendation 12
Take the lead in implementing “keep small
doors open” strategy
33.

Coordinate various departments’ efforts to grant
31.

Under the existing CEPA framework, facilitate active

As the country moves forward with the Belt and

communication with Mainland cities in the GBA and

incubators, and improving the standard of start-up

primary healthcare institutions wholly owned or

incubation services by leveraging the international

jointly owned by Hong Kong investors with the

Road Initiative, Hong Kong can provide high-quality

further improve mutual recognition of qualifications.

vision and competitiveness of overseas resources.

same favourable conditions as those for Mainland

professional services to effectively support businesses

Using Qianhai, Shenzhen for the pilot, experiment

In addition, the HKSAR Government should explore

investors, set up a “one-stop service point” in the

as it has the institutional environment of being an

with seamless professional services to form a region

allocating resources to extend the geographical

GBA, and review and approve regional practice

international free port, financial markets that connect

of seamless integration of professional services,

scope of the Hong Kong-based tech internship

licenses for the GBA as a whole.

global capital, a sound legal environment, as well as

with direct mutual recognition of professional

unique strengths in professional services such as risk

qualifications.

programme for students to the GBA.
27.

In addition, explore the feasibility of the Hong Kong

management, arbitration, and intellectual property

Hospital Authority joining the Mainland’s procurement

protection.

office to jointly procure designated drugs to enhance

Healthcare services
24.

The relevant government departments of Guangdong

Hong Kong’s bargaining power for importing drugs.

The Outline of the 14th Five-Year Plan clearly states
strengthening cooperation in healthcare” is one of

Recommendation 10
Establish certification and evaluation systems

the important components of the GBA’s development

28.

that “shaping a healthy Greater Bay Area and

Promote the establishment of a system for

and the people’s livelihood basis for interconnectivity

certification of healthcare models to ensure that

in the GBA. Indeed, the development of Hong Kong-

the healthcare models of certified healthcare

style healthcare in the Mainland can help alleviate

service providers are aligned with Hong Kong, and

the pressure on Hong Kong’s public healthcare and

expand the use of elderly healthcare vouchers to

meet the actual needs of the Hong Kong people

certified institutions in other GBA cities. At the same

to live, develop and enjoy a life in retirement in the

time, review the items covered by the healthcare

GBA. In addition, the private healthcare sector’s

voucher scheme, such as healthcare vouchers for

keen interest in developing business in the Mainland,

hospitalisation services and specific diseases, etc.

coupled with the Mainland’s ongoing efforts to
promote private-sector participation, have led to
greater recognition of the private sector’s supporting
role in the field of healthcare in the aftermath of

X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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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服務業發展背景及機遇與挑戰

1.1 香港現代服務業的發展背景
長期以來，金融服務業以及專業 1 及工商業支援服務業 2，與旅遊業、貿易及物流業一起被視為香港經濟的四
大支柱行業。2019 年金融服務業佔全年 GDP 總值 21.2%、專業及工商業支援服務業佔 11.9%、貿易及物流業
佔 19.8%、旅遊業佔 3.6%，共佔本港 GDP 總值過半（見圖 1）。同時，香港特區政府亦提出發展六項具競爭
優勢的產業，分別為醫療、教育、環保、創新科技、檢測認證服務和文化及創意，均屬現代服務業範疇。現代
服務業正在也將持續帶動本港其他行業的發展，創造大量就業機會，無疑是香港經濟保持活力的泉源。
圖 1：四大支柱行業增加價值佔本地生產總值的百分比（2019 年）

金融服務業
21.2%
其他
43.5%

專業及
工商業支援服務業
11.9%

貿易及物流業
19.8%

旅遊業
3.6%

資料來源：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統計處

服務業特別是現代服務業對香港經濟的成長貢獻顯著。香港是全世界服務業主導程度最高的經濟體，提供多元
化及優質的服務。香港政府統計處 2021 年服務業統計摘要中提到，在 2010 年至 2019 年的 10 年間，服務業
整體在香港經濟體系 3 維持着重要的地位。服務業對以基本價格計算的本地生產總值的貢獻於 2010 年至 2019
年期間介乎 92.2% 至 93.4% 之間，其中現代服務業佔據重要角色。在現代服務業的主要經濟活動中，金融及
保險業合計在 2019 年佔以基本價格計算的本地生產總值的 21.2%，地產、專業及商用服務業佔 10.1%，資訊
及通訊業佔 3.5%。
此外，現代服務業在保持本港對外貿易增長方面亦擔當重要角色。香港作為一個外向型的經濟體，是世界範圍
內重要的服務貿易中心，香港服務貿易輸出在近年一直保持可觀增長。2019 年，本港服務輸出總額達 7,989
億元，與 2008 年比較，平均每年增長率達 3.6%（見圖 2）。其中屬現代服務業的金融服務及其他商業服務 4
的輸出總額（佔比）分別為 1,691 億元（21.2%）及 1,084 億元（13.6%），是除旅遊與運輸之外有較大輸出
額的服務組成部分（見圖 3）。5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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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專業服務：包括法律服務、會計服務、核數服務、建築及工程活動、技術測試及分析、科學研究及發展、管理及管理顧問活動、資訊科技相關服
務、廣告、專門設計及相關服務等。

2

工商業支援服務：是指提供予本地經濟體系內其他公司使用的服務，以及向公司及個別人士輸出的服務。為避免四個主要行業的經濟活動重疊，需
要編製「其他工商業支援服務」的統計數據。「其他工商業支援服務」是指除金融服務、貿易及物流、旅遊和專業服務以外的工商業支援服務。

3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統計處，服務業統計摘要2021，線上檢索日期：2021年5月31日
網址：https://www.censtatd.gov.hk/en/data/stat_report/product/B1080007/att/B10800072021AN21B0100.pdf

4

其他商業服務：包括研究及發展以及與創新活動相關的服務、法律服務、會計稅務服務、商業及管理顧問以及公共關係服務等。

5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統計處，2019 年香港服務貿易統計，線上檢索日期：2021年5月11日
網址：https://www.censtatd.gov.hk/en/data/stat_report/product/B1020011/att/B10200112019AN19B0100.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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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現代服務業的發展擁有「背靠國家、面向世界」的優勢。作為中國的特別行政區，香港擁有以「粵港澳大
灣區」及早前的「內地與香港關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CEPA）為代表的多個國家政策支持，與內
地在經濟及金融方面的日漸融合，為香港現代服務行業帶來無限商機。與此同時，香港作為國際自由港，在現
代服務業領域建立了與國際接軌的制度、享譽國際的口碑和連結國際的網絡。作為亞洲的商業樞紐，全球大量
產品、科技、資訊及資金經本港流入區內各地。為應付科技高速發展帶來的挑戰，以及經濟全球化帶來日益激
烈的競爭，香港經濟不斷向高增值活動轉型，集中提供高增值服務及進行以知識為本的活動。這些內外因素都
帶動了香港現代服務業多年以來的快速增長。

圖 2：2008 年至 2019 年的香港服務輸出統計

億港元

1.2 香港與大灣區其他城市合作的良好基礎
1.2.1 大灣區建設的戰略意義
粵港澳大灣區包括香港特別行政區、澳門特別行政區和廣東省廣州市、深圳市、珠海市、佛山市、惠州市、東
莞市、中山市、江門市、肇慶市，總面積 5.6 萬平方公里，2019 年底總人口超過 7,100 萬人，是我國開放程
度最高、經濟活力最強的區域之一，在國家發展大局中具有重要戰略地位。6
年份

國家提出粵港澳大灣區規劃，背後有其深刻的背景和戰略意義。第一，建設粵港澳大灣區是我國新時代推動形
成全面開放新格局的新嘗試，有利於進一步提升粵港澳地區在國家經濟發展和對外開放中的支撐引領作用。粵
港澳大灣區規劃是當下國家城鎮化發展進入新階段的歷史節點上一項綜合考慮的國家戰略，也是國家隨著綜合
實力提升，積極參與國際事務，主導重構國際政治、經濟新秩序的戰略考量。第二，是希望通過粵港澳大灣區
的建設，解決目前港澳發展所面臨的內部深層次經濟、社會矛盾，推動「一國兩制」事業發展的新實踐。也將
有助於充分發揮粵港澳綜合優勢，深化港澳與內地合作，支持香港、澳門融入國家發展。

資料來源：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統計處

圖 3：按服務組成部分劃分的服務輸出（2019 年）

1.2.2 大灣區城市現代服務業發展情況及發展需求
從世界著名灣區形成和發展的產業演變規律看，現代服務業的崛起是灣區經濟經過港口貿易、臨港工業之後經
濟長期分工演化的普遍規律和實現創新發展的重要路徑。粵港澳大灣區現代服務業的發展亦遵循了上述規律，
在大灣區整體已進入工業化發展後期，生產要素不斷向創新產業集聚和優化之際，現代服務業已經成為大灣區
經濟增長的新引擎。
金融服務業
21.2%

其他
60.1%

其他商業服務
13.6%

電子通訊、
電腦及資訊服務
3.0%

雖然粵港澳大灣區現代服務業迎來了快速發展期，但服務業佔經濟總量在大灣區不同城市裡發展並不平衡，香
港和澳門的服務業佔比一直在 90% 以上，其中絕大部分為現代服務業佔比，而大灣區在廣東省的其他九大城
市則遠低於港澳水準，和紐約、東京和舊金山灣區等第三產業佔經濟總量 80% 以上這一均值。根據《2020 年
廣東省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統計公報》，廣東省 2020 年第三產業增加值為 62,540.78 億元，佔地區生產總值
的 59.9%，比 2019 年增長 2.5%。7 其中現代服務業增加值為 40,492.33 億元，佔第三產業 64.75%，比 2019
年增長 5.0%。8

保險及退休金服務
1.4%
知識產權使用費
0.7%

資料來源：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統計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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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東省統計局（2019），廣東統計年鑒2019年，線上檢索日期 2020年4月21日
網址：http://stats.gd.gov.cn/gdtjnj/content/post_2639622.html

7

《2020年廣東省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統計公報》
網址：http://stats.gd.gov.cn/tjgb/content/post_3232254.html

8

“2020年廣東省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統計公報”
，《南方日報》，2021年03月01日
網址：http://gd.people.com.cn/BIG5/n2/2021/0301/c123932-3459801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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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代服務業是一項知識密集型產業，具有科技含量高、人力資源專業性強、附加值高等特徵。除佔經濟總量較
低之外，粵港澳大灣區現代服務業還面臨競爭力不高、創新元素不多、制度突破不足和人才缺乏等諸多挑戰。
首先，目前大灣區服務業專業化、精細化程度較低，缺少具有國際競爭力的大企業集團、知名品牌，服務業與
製造業深度融合不夠；第二，大灣區服務行業創新能力停留在比較低的水平上，科技含量運用程度低，無法滿
足社會發展的需求；第三，港澳與大灣區內地九市之間仍存在「大門開了，小門未開」的行業規則對接壁壘，
使大灣區內部資源整合優化受到阻礙；第四，大灣區內地城市缺乏現代服務業所亟需的高層次專業性人才。

推進「一帶一路」建設既是中國擴大和深化對外開放的需要，也是加強和亞歐非及世界各國互利合作的需要，
中國願意在力所能及的範圍內承擔更多責任義務，人類和平發展作出更大的貢獻。國家一直積極與「一帶一路」
沿線國家建立戰略合作夥伴關係，為世界經濟增長創造新的空間，提供長期動力；至 2021 年 1 月，中國已經
與 171 個國家和國際組織簽署了 205 份共建「一帶一路」合作檔 9。根據「中國一帶一路網」數據顯示 10，中
國與沿線國家的貿易額佔外貿總額的比重逐年上升至 2019 年的 29.4%，期間對沿線國家貨物貿易額超 7.8 萬
億美元，直接投資額達到 1,100 億美元。

綜上所述，雖然粵港澳大灣區對現代服務業的需求迫切，且大灣區現代服務業已快速成長為支撐經濟發展和向
創新經濟體轉型的重要支撐，但大灣區仍然要面對現代服務業發展過程中的諸多挑戰，需要在經濟服務化的大
趨勢下，對現代服務業進行更全面的思考和全方位提升。

1.3.2 投資「一帶一路」國家對現代服務業的需求

1.2.3 香港與大灣區其他城市的優勢互補

「一帶一路」沿線的許多國家正處於工業化初期，隨著「一帶一路」進入全面務實合作新階段，對未完成工
業化的沿線國家而言，其首要需求是通過產能合作發展現代製造業、加快基礎設施建設以及改變原有的產業
格局。

粵港澳大灣區在向國際灣區看齊和向價值鏈高端邁進的過程中，現代服務業作為考量現代社會經濟發展水準的
關鍵標誌，是具有國際競爭力的現代產業體系的重要組成。《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中特設了「加快發
展現代服務業」一節，提出深化落實內地與香港、澳門關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CEPA）對港澳服務
業開放措施，鼓勵粵港澳共建專業服務機構，促進會計審計、法律及爭議解決服務、管理諮詢、檢驗檢測認證、
智慧財產權、建築及相關工程等專業服務發展。

下一步，隨著發展中國家的產業升級和發達經濟體的參與，涉及更多國家之間不同形式的合作將涉及投資者和
政府之間在所有權，控制權和利潤共用等問題上的眾多合同關係，有很多需要使用到專業服務的地方，例如金
融業必定會需要會計、法律等專業配套服務。同時，內地近年亦在加強與服務貿易相關的知識產權保護，正主
動對接國際高標準經貿規則，營造國際化營商環境。因此，服務貿易將跟進成為「一帶一路」建設的重點合作
領域。

當前中美貿易摩擦不斷，我國作為全球服務貿易淨逆差貢獻方，大灣區需要不斷優化自身服務質素和提高服務
業競爭力。香港在服務業領域採用了諸多先進的標準，擁有與國際規則對接的優勢，且亟待尋求將挑戰轉化為
機遇的突破口，以開拓新市場來不斷為行業內部注入活力。而上一節中所述大灣區其他城市在發展現代服務業
時所面對的挑戰，亦需要香港現代服務業資源和經驗的加持，香港與大灣區其他城市可以在現代服務業諸多領
域緊密合作和互利共贏，為推動大灣區服務業進一步擴大開放和提升現代服務業綜合競爭力帶來新機遇。

1.3.3 香港可以為投資「一帶一路」國家提供一站式現代服務

前海深港現代服務業合作區作為粵港現代服務業合作的示範區，已經發展多年，且初具規模。香港應與大灣區
其他城市積極吸取前海合作的經驗，並在具有香港核心競爭優勢的金融領域、體現大灣區創新主導地位的科技
服務和知識產權服務領域，支撐大灣區先進公共社會服務體系的醫療、法律和國際仲裁領域，以及豐富灣區居
民精神生活的文化創意領域，開展區域深度合作。
灣區城市可以結合自身優勢，將香港現代服務業與國際接軌的業內規則、國際化人才優勢，與深圳的高科技產
業創新能力、廣州高校和產業資源、東莞和佛山的先進製造業基礎，以及大灣區其他城市的廣袤服務業市場進
行資源整合，通過在金融、創科、醫療、法律和國際仲裁、知識產權，以及文化創意等關鍵現代服務領域提前
佈局，通過制度創新、優勢互補和加強協作等方式將大灣區服務業資源聚集和優化，努力打造國際水準的大灣
區現代服務業體系和全國現代服務業政策窪地，鼓勵服務業新模式和新業態的不斷湧現，提升粵港澳大灣區在
全球現代服務業價值鏈中的競爭力和主導權。

1.3 香港對「一帶一路」市場的輻射引領作用

香港作為國家對外全面開放和接軌的國際金融中心和資訊中心，在投資、法律、風險管理等專業服務領域及文
化交流具備獨特優勢。把香港納入「一帶一路」的宏大戰略中，有助內地企業「走出去」參與國家「一帶一路」，
同時能更充分地動員國際資本市場為「一帶一路」項目籌集資金，進一步提升「一帶一路」投資專案風險管理
的能力，更有效地防範金融、法律、環境、市場和輿論等風險。
i. 香港專業經驗和人才
「一帶一路」沿線很多採取交通走廊加沿線土地開發的模式，香港在這方面具有豐富的經驗。香港的專業服務
業擁有豐富的經驗以及高水準，擁有大量國際化企業以及金融、會計、法律等專業的人才，國際經驗豐富，對
很多國家的文化、經濟、投資貿易等領域都十分熟悉，且在各地有廣泛的網絡。香港企業和專業人士，可以和
國家發改委、商務部等相關部門協調配合，從「軟實力」上協助國家在「一帶一路」沿線投資，令香港的企業
和專業人材可以在更大的市場上發揮才能。香港特區政府可搭建相應的交流機制，將國家發改委有關「一帶一
路」的項目庫、企業走出去投資意向的訊息，與香港企業在對外投資、在東南亞地區經商經驗、可提供的服務
等方面的訊息進行配對，支持香港的企業和專業人才把握發展機遇。
ii. 發揮超級聯繫人角色
為配合國家「一帶一路」戰略下「引進來」和「走出去」雙向經濟發展戰略，充分利用香港的外聯網絡，可考
慮由香港貿易發展局主導設立商務聯絡及服務中心，提供平台，集中引入內地及「一帶一路」沿線國家有關招
商宣傳、企業登記註冊等領域的主管部門，在該平台集中提供有關商務投資諮詢、企業註冊等一站式服務。為
內地和戰略沿線國家之間的雙向投資提供支持，發揮香港「超級連絡人」的角色。

1.3.1 「一帶一路」建設對國家的戰略意義

國家於 2013 年提出「一帶一路」國家戰略，是結合「絲綢之路經濟帶」與「21 世紀海上絲綢之路」，橫跨亞
洲、歐洲和非洲多個國家和地區的跨國經濟倡議。世界經濟正面臨深度調整，中國經濟也進入了「新常態」；「一
帶一路」倡議在現今時代背景下秉持國際合作精神，在正在複雜變化的國際經濟環境下致力於維護全球自由貿
易體系和開放型世界經濟，在全球金融危機後復蘇緩慢的當下促進國際投資和貿易的順利發展。具體而言，「一
帶一路」通過加強各國的產能合作，促進市場整合和不同經濟體之間的聯繫，擴展商機，實現更深層次的區域
協同發展。其五個重點包括：加強各地的政策溝通、設施聯通、貿易暢通、資金融通和民心相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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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已簽署共建‘一帶一路’合作檔205份”
，《經濟日報》，2021年01月30日
網址：http://www.gov.cn/xinwen/2021-01/30/content_5583711.htm

10

“6年時間中國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貨物貿易總額超7.8萬億美元”，中華人民共和國商務部，2020年05月28日
網址：http://fec.mofcom.gov.cn/article/fwydyl/zgzx/202005/20200502967535.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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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香港現代服務業所面臨的挑戰
1.4.1 金融服務
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金融市場活躍、基礎設施穩固、金融服務實力雄厚，金融行業是香港經濟不斷繁榮發
展的重要支撐。一直以來，香港亦幫助內地企業融資和吸收了大量境外資金，為國家經濟發展作出了重要貢
獻。近年來國際政治經濟格局出現了新變化，香港金融服務行業亦應不斷自我突破，將新時代的新挑戰轉化為
新機遇。
i. 傳統金融服務逐漸式微
香港一直以來都是傳統金融中心，但至今尚未能抓住之前幾輪科技產業主導的快速發展機遇。在傳統金融逐漸
式微的時代背景下，金融服務應該盡快向創新、多元化發展，和金融科技的方向轉型。

香港服務業發展背景及機遇與挑戰

1.4.2 創科行業

i. 科研轉化能力不理想
近年來香港在創新科技產業上表現並不理想，在與其他同類經濟體和粵港澳大灣區內各城市的比較中不佔優
勢。由於創新科技領域激烈的競爭，香港逐漸在與周邊同類經濟體的競爭中落於人後。
香港擁有極佳的營商環境、充沛的國際資本，和完善的高等教育制度，本應在創新科技產業發展上具有一定優
勢。但香港創科企業卻面臨創新成本高和市場規模小等問題，尤其是中小型創科企業生存及壯大不易，嚴重制
約了香港中小型創科企業的發展及發揮好其較強的基礎研究能力。致使香港雖坐擁全球排名靠前的理工學科優
勢、國際科技論文數、高被引論文和高被引科學家等稀缺資源，卻未能產出具規模的、有高商業價值的專利，
在本地專利申請授權數、向內地國家知識產權專利申請授權數及國際專利數上都有所欠缺，反映出其科研成果
轉化能力上的最大樽頸，直接導致目前創新科技產業並未如預期發展。

金融科技的發展雖然已被列入香港經濟發展重點，但至今香港金融科技的發展水平與香港金融行業地位仍然
無法匹配，尚未能充分利用香港金融服務業的基礎優勢，呈現爆發式的發展。以金融科技中的互聯網移動支
付為例，香港居民很早就利用八達通系統進行支付，但普遍利用互聯網移動支付的起步晚於內地，雖然近
兩年不斷追趕，但諸多支付平台均自成體系，香港居民與內地居民使用支付寶和微信的普及率相比，仍然
相對較低。

ii. 香港創科人才嚴重不足
香港現時創新科技人才的數量嚴重不足，潛在人才的流失率不斷增加，對海內外科技人才的吸引力也顯得微
弱，窒礙了科技的發展。香港 2017 年從事創新科技產業的人數僅有 44,590 人，佔總就業人口的 1.2%。而創
新科技產業所吸納的就業人數更顯微。其中金融、專業服務、旅遊、貿易及物流等四個主要行業，佔總就業人
數的 45.4%。反映香港的產業結構仍比較集中，傳統行業吸納了較多的就業人口，創新科技產業的就業人數仍
然非常少。

ii. 與大灣區金融服務平台對接仍待優化
現時雖然香港與大灣區城市在產業合作和大灣區生活圈建設上進展順利，但是由於內地資本市場資本賬戶尚未
對外開放，跨境資本仍有諸多限制，因此部分香港的金融服務仍然無法拓展至大灣區更廣袤的市場。與此同時，
粵港澳大灣區的資本市場仍相對獨立的客觀事實，亦不利於粵港澳大灣區實體經濟共同項目的集融資和灣區金
融業的縱深發展。

而根據《2020 年全球創新指數報告》，香港在「人力資源和研究中的研發」這一項指標的世界排名亦非常低（第
23 名），與其他先進國家差距很大，南韓居世界第 1 位、瑞典第 3 位、新加坡第 8 位。12 人才是推動創新科
技發展的一個關鍵要素，也是香港目前在發展創科行業遇到的一個重大挑戰。

雖然近幾年內地資本市場在有序放開，香港也和內地在嘗試逐漸打通多元化金融服務和產品的互聯互通交易渠
道和平台，但因為這些創新性的金融平台是在逐漸摸索中不斷建設和完善的，金融產品的跨境對接還有很大的
進步空間。

iii. 創科要素跨境對接仍有阻力
香港和大灣區城市在創新科技領域緊密相連，可互利共贏。但與三藩市灣區、東京灣區、以色列等創科發展突
出的區域經濟體相比，粵港澳大灣區存在「一國兩制」的獨特安排，區域內涵蓋著三個不同的政治、行政和經
濟體系。「兩制」的區隔，為區域間的要素流動帶來了一些障礙，香港在於大灣區其他城市之間進行創科要素
的跨境對接和科研合作中仍然存在諸多挑戰。

iii. 離岸人民幣業務活力有待提高
香港憑藉國際金融中心和「一國兩制」得天獨厚的優勢，一直以來都是全球最大規模的人民幣離岸市場，但香
港所持有的離岸人民幣資金池繼 2014 年破一萬億以後，近幾年持續回落，並基本穩定在 6500 億元人民幣的
水平 11。《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中提出支持鞏固香港作為全球離岸人民幣業務樞紐的地位。香港如何
擴大離岸人民幣資金池和提高人民幣流動性；豐富人民幣投資產品多樣性、擴大人民幣投資產品規模、和提升
人民幣投資產品收益率，將成為能否進一步鞏固香港作為全球離岸中心的關鍵。

現時，香港和大灣區城市間，在科研人員自由流通、科研經費跨境使用、科研設備和實驗用品順暢流動方面，
仍面臨不少的阻礙，難以順暢地對接，給兩地的科研人員和機構帶來了額外的處理成本和時間消耗。香港唯有
開放思維，在創新科技領域「先行先試」，主動爭取與大灣區其他城市之間逐步消除創科要素跨境流動的障礙，
促進大灣區的人流、物流、資金流、資訊流暢通，才能真正利用大灣區資源，走上創科行業快速發展的高速道。

而國家一直努力在推動的人民幣國際化戰略和「一帶一路」戰略，也與香港能否為離岸人民幣發展注入動力相
輔相成。持有人民幣的境外投資機構和個人是否有合適的投資管道和工具，以及境外企業和個人對人民幣前景
的信心直接關係到其在貿易計價、跨境結算中使用人民幣和長期持有人民幣的意願。人民幣國際化容易受國際
經濟週期和政治局面影響，在中美摩擦加劇，全球經貿活動萎縮的環境下，香港能否成功為人民幣離岸市場注
入新活力，是對香港金融業不小的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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粵港澳大灣區

一帶一路

1.4.3 醫療服務
本港醫療服務領域目前面臨的挑戰可以分為三個方面：（1）服務提供者的發展瓶頸、（2）服務使用者的需求
差距及（3）兩者憧憬在香港以外發展或享受服務時遇到的障礙。
i. 服務提供者的發展瓶頸
香港的醫療體系實行公私營雙軌醫療制度，有明確的分工意識——公立醫院主要以處理大病、重病、急病為主，
為本地居民提供高水平且可負擔的醫療服務方面發揮了「安全網」的作用；私家醫院主要提供方便、快捷的基
層門診醫療服務，構成市場化醫療服務網絡為使用者提供了額外的選擇。兩者的服務呈互補的作用，目前公立
醫院承擔了全港近 90% 的住院醫療服務 13，私立醫院和社區門診承擔了超過 70% 的門診服務。
12

The Global Innovation Index 2020: Who Will Finance Innovation?, Cornell University, INSEAD, and the World Intellectual Property Organization
網址：https://www.wipo.int/edocs/pubdocs/en/wipo_pub_gii_2020.pdf

13

香港醫院管理局（2019）。醫院管理局年報2019-2020。線上檢索日期：2021年5月12日
網址：http://www.ha.org.hk/ho/corpcomm/AR201920/PDF/HA_Annual_Report_2019-2020.pdf

香港現代服務業優勢與競爭力

8

第一章

香港服務業發展背景及機遇與挑戰

然而，現時香港公營醫療系統已經到達壓力高位，面對人口老化和慢性病日漸普及的結構性問題，公立醫院人
手和床位超出負荷，加上醫療成本日益增加，亟需增加資源的緩解方案。而私營醫療服務則面對市場高度飽和
本地人口體量不足導致的內部競爭和發展的困難。而且，根據政府資料顯示，公營醫療系統聘用的醫護人員佔
全港六成，以應付全港九成病人；私營醫療系統內的全港四成醫護人員卻只須照顧一成病人。公私營服務的失
衡顯示香港整體醫療系統的問題難以靠內部力量解決。
ii. 服務使用者的需求差距
一方面，本港居民仍面對在公立醫院輪候時間過長、私立醫院收費較高的問題。面對本地醫療服務不足，供求
失衡的情況，對於希望盡快接受治療但支付能力較為有限的人群，他們渴望享受高質素且價格較香港更為低廉
的醫療服務。
另一方面，隨著香港與廣東省的深入合作和粵港澳大灣區的發展，現時有越來越多的香港人選擇北上廣東就
學、就業、創業以及享受退休生活。但港人前往內地生活仍面臨兩地醫療體系不同造成的信心問題，以及社會
福利跨境攜帶尚不暢通影響患者支付能力等問題。尤其是長者群體，由於上述限制在生病時仍需要返回香港就
醫，對長者的生活造成很大的不便。
iii. 規則對接的障礙
如上文分析，香港本地的醫療體系已經到達支持本地醫療需求日增的臨界點，不少服務提供者和服務使用者已
經率先向外尋求空間和資源。例如，根據《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塑造健康灣區，加強醫療合作」
是大灣區發展的重要內容之一，使粵港醫療合作在國家宏觀政策的指導下獲得政策支持。然而，兩地存在規則
對接的問題，包括醫療人員和企業的准入問題、商業模式差異、藥品器械管理差異、跨境支付障礙等，導致香
港醫療參與者進入內地發展仍面對一定的挑戰，影響了香港醫療產業在內地開展業務的順利程度。
為緩解本港的公立醫療壓力，以及順應港人到大灣區生活、發展和養老的現實需要，在廣東發展港式醫療，輸
出香港的醫療經驗、管理模式，能夠為在粵港人提供完善的醫療服務，為本港居民提供更多的選擇。同時，與
香港接軌的港式醫療服務是進一步實施社會福利跨境攜帶的基礎，為保證公帑的合理利用，提升港人對公帑跨
境使用的信心具有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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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內地公司對香港仲裁的認識仍不足夠
中國內地是香港仲裁發展的潛在市場。對於內地公司到香港進行仲裁，其對於在香港進行臨時仲裁方面的程序
不熟悉。例如內地仲裁須通過相關的仲裁機構進行（即機構仲裁），而在香港，仲裁員獲委任以後，便可獨立
處理仲裁個案，很多內地公司對這種臨時仲裁（ad hoc arbitration）的具體程序的認識不足夠。由於宣傳不足，
雖然地域鄰近，內地仲裁員對香港仲裁的認識仍十分有限，很多內地律師對於把香港作為仲裁地寫入商業合同
仍有顧慮。
iii. 歐美仲裁界對香港仲裁的中立性了解不足
在回歸後，歐美的仲裁界和律師對於香港仲裁在「一國兩制」下的中立性仍持有懷疑的態度。根據「仲裁中
心」過去針對美國法律界所作的問卷調查，有 60% 的美國法律顧問公司並不認同香港有獨立的司法體系。特
別地，針對一些外國公司與中國內地公司的糾紛，有歐美的仲裁員更認為，在香港仲裁可能會對中國內地的
公司有利。

知識產權服務
i. 市場面臨衝擊
近年來內地服務業加快擴大對外國投資者開放，外國投資者有可能進入中國內地開設知識產權代理機構，同
時，內地的知識產權代理機構正在成長，已逐漸具備接受外國客戶委託的能力。兩個方面的變化都會導致有需
要在內地辦理知識產權事務的海外客戶繞開香港仲介而直接委託內地的代理機構，從而削弱香港的仲介橋樑作
用，對目前以接受海外客戶委託辦理在內地的知識產權事務為主要業務的代理機構形成巨大衝擊。
ii. 合資格人才不足
人才是知識產權服務進一步發展的重要元素，要拓展業務須擁有能高水平合資格的人才供給。由於目前專利代
理服務的市場尚在發展階段，一些小型的代理商會偏向以價格競爭，對代理行業的收入造成壓力。因此香港本
地人才即使考取了代理人資格，未必選擇在業界發展；香港對於內地高端人才的吸引力正在減弱，且來到香港
的人才也並不能匯聚在知識產權服務行業，代理機構因而很難招聘到合格的知識產權代理人。以及專利代理人
要求既具備理工科的教育背景，又精通法律和英語，培養週期較長，而現行教育模式對這類人才的培養有所忽
略，以至於專利代理人數量始終處於相對短缺的狀態。

1.4.4 法律、仲裁及知識產權服務
法律服務
i. 香港與內地分屬不同的法系
法律制度是開展法律服務的根本，香港內地的法律制度存在很大差異，其分屬不同的法系。普通法系和大陸法
系是當今世界各國公認的兩大法系，其最大區別在於普通法系重視判例而大陸法系重視成文法。中國內地的法
律屬於大陸法系；香港回歸後，基本保留原有的普通法、衡平法，又以全國人大制定的香港基本法為基本準則，
並且適用部分全國性的法律，因而普通法系和大陸法系在香港同時並存。

仲裁服務
i. 仲裁機構較少，仲裁員的構成缺乏多元化
香港仲裁員主要由律師組成，其他行業的專業人士認識與參與仲裁服務的情況仍不如理想。仲裁的一個重要特
點是不僅需要運用法律觀點來解決爭議，更要求加入專業的行業意見。因此，現時香港仲裁員的人才結構存在
過分偏向法律界的現象，對於香港仲裁員數量的增加和素質的提高是不利的。機構仲裁方面，在國際商會國際
仲裁院到港設立分支之前，「仲裁中心」一直為本地提供機構仲裁服務的唯一機構，香港相較英國倫敦明顯過
於保守，並造成仲裁機構之間缺乏競爭及「仲裁中心」運作透明度不高的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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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服務

2.1 香港專業化和國際化的金融服務業情況
香港一直以來都是連接中國與環球資本市場的重要紐帶，這不僅僅得益於其得天獨厚的區位優勢，和與中國內
地在經濟、社會和文化層面的緊密關係，更是香港作為亞洲金融中心，奉行國際標準和慣例、匯聚雄厚資金和
業界精英，不懈努力深耕於資本市場的高度專業化成果。國家《十四五規劃綱要》再次肯定了香港金融業的發
展，並繼續支持香港提升國際金融中心地位、強化全球離岸人民幣業務樞紐，首次提出強化香港國際資產管理
中心和風險管理中心功能，和持續深化與內地金融市場互聯互通。
疫情影響下，全球金融市場均受衝擊，而香港金融市場依然穩中有升，充分體現了香港金融市場的韌性。無論
是粵港澳大灣區，還是中國內地其他地區，亦或是與亞洲有業務聯繫的各行各業的國際企業，若想尋求安全和
高度流通的世界級市場上市集資，香港均是熱門選地。

2.1.1 銀行系統
香港銀行系統穩健，是國際銀行中心，擁有 200 多間認可銀行機構，總資產超過 3 萬億美元。全球首 100 大
銀行中，有逾 70 家在香港經營，近 30 家跨國銀行將地區總部設置在香港。2020 年香港銀行資本充足率達
20.7%，遠高於國際最低標準要求的 8%14。香港金融管理局將認可機構的流動性及信用風險管理制度的成效作
為監管重點，並積極在香港逐漸實施更為嚴謹和國際認可的巴塞爾標準，對香港銀行機構風險承擔限額、資本
標準、披露標準和流動性標準等精益求精。
除此之外，香港一直保持著全球最大離岸人民幣中心的地位。2018 年香港人民幣即時支付結算成交日均金額
創造歷史新高，突破了 1 萬億元人民幣大關，充分顯示了香港金融基建紮實穩健，為日趨成熟的離岸市場提供
強而有力的支援。受疫情和國際經濟與貿易的不確定性影響，香港銀行系統未來將會面對更多的機遇與挑戰。

2.1.2 證券市場
香港證券市場歷史悠久，市場規模雄厚，吸引和匯聚了環球知名金融證券機構和大批專業人才。證券及期貨事
務監察委員會是國際化的獨立法定機構，負責監管香港的證券及期貨市場的運作，深受國際資本市場信賴。香
港證券市場主要包括股票市場、債券市場、基金市場和衍生工具市場。其中股票市場是香港證券市場最活躍的
組成部分，截至 2020 年底，港股共計 2,538 家上市公司 15。港交所在世界主要證券交易所中排行第 5 位，在
亞洲地區排行第三。其在 2018 年 4 月 30 日實施新的《上市規則》，容許尚未有收益的生物科技公司和具有
同股不同權架構的創新公司來港上市。2020 年港交所新上市企業達 154 家，總市值增至 48 萬億，新股集資
額位列全球第二。香港上市比內地上市更國際化，又比在海外上市更了解中國本土市場，這一比較優勢為大灣
區乃至全國的企業提供了良好的上市選擇，使其更易找到全球和國內市場的平衡點。
另外，香港與上海和深圳股票市場交易互聯互通機制現在共有超過 2,000 隻合資格股票。截至 2020 年底，股
票市場交易互聯互通機制的累計淨買入額，北向交易為人民幣 12,023 億元，南向交易為人民幣 15,209 億元。
在此機制帶動下，A 股在 2018 年被多家編製國際指數的公司納入其全球性基準指數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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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3 保險行業

香港保險業是香港的重要經濟支柱之一，具有與國際化接軌和專業化發展水準高的特點。香港保險業從 1841
年開始至今，已經走過了 179 個年頭。與國內保險行業發展相比，香港的保險業發展歷史悠久，法律制度完善，
金融保險制度健全，海外知名保險企業雲集，擁有先進的保險管理經驗。近年來，很多內地客戶赴香港購買包
括重大疾病險、人壽儲蓄分紅險等在內的人壽保險。從 2009 年到國內赴港投保最高峰的 2016 年，保費收入
增長了近 20 倍。香港保險產品與內地保險產品相比，有以下幾大特點：
首先，香港保險產品與內地保險產品相比，同等保額的同類產品，香港的產品價格相對更低一些。主要原因有
三：第一，香港金融中心的地位使得香港保費可以在全球範圍內進行投資，相對高收益的投資產品選擇也就更
多。而高收益的險資投資回報率可以進一步降低保險價格，形成良性循環；第二，香港醫療制度健全，人均壽
命居全球首位。保險行業與醫療行業有較好的合作，進一步降低了保險公司對風險控制和理賠的成本；第三，
香港保險市場競爭激烈，市場機制下香港保險產品定價更低。其次，香港保險市場提供的壽險保障範圍更廣，
疾病定義更寬泛。第四，香港保險與內地保險相比，在核保方面更加「嚴進寬出」。香港誠信社會基礎堅實，
在投保時要求投保人對自己的身體情況必須無限告知，而在理賠時則相對更加方便。因此，香港的保險理賠糾
紛率也遠低於國內保險行業。最後，香港保險產品可以是以美元為標的產品，有利於投保人全球資產配置。這
也是很多赴港投保的內地客戶的重要考慮因素之一。
總體而言，香港在壽險產品的設計、服務流程和標準，以及保險和醫療機構合作模式方面，仍然有諸多大灣區
保險行業可以借鑒之處。

2.2 大灣區和「一帶一路」地區對金融服務業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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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 香港是「一帶一路」項目海外融資的重要平台
近年來國際政治經濟格局出現了新變化，在中美摩擦加劇的新形勢下，如何擺脫美國對我國發展的掣肘，自主
推動改革開放，尤其是「一帶一路」倡議和人民幣國際化，香港資本市場可以發揮更大的作用。
國家「一帶一路」倡議內涵豐富，意義深遠，旨在譜寫國際合作，互惠共贏之新篇章，以國際合力實現相關國
家利益、命運和責任共同體的願景。自 2013 年提出五年來，取得了肥碩的成果。在國際新局勢下，如何進一
步吸引全球資金參與「一帶一路」建設，以及如何改變目前西方主導的國際評級機構對「一帶一路」沿線國
家帶有偏見的評級，從而給予沿線國家公正評級和提升其投資吸引力，成為深化「一帶一路」建設需要解決
的問題。
發展香港為「一帶一路」海外融資平台，不僅可以增加「一帶一路」項目資金投入，更可以吸引資本市場的國
際投資者參與，並與此同時提升「一帶一路」專案的規範性和風險管理的能力，更有效地防範金融、法律、環
境、市場和輿論等風險。
國家政策性銀行向我國在「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援建項目提供長期低息優惠信貸，國企和以國家名義啟動的
項目融資環節雖然可以受惠其中，但國際投資者卻沒有專門針對「一帶一路」的投融資平台，不利於提升國際
參與度。香港一直以來積極支持國家「一帶一路」發展，其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和開放的資本項目，穩健的金
融環境和相對較低的融資成本，使香港成為「一帶一路」海外投資平台的理想選擇。
與此同時，香港在未來人民幣國際化的戰略中也可以發揮重要作用。過去十多年，隨著國家國力的增長，人民
幣國際化的程度也大大提升。在人民幣國際化受國際經濟週期和政治局面影響而進入緩衝期之際，香港作為境
外最大的人民幣市場，而且在市場監管能主動配合國家戰略。在香港率先推出一些離岸人民幣投資產品，能夠
在風險相對可控的情況下，協助國家推動人民幣的國際化和離岸人民幣的規模與流動性。

2.2.1 大灣區發展對香港金融市場的需求
粵港澳大灣區戰略下，金融領域的合作具有全域帶動作用。縱觀全球主要灣區的發展，金融是重要的引擎動力。
與世界上其他知名灣區不同，粵港澳大灣區具有「一二三四」，即一個國家、兩個體制、三個關稅區、四個核
心城市的多元化特點。尤其在金融領域，大灣區在同時存在三套監管體系、多個監管主體的情況下，如何使大
灣區在保持自身特色的基礎上，實現金融服務業的融合發展，是一個不小的課題。
金融要素的自由流動與合理配置是區域金融融合發展的一個重要標誌，粵港澳大灣區在充分發揮三種貨幣體制
和多元化金融制度優勢方面有極大的潛力。2020 年 5 月中國人民銀行、銀保監會、證監會、外匯局四部委聯
合發文，提出金融支持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的「26 條措施」，是將《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提出的發展
藍圖落實到金融機構、金融市場與金融產品、金融基礎設施等可操作層面進一步舉措，也是推動大灣區金融服
務業融合發展的關鍵。
目前，香港的融資和再融資市場活躍，監管制度和標準亦與西方類同，而大灣區其他城市則擁有優厚的產業基
礎，而深圳近年更已成為國際高科技競技場上的領跑者。但是由於內地資本市場資本帳戶尚未對外開放，故粵
港澳大灣區的資本市場仍然相對獨立，跨境資本仍有諸多限制，不利於粵港澳大灣區實體經濟共同項目的集融
資和灣區金融業的縱深發展。大灣區借助香港經驗和渠道，不斷提高金融服務水平，豐富服務產品，積極與香
港和國際金融市場平台對接，展開金融體制改革先行先試的需求。除此之外，在粵港澳大灣區創新科技快速發
展，創新科技企業，尤其是初創企業求「資」若渴的時代背景下，香港作為全球最主要上市及集資市場之一，
可以發揮自身獨特的優勢，尤其是在為大灣區創科企業提供不同規模的首次公開招股（IPO）服務方面，助力
大灣區眾多企業實現融資目標和完善創投資金的退出和活化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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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建議
2.3.1 香港與大灣區金融平台的進一步對接
為進一步打造粵港澳大灣區多元化金融交易平台，香港與大灣區之間應不斷完善金融產品的跨境對接，實現在
「深港通」、「債券通」和「商品通」等三個方面的進一步互聯互通。
i. 進一步深化「深港通」
香港最新發佈的施政報告已擬加入未盈利生物科技股份，也會納入科創板 A 股股份，逐步擴大互聯互通。建議
將在香港上市的國際公司股票包含在「深港通」中，增加可相互交易的種類。另外，考慮將赴港二次上市中概
股和 CDR 的證券包含在「深港通」中。
連通深港之間 IPO 市場，允許兩地購買彼此首次融資股份。深港 IPO 通過「深港通」連通將增加國際巨擘企業
來港上市的吸引力，例如：「北水」對 Saudi Aramco（沙烏地阿拉伯國家石油公司）這類企業有極大的吸引力，
Aramco 不會選擇美國上市因為不想受控於美國法律監管，而倫敦上市也有脫毆之後影響的顧慮，而日本還不
能算作真正意義上的國際市場。深港之間 IPO 市場如能聯通，將增加香港資本市場的吸引力，同時豐富大灣區
投資者的投資選擇。
推出 A 股風險對沖工具。雖然中國證監會不允許設立對沖類工具以防投機行為，而國內已有的少數對沖產品費
率很高。新加坡推出的 A50 亦不受內地監管，坐享收益。建議以深港為平台，做 A 股的 ETF 指數對沖工具，
並納入「深港通」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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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債券通」
從 2017 年 7 月至今，「債券通」（內地與香港債券市場互聯互通合作）「北向通」開閘已滿近四年時間，「債
券通」不斷推出創新措施，該管道的使用比例在穩步增加。「南向通」預計在今年有望推出，為人民幣資本「走
出去」提供便利通道。另外，建議在「債券通」中研究推出和納入債券的 ETF 等指數型產品，豐富「債券通」
互聯互通的產品類型。
iii. 「商品通」
建議以港交所在前海建設前海聯合交易中心（QME）為契機，進一步推動香港與大灣區的「商品通」業務。
港交所收購倫敦金屬交易所（LME），並在深圳前海設立前海聯合交易中心（QME），其中前海金控佔資
10%，港交所佔資 90%。前海聯合交易中心的建立為大灣區「商品通」提供了機遇。
「商品通」服務實體經濟，現貨與期貨同時推進，爭取中國對大宗商品的定價權。借助港交所旗下倫敦金屬交
易所（LME）的影響力，形成的東西配合效應，前海聯合交易中心（QME）可以實現真正的提貨，服務實體經
濟，同時現貨與期貨並行，逐漸爭取國內和國際的大宗商品定價權。

2.3.2 加強香港與大灣區在金融科技領域的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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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大灣區其他城市與香港建立「險資通」機制，創新性的允許大灣區保險資金率先試點投資更多香港金融產品。
在險資參與滬港通和深港通的基礎上，投資香港固定收益類產品和金融衍生品等，並規定所投金融產品的資金
和收益，在交割後或到期後必須按照原有路線返回原大灣區城市，在機制設計上形成閉環，以避免國內資金外
流風險。
ii. 借鑒香港和國際上保險行業與醫療機構的合作模式
從管理運營的角度，與國際上保險行業發達的國家相比，大灣區的保險企業管理方式仍然相對粗放。目前大灣
區多數城市保險行業與醫療機構的合作模式仍然不清晰，公立醫院與保險公司的合作積極性不高，而私立醫院
又收費太貴，大大提高了保險成本。
香港保險行業與私立醫療機構是合作共贏的關係，因為香港公立醫院為香港市民提供由政府大幅資助的醫療服
務，但缺點是等候時間較長，而商業保險主要通過私立醫院為有經濟能力而又願意額外為快捷和個性化醫療服
務、高端醫療技術以及更好的醫療環境支付費用的人群。國際上也有諸多其他合作模式，例如英國保柏（Bupa）
公司自建醫療健康服務機構，實現了健康產業鏈的融合發展，以及美國商業保險主導醫療機構等模式。大灣區
保險行業也應該根據自身發展情況，探索一種行之有效的保險和醫療的混業模式。香港在輸出模式的同時，也
有機會使香港保險服務和醫療服務走向大灣區。

互聯網的大規模應用打破了粵港澳大灣區的傳統地理邊界，使得灣區內的各種創新要素得以更便捷有效的對
接。粵港澳大灣區有潛力發展成為一流的科技灣區。大灣區其他城市應利用好香港在金融和科技服務業發展優
勢，攜手重點發展金融科技，協助灣區成為一個層次更立體、覆蓋鏈條更全面的科技灣區，在粵港澳大灣區實
現一個可相互相容和方便使用的電子應用支付平台，建立一個廣泛應用的區域性電子商貿平台，鼓勵大灣區城
市共同打造金融科技中國區域總部。

2015 年後人民幣國際化發展整體趨勢趨緩，原因之一是因為境外機構和個人對離岸人民幣需求不足，缺乏能
吸納大量人民幣的合適的投資工具。目前香港市場已有的一些以人民幣計價的股票和債券產品規模普遍較小。
而以美元計價的金融工具種類繁多，能吸納大量美元的投資產品比比皆是。

香港作為全球金融中心，是大灣區和中國內地連接全球金融市場的紐帶。憑藉其良好的商業信用和完善的法律
環境，最具有潛力和大灣區其他城市共同發展環球金融科技樞紐。不同於生物科技和人工智慧的發展路徑，金
融科技做大做強的關鍵在於資金和市場網絡的連通。大灣區可以以監管「沙盒」模式 ，促進金融科技創新；
共同啟動金融科技發展基金和出台其他有利於金融科技初創企業和項目融資的相關政策，帶動社會資金重點發
展金融科技行業。

為了讓香港發揮人民幣國際化「發動機」的作用，一方面，國家可以考慮支持香港豐富離岸人民幣金融工具，
成為人民幣投、融資中心，拓寬香港離岸人民幣市場的深度和廣度，打造一兩隻能吸納大量人民幣的離岸投資
基金，把海外對人民幣的需求吸納並儲存在香港。另一方面，國家可以繼續推進香港與其他離岸人民幣中心互
聯互通，把人民幣推向全球，讓人民幣發揮國際貨幣的功能。香港可順勢而為，成立全球人民幣債券基金，形
成良性的人民幣投資生態。

大灣區其他城市的廣袤腹地可打造為大灣區金融科技網絡中心，實現在粵港澳大灣區內可相互相容和方便使用
的電子應用支付平台，建立廣泛應用的區域性電子商貿平台，鼓勵金融機構開展數位貨幣、區塊鏈研究運用，
降低粵港澳大灣區進行實體及電子商貿的交易成本，促進灣區跨境電子商務業務發展。

建議香港應鼓勵有關金融部門將資產多配置在人民幣資產上，通過「種子基金」的形式，做大人民幣產品規
模，如利用香港金管局持有大量國家銀行間市場債券、交易所債券和離岸點心債等債券組合或一定比例的外匯
儲備，建立全球人民幣債券基金。該人民幣債券基金可通過銀行間債券市場 (CIBM) 管道投資國內的債券市場，
並於港交所上市，其市場深度和流動性將超過點心債市場，利用其標準化的子基金可構建人民幣收益率曲線，
還可以作為離岸人民幣銀行同業拆借市場的抵押品，將極大地促進離岸人民幣拆借市場的活躍度。

香港則應利用其雙向連接內地和國際市場的優勢，幫助在大灣區落地的國際金融科技企業打入國際市場，為本
地及內地金融科技企業提供「走出去」的海外網絡。在市場需求導向，監管放鬆和各項政策的大力支持下，香
港的金融科技發展將與大灣區其他城市共同為扶持國家在金融科技的國際領導地位做出貢獻。

2.3.3 加強香港與大灣區其他城市的保險業務合作和經驗分享

中國內地保險業自 1980 年恢復以來，從基礎薄弱的落後行業不斷發展壯大，但國內保險行業仍然面臨諸多挑
戰。內地資本賬戶尚未開放的客觀事實使內地保險資本無法實現全球資產配置；保險行業與醫療機構尚未形成
普遍認可的可持續發展模式。香港在完善國家保險行業險資全球運作、參考香港保險行業與醫療機構的合作模
式以及政策賦能保險行業等方面，可以為大灣區率先在保險服務行業合作提供借鑒。

2.3.4 豐富香港人民幣投資產品

人民幣國際化可通過全球人民幣債券基金，戰略上打通世界各大離岸人民幣中心。從香港開始發展全球人民幣
債券基金，可以進一步吸納更多持有我國債券的國家或地區參與，包括韓國、泰國、馬來西亞等，最終將基金
規模發展到 2,000 億至 3,000 億美元規模。這些國家或地區的央行持有我國債券，總量龐大且足夠分散，他們
可以將所持有的我國債券換成全球人民幣債券基金的份額。同時，所有參與全球人民幣債券基金的國家或地區
的金融機構都能以全球人民幣債券基金份額作為抵押品，進行人民幣拆借交易，大大提高人民幣的流動性。

i. 建議探討建立大灣區「險資通」機制
內地保險機構的資產全球化配置尚處於初級階段，投資規模小、資產類別單一，且投資管道不暢，與國際化險
資管理水準有較大差距。收益較好的投資產品選擇相對較少，是大灣區保險產品定價高於香港同類產品的主要
原因之一，也是大灣區儲蓄型保單收益與部分香港保險產品競爭力不足的內在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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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5 多元化建設香港「一帶一路」投資工具

第三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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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發展階段各不相同，國際投資主體以及「一帶一路」建設項目特點也千差萬別，因此，「一
帶一路」投資工具亦應靈活多樣，以間接融資和直接融資多元的融資模式來匹配不同的融資需求。香港具備豐富
的結構化融資經驗，可以作為「一帶一路」海外投融資平台，並提供更有競爭力且匹配多方需求的投資產品。
首先，建議在港的中資銀行牽頭，帶動香港國際大型銀行，專設用於「一帶一路」項目貸款，特別是以人民幣
計價貸款等。全球大約有 60％ -70% 的基礎設施資金來自貸款，商業銀行是資金的主要提供者。香港銀團貸款
市場規模在亞太地區實力最強。香港銀團在與亞投行和絲路基金相互配合的同時，更可以吸引國際機構投資者
參與「一帶一路」資本市場融資環節；
第二，建議國家支持香港擴大發行「一帶一路」主題債券。債券市場融資具有融資成本較低、體量靈活和風險
分散等特點，近年來，國際上基礎設施建設中基建債、次級債和可轉債等金融產品的使用逐漸增多。香港債券
的發行依照國際標準，企業透明度較高，且具備多次向新加坡、印尼等國企業的發債業務提供支援的經驗。雖
然香港的債券市場與其股票市場相比規模尚小，但在與內地開通「債券通」後，香港債券市場規模和流動性均
有所提升，作為全球融資中心，是發行「一帶一路」主題債，吸引全球投資者的最佳發債地。
第三，建議國家支持港交所專門設立凝聚國家「一帶一路」項目融資的「絲路板」。「一帶一路」有不少項目
穩健，商業模式成熟，並且未來現金流可持續，具備上市的基礎。國家可在港交所專門設立「絲路板」，利用
好香港資本市場，吸引「一帶一路」投資主體、沿線重大項目，以及相關國內和海外企業到港上市。
第四，建議國家在香港成立國際「一帶一路」股權投資中心。利用《巴塞爾協議 III》中金融機構可利用資產進
行股權投資，股權風險暴露風險權重為 250% 的條例 16，鼓勵各國銀行進行「一帶一路」項目股權投資，充分
調動國際參與建設「一帶一路」的積極性。 香港資本市場運作經驗豐富，可作為最大股東和協調各國股權投
資「一帶一路」項目的協調中心，凝聚國際資本力量助力「一帶一路」。

2.3.6 建設香港「一帶一路」國家評級中心和打造大灣區保險中心
在設計和提供有吸引力的「一帶一路」投資產品同時，也要提高國際市場對「一帶一路」項目的信心。建議國
家支持香港成為「一帶一路」沿線國家評級及保險中心。通過設計合理風險評級制度，和有力的擔保或保險機
制來實現對「一帶一路」項目投資的風險管理。
針對西方國際評級機構帶有偏見性的評級機制，建議通過香港的平台設立新國際評級機構，改革現有國際的評
級標準。在現行的國際評級標準中，存在許多不利於「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指標，如採取民主政治制度和人
均 GDP 水準指標等來衡量一個國家的投資風險，然而上述指標與在該國投資「一帶一路」相關合作項目的風
險和收益並無直接關係。香港政治中立，更適合為國家「一帶一路」平台建立新的評級標準體系，如以 GDP
增長速度取代人均 GDP 指標，以政府效率替代民主政治指標等，通過更合理的評級幫助「一帶一路」投資的
保險定價，從而實現風險把控。
另外，建議大灣區打造商事保險中心，服務國家「一帶一路」。目前新加坡有意爭奪「一帶一路」相關專案的
商事保險中心角色，大灣區有條件利用各自優勢合作，加強在商事保險方面的服務。香港和大灣區內地城市除
了在壽險、醫療等個人保險領域活躍外，在商事保險領域較弱，精算能力和服務團隊還較世界級商事保險公司
有較大差距。可考慮與英國商事保險巨頭 Lloyd’s 合作，共同在大灣區建立專門針對航運、開礦和機械等的商
事保險中心。在項目保險機制設定上，國家可以支援香港金融機構在發行「一帶一路」融資產品的同時，提供
10-20 倍的擔保或保險產品的形式對沖投資者風險。僅保險這一項估計就可形成 500 到 1,000 億的擔保資金規
模。大灣區可借鑒香港的出口信用擔保局的機制，對「一帶一路」相關項目風險進行合理的計價。進一步提升
「一帶一路」投資項目風險管理的能力，更有效地防範其金融、法律、環境、市場和輿論等風險。
16

17

這一指標用來表明股權類資產在金融機構中的風險的權重，用來計算金融機構中各項資產總加權資產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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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香港創科行業發展現狀
香港特區政府近年積極推動本地創新科技產業的成長，主動在創新科技產業上調整政府角色，實現對失靈市
場的主動調整，顯示當局決心打破過往香港創新科技發展裹足不前的局面。政府在《行政長官 2017 年施政報
告》、《2018-19 年度政府財政預算案》中，預留了 500 億港元支援創新科技產業的發展，運用稅負減免、平
台建設、財政補貼等多項措施著重加強香港應用研究、鼓勵企業擴大研發投入、促進中小型科技企業發展壯大，
可謂對症下藥。又在《2020-21 年度政府財政預算案》中，提出包括預留 30 億港元進行科學園第二階段擴建
計劃等一系列措施，進一步支援創科行業。《行政長官 2020 年施政報告》建議推出為期五年的「傑出創科學
人計劃」，估計將動用 20 億元。《2021-22 年度政府財政預算案》計劃分兩年向「創新及科技基金」注資共
95 億元，持續地向創科行業投放資源。
產業培育是一項系統性工程，需要從影響產業發展的不同方面著手。目前香港在影響創新科技產業發展的人
才、資金等方面與珠三角和其他創新科技中心仍存在較大差距，也正因此香港的創新科技產業仍具有極大的
提升空間。2020 年，香港初創企業數量增加 5.5% 至 3,360 家，聘用逾 10,688 名僱員，減少 10.9%17。根據
2020 年全球創新指數 (Global Innovation Index)，由深圳 - 香港 - 廣州的創新及科技業組成的集群是世界第二大
科技集群 18。除了在粵港澳大灣區創新科技的發展中繼續發揮和發掘自身的傳統優勢，香港近年亦積極推動本
土創新科技產業的發展，將生物科技、人工智能、智慧城市及金融科技列為具有優勢的四大發展範疇，並預期
自 2017 年起計的 5 年內，研發開支佔本地生產總值的比重將增加 1 倍。
香港本地創新科技的發展對於香港和大灣區均有裨益。一方面，香港創新科技產業的發展將有助於本地產業結
構和就業結構的優化，為香港創造新的經濟增長點和更加多元化的就業機會。同時，香港創新科技產業的發展
與傳統優勢產業相結合，將有助於現有產業的優化升級，從而以創新驅動香港經濟的發展。另一方面，香港本
身的創新科技生態是粵港澳大灣區創新科技生態環境的一部分，香港創新科技生態的優化將有助於大灣區創新
科技的發展引入更多的香港智慧資源，促進粵港澳大灣區創新科技成果的多元化發展。

3.2 香港與大灣區其他城市在創科行業的協同發展
3.2.1 香港與大灣區的創新要素環境分析
國家「十四五」發展規劃明確提出要堅持創新在我國現代化建設全域中的核心地位，把科技自立自強作為國家
發展的戰略支撐；和支援粵港澳大灣區形成國際科技創新中心。大灣區城市在創新能力方面的突出表現首先得
益於當地開放的市場環境、寬鬆的創業環境，以及與外部市場的緊密聯繫，造就了十分活躍的創新創業活動。
大灣區創新能力的發展離不開大量的創新資源投入、研發投入和全國範圍內規模最大的科技研發人員隊伍。
大灣區城市亦十分重視創新創業生態的發展。廣東省內科技企業孵化器數量全國第一，2018 年全省新增科技
企業孵化器和眾創空間 200 多家，國家級高新技術企業數量超過 4 萬家。19 在此基礎上，廣東省獲得的創新產
出和創新績效同樣表現突出。廣東省專利授權量、PCT 國際專利申請量均居全國榜首。高技術產業主營業務收
入以及高技術產品出口額等多項指標排名均位列全國第 1。

19

17

香港貿發局。初創在香港：創業生態系統的發展概況。2021年2月4日，線上檢索日期：2021年5月12日
網址：https://research.hktdc.com/tc/article/NjYwMTUyNDYy

18

第一位是「東京-橫濱」。The Global Innovation Index 2020: Who Will Finance Innovation?, Cornell University, INSEAD, and the World Intellectual
Property Organization.
網址：https://www.wipo.int/edocs/pubdocs/en/wipo_pub_gii_2020.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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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偉秋。聚焦孵化器「三化」，粵港澳大灣區科技企業孵化器發展論壇舉辦。網易廣東創投。2019年3月15日。線上檢索日期：2020年5月15日
網址：http://bendi.news.163.com/guangdong/19/0315/15/EAAPLGH104179H5V.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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粵港澳大灣區在發展「國際科技創新中心」方面的實力與國際上發展較為成熟的灣區相比不分伯仲，並擁有獨
一無二的發展特色，這不僅受惠於粵港澳大灣區優良的環境和資源要素稟賦，更得益於粵港澳大灣區內不同主
體之間的要素流動、優勢互補與產業協作。香港與大灣區其他城市強強聯合，取長補短，不僅可以彌補彼此創
新科技產業發展的不足，加強香港科研成果轉化和大灣區技術轉移能力，亦可以發揮香港在金融服務行業的優
勢，滿足大灣區創科企業融資需求。除此之外，大力促進香港與大灣區其他城市間創科要素流動，及積極推動
落馬洲河套地區成為大灣區創科合作平台，亦有助於最大化大灣區城市創科發展合力，實現 9+2>11。
大灣區作為國家自主創新示範區，既擁有創新的「大腦」，亦擁有支持創意落地形成批量化產品的先進製造能
力。兩者的結合使得落地於大灣區的科技企業能夠以更快的速度、更低的成本完成產品從創意到雛形，再到大
規模投入市場的商業發展流程。其中，深圳作為全國首個國家創新型城市和國家自主創新示範區，以及社會主
義先行示範區，以企業為創新發展主力，扮演著大灣區創新科技的龍頭角色。以創新投入和產出水準衡量，深
圳的創新能力在全國各大城市中長期排在首位，深圳的 4G 技術、超材料、基因測序、新能源汽車、3D 顯示、
無人機等科技領域的創新能力更躋身世界前列。20 同時，以東莞為代表的先進製造業力量為大灣區創新科技的
產業化發展提供了支撐。隨著大灣區產業轉型升級，東莞已從傳統「三來一補」加工製造業基地轉變為先進製
造業基地。當地已形成了包括電子資訊製造業、電器機械及設備製造業在內的支柱產業，成為全球最大的製造
業基地，並繼續朝著形成「智慧製造全生態鏈」的方向發展。
創新力結合製造力，再加上完善的供應鏈體系和物流配套，香港和大灣區其他城市已形成了全球規模最大、體
系最全的「超級產業鏈」。

3.2.2 香港服務大灣區創新科技發展的優勢
粵港澳大灣區強大的創新能力以及極強的產業鏈配套在大灣區創新科技的發展中扮演著核心角色。然而，要推
動大灣區發展成為全球性的科技中心，其創新科技發展仍需要在科研基礎強化、創新資源國際化，以及支援性
服務專業化等方面得到進一步的提升，而在這些方面香港有能力發揮重要的作用。
首先，香港擁有全球頂尖的基礎科研力量。基礎科研是進行原始創新的基礎，將支持產業創新向縱深發展，為
區域創新提供持續的智力支撐。目前，大灣區形成了以企業為主體、市場為導向、產業化為目標的創新生態，
然而與全球其他科技中心相比，其在進行基礎科研和實現突破性創新方面仍存在進一步提升的空間。香港擁有
眾多領先全球的研究型大學，以香港的大學科研成果為基礎發展起來的科技企業，如大疆、商湯，均證明了香
港有能力扮演粵港澳大灣區創新科技的智慧源頭。
同時，香港具有能夠吸引國際創新資源的制度優勢。目前，全球各地均在積極爭奪包括人才、資金、科研機構、
企業在內的創新資源，以優質的發展環境吸引全球範圍內的優質資源落地。香港作為發展成熟的國際大都會，
擁有領先全球的營商環境和國際化的資本市場；得益於「一國兩制」的基本國策，香港保持了其本身低稅制、
自由港、開放市場、資訊自由流通等方面的制度安排。這種發展環境對國際性的創新資源擁有極大的吸引力，
意味著香港有潛力為粵港澳大灣區創新科技的國際化發展創造條件。
此外，香港擁有具國際水準的專業服務業。粵港澳大灣區要發展成為全球性的創新科技中心，區內的企業勢必
將面向全球市場，積極參與國際競爭，並且加強與優質國際資源的合作。在這一過程中，高水準的專業服務支
持必不可少。在專業服務業方面的突出優勢使得香港有潛力在粵港澳大灣區創新科技產業的國際化進程中發揮
平台作用，為企業提供具國際水準的專業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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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推動落馬洲河套地區成為全球創科科技高地
香港與深圳在 2017 年簽訂合作備忘錄共同開發落馬洲河套地區，致力於創新科技發展。由位於香港落馬洲河
套地區的「港深創新及科技園」和深圳河北側毗鄰河套地區的「深方科創園區」共同組成的「深港科技創新合
作區」。
這個地區利用深圳和香港地理相連、產業協同和「一國兩制」的優勢，在中央政府的支持下，有望突破實現人
員、資金、貨物、信息的自由流動，可吸引來自內地、香港以及海外的創科企業和人才匯聚於此，形成產學研
緊密融合的創新基地，成為世界級的知識樞紐及創科中心，是粵港澳大灣區建設國際科創中心的重要平台。
現有科學園對河套的發展思路，僅將河套園區視為科學園 2.0，即地理空間上的拓展。建設進度遠落後於科技
日新月異的發展步伐，也沒有考慮如何吸引與內地豐富的科技資源和先行先試的政策紅利結合，更無法因應當
前的新發展格局，配合國家十四五規劃和 2035 年願景目標的實現。「分期建設、再招租」的方式也未必能引
入香港最需要的產業項目。沿用過往模式，河套創科園的規劃和建設已滯後於發展。

3.4 建議
3.4.1 配合國家科技發展步伐
在新發展格局下，香港極需突破原有思維，配合國家科技發展的步伐，更宏觀、更策略性地考慮香港的獨有優
勢和發展現狀，建議：
1. 以科技企業為導向推動產學研用融合
以香港高校的科研成果為基礎，走出商湯、大疆、雲洲等一批有影響力的科技企業，涵蓋各科技領域，在
技術領先性、佔據全球和內地份額、行業標準的制定、產業鏈的形成、全球科研人才的匯聚，等方面都發
揮著巨大影響力。這些從高校實驗室走出去的科技企業，與香港仍保持緊密的合作聯繫。
建議引入科技企業在香港設立研發中心，與香港高等學府建立合作關係，打通研發的中下游，形成大灣區
的產學研鏈條。大學的教授和團隊中的博士生、研究生，可在此基礎研究成果的科研成果轉化工作，進行
「學習和創新的孵化器」，技術轉移中試、產業化落地。
2. 立足全球科技前瞻推動發展
放眼全球科技創新中心，都以開放性、交互性的空間設計，打破對傳統辦公大樓的想像，為科技人員創造
開放性的創新創意空間，激發創意靈感。
如蘋果公司的飛船總部 Apple Park、亞馬遜的玻璃球生物圈總部 Amazon Spheres 極具未來感，包羅了建
築所有者最新的技術成果，將其在國際舞台上的前沿科技發展以有形的觀感展現。大疆總部「空中之城」，
是懸浮玻璃形式的雙塔結構，靈感源自於如航拍般鳥瞰的角度觀望世界。箱體頂部的 V 型桁架構成了無人
機測試使用空間。騰訊總部大樓通過三條水準天橋連接的兩座塔樓，並設有屋頂花園，提供了更大程度的
交流和運動空間，展現了互聯網公司的網絡文化及互聯特性。華為終端總部坐擁優質的山湖資源和人文環
境，按歐洲小鎮的建築風格建設，分為 12 個建築組團，配備的小火車穿梭在不同建築群之間，儼然一個迷
你版的歐洲王國。
河套創科園仍在建設當中，是「一張白紙」，可塑性強，有很大發展空間。參考全球科技創新地區的優秀
案例，交由進駐的科技企業研發總部，自行設計建築風格和空間佈局，承載更多開放性的創新元素，並加
快工程進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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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建立國際頂尖人才蓄水池
憑藉科技龍頭企業的資源優勢，以及香港國際化、市場化和法治化環境，吸引全球創科資源集聚，尤其是
海內外頂尖科技人才。
實施更加開放便利的境外人才引進制度，參考國際上針對科技人才推出特別人才簽證的做法，譬如英國給
非歐盟高技術人員的傑出人才簽證、法國的高科技簽證、南韓的金卡、IT 卡和科學卡等，為科研機和科技
公司員工提供快速簡便的科技人才簽證以及延長居留時間。
創造一流的科研、工作、生活環境，提供吸引科技人才的方案，在改善科研基礎設施設備和科研條件等「硬」
件上捨得花成本，在科技人才家屬就業、子女入學等「軟」件捨得花心思，留住科技人才。

3.4.2 促進香港基礎研究成果在大灣區成果轉化

1. 明晰專利產權利益分配，推動科研成果轉化
目前香港科研成果轉化主要依託香港生產力促進局及 8 所大學科研成果轉化組織。每所大學都有負責成果
轉化機構，內地科技公司與香港高校有一定科研合作。建議改革大學管理，建立清晰的產權分配方案。鼓
勵大學讓利予發明團隊，鼓勵科研產權向發明人傾斜，鼓勵產學研融合。目前內地的大學將發明專利 70%
的產權給予發明人，香港需參考臨近地區的比例，以做出有競爭力的安排。
此外，香港應推動科研成果轉化經理人隊伍建設，進一步專業化分工，加強企業與大學教授團隊間的對接
效率，降低因資訊蔽塞而產生的潛在交易成本。以香港科大研究開發有限公司為例，在大學本身的轉化機
構外，成立公司安排專人主要負責科研成果的對外合作事宜，由研究開發公司的專利經理人在企業、專家
學者間推動應用研究、專利合作、技術合同簽訂等工作。科大研究開發公司的運作模式較為符合市場需要，
以公司作為平台負責教授研發成果的對外商業化，由專利經理人負責對外簽署專利研發合同，這種模式既
充分保護了教授的知識產權，亦通過模式化運作形成了有效的利益分配產權制度吸引企業合作，且大學在
其中根據參與程度來協調利益分配機制，用市場化方式推動大學支援科研成果轉化。這一模式較之由教授
個人進行專利轉讓更為高效，也能夠逐步培育香港本地的技術服務行業，加強香港知識產權服務貿易行業。
2. 搭建粵港澳大灣區科學技術資訊化平台
建議大灣區各城市合作共同將基礎科學研究成果、待轉化科研成果、待轉移的具有商業化價值專利等項目
放到統一網絡平台上，建立技術轉移資訊化項目庫，實現科研資訊共用、科研成果轉化招標、促進兩地產
學研對接，方便更多科技投資界的人士投資。由於香港注重資訊隱私，因此技術轉移資訊化平台建設工作
應由行政長官會同政府各部門執行，以使政府相關部門能夠協調提供大數據合作所需的資料。
3. 促進創科要素在大灣區的有序流動
粵港澳大灣區存在「一國兩制」的獨特安排，區域內涵蓋著三個不同的政治、行政和經濟體系。「兩制」
的區隔，為區域間的要素流動帶來了一些障礙，建議進一步開放思維，在創新科技領域「先行先試」，逐
步消除創科要素跨境流動的障礙，促進大灣區的人流、物流、資金流、資訊流暢通。
科技人員流動方面，建議以河套的深圳園區作為先行試點，在此工作的港澳及境外科研人員，統一參照香
港的 15% 標準稅率徵收，短期而言，也可借鑑深圳市前海港深合作區的做法，由廣東省政府和各級市政府
制定港澳及境外科研人員的認定辦法，為在大灣區工作的境外科技人員，提供個人所得稅財政補貼，平衡
現時兩地的稅負差額。
針對科研經費的跨境使用，建議廣東省政府和香港特區政府，聯合向中央財政部、科技部提請，在現時科
研經費跨境已有所突破的基礎上，成立「跨境經費研究小組」，盡快制訂詳盡的政策安排，訂明科研經費
的管理辦法，進一步釐清經費的撥付、使用和監督管理等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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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對科研儀器設備的跨境使用，建議以「科研項目」為管理單位的模式，在內地有科研合作的香港研究團
隊，跨境運送的科研儀器統一免徵進口稅。科研設備可直接由香港運送到在內地設立的分部，發揮資源共
享的協同效應。針對科研實驗用品的跨境運送，建議在海關、出入境檢驗檢疫等部門，聯合在網站開設「科
研實驗用品過境須知」等欄目，清晰列明科研工作者所需要申請審批的手續，以及不同種類的實驗用品所
需要聯繫的部門，並提供更有效的電話、電郵查詢途徑，減少科研工作者所花費的時間精力。也建議以落
馬洲河套地區的口岸作為試點，設立「科研樣本綠色通道」，安排專人提供指引服務，優先接單、放行，
便於相關設備和樣品的安全順利進出口。

3.4.3 推動孵化器和初創企業發展

優質的孵化平台應該以資金 + 產業 + 技術 + 服務等元素為初創企業進行「鏈式孵化」和精準服務。香港特區
政府已在推動公營孵化平台發展方面做出了積極的努力。目前香港本地整合各類創業資源的孵化平台發展規模
仍然有限，與珠三角創新科技中心深圳已發展起來的孵化平台數量相比仍存在較大的差距。
1. 建議充分利用大型科技企業、風險投資機構，以及大學所擁有的資源優勢推動香港本地孵化器的發展
香港孵化培育生態的發展需要更多專業力量的參與。根據國際和國內的成功經驗可知，大型企業、風險投
資機構、大學等市場主體和機構基於資源優勢，通常能夠在孵化生態的形成中發揮重要的作用。建議香港
特區政府積極推動、吸引和支持國際和國內的大型科技企業、風險投資機構、本地大學，在設立綜合性孵
化平台方面發揮重要的作用。
大型科技企業、風險投資資金、大學等機構均為創新科技的發展提供了重要的資源。其中，包括科技公司
在內的大型企業通常是市場中整合各類資源的有效節點，其所擁有的專家經驗、渠道平台、資金等雄厚資
源，以及大型互聯網公司掌握的流量正是科技創業者所需要的。風險投資機構亦有能力通過不斷成長起來
的已投項目形成匯聚不同創新主體的資源庫。因此，大型企業和風險投資機構在集聚產業資源方面的強大
能力，正是專業孵化器所需的。除了重要的市場主體，大學在孵化初創企業方面亦擁有突出的優勢。一方
面，大學是進行科學研究的重要平台，具有接近創新源頭的優勢，能夠及時準確地了解大學內部的研究項
目和研究成果。另一方面，大學培育的年青學生是進行創新創業的重要主體，大學的孵化平台能夠在年青
人的求學階段幫助學生建立和外界市場的聯繫，從而在提升年青人對市場的了解以及創業的積極性方面發
揮重要的作用。此外，大學的孵化平台作為校園生態系統的一部分，能夠在宣傳創新、引導科研成果轉化、
影響校園創業氛圍方面扮演重要的角色，推動大學的「創業教育」。
2. 建議香港特區政府積極研究推動本地孵化器發展的政策措施
不論是在全球創科創業中心以色列，還是在中國內地的創科中心深圳和上海，政府均積極引導和推動孵化
器向專業化和國際化的方向發展。建議香港特區政府積極探討和制定推動本地孵化培育生態發展的體系化
政策措施，合理利用財政資源引導全球具有競爭力的市場力量和本地的大學參與孵化機構建設。
首先，政府通過孵化平台資質認定的方式，將財政資源高效地用於支持具有高附加值的孵化機構或機構內
的受認可企業。例如，上海市張江高科技園區規定接受財政支持的孵化器須滿足平台運營團隊水平以及孵
化服務等方面的要求，以色列政府的「科技孵化器項目」對能夠接受政府支持的「國家級孵化器」進行公
開招標和嚴格篩選。其次，在財政資源的使用方面，政府或直接資助受認證孵化器，或資助受認證孵化器
內的初創企業，或通過建立「引導基金」的方式與孵化器共同設立創投基金。政府通過不同的公私營合作
模式，旨在降低孵化器的運營負擔以及項目早期的投資風險。同時，政府亦積極吸引國際資源參與孵化器
的建設，如上海市張江高科技園區與以色列、美國矽谷合作，積極引入國際一流企業在張江設立創新創業
中心和國際孵化器，利用海外資源的國際化視野和競爭力提升初創培育服務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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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4 完善創科教育制度和香港科技人才政策
近年，世界各國都意識到創新科技發展對國家的重要性，競相爭奪創科精英人才，不斷修正過時的入境政策方
向，以求在日益激烈的科技人才競爭中掌握主動性。香港應不斷優化大學的創科教育，培育頂尖科技人才和完
善科技人才政策，吸納海內外創科精英。
在完善創科教育制度方面，建議鼓勵大學與創科生態的各持份者加強合作，如大學科研實驗室、研發中心、初
創企業、大型企業研發部門等，鼓勵機構向學生深入分享科技方案或項目背後的原理，讓學生與尖端科技研發
團隊有更多近距離的接觸和交流。另外，建議大學將學生的實習計劃，改設成有認可學分的項目，並納入畢業
考核的一部分，鼓勵修讀創新科技相關專業的學生深入業界，真正接觸到自己所學的課程內容。另外，建議香
港特區政府調撥資源，將資助學生在香港進行的科技實習計劃，地域範圍延伸至粵港澳大灣區，讓離港實習的
學生也可享受資助；調整非本地學生的獎學金政策，加設畢業後留港滿一定年限的工作要求，鼓勵優秀的創科
學生畢業後留港發展，有效延續香港高等教育所培育的資源，為高校基礎科研、企業研發儲備人才。
在科技人才政策方面，建議香港特區政府進行專項研究，通過數據模型預測創新科技產業各個細分領域的發展
趨勢、就業市場的空缺狀況，主動尋覓和吸納創科未來發展所亟需、而香港又欠缺的人才，制定明晰的科技人
才政策。釐定創新科技各個細分領域所需要引入的人才類別和數量，再與香港創科系統的不同機構緊密合作，
依托大學和研究院、科研機構、創科企業、以及科學園、數碼港等作為平台，給予他們一定的名額，招攬海內
外的科技人才。與此同時，建議修訂各項人才政策，提供更為詳盡的細節內容。也建議入境事務處為未過簽證
的申請者，提供更為明確的申請拒絕理由，或考慮將典型的成功或失敗案例，去除申請者隱私資料後，在官方
網頁和宣傳單張附上案例指引，讓申請機制更為透明運作。

3.4.5 科技與數碼娛樂跨界融合發展
數碼娛樂產業是一門高科技、高創意的行業，人才及技術皆為其重要的發展要素，有機會作為香港創科發展的
新路向。香港數碼娛樂業在不同的政府部門有相應的界定：
1. 數碼娛樂產業是指遊戲、動畫和漫畫三個行業（「創意香港」辦公室）。
2. 數碼娛樂業主要由三個類別組成：娛樂軟體、電腦動畫，數碼特效（生產力促進局）。
3. 軟件、電腦遊戲及互動媒體界別，包括軟件和電腦遊戲的出版和分銷，信息科技服務活動（如電腦遊戲、
軟件、網站和網絡系統的設計及開發），互聯網及其他電訊活動，以及入門網站、資料處理、寄存及相關
活動（政府統計處）。
總體而言，數碼娛樂業是文創產業中的最大組成界別及領頭羊。數碼娛樂業在香港的知識型經濟中舉足輕重，對
本地經濟貢獻良多，在文創產業總增加價值中所佔比重由 2010 年的 35% 增加至 2018 年的 45%，達 531 億元，
當中互聯網服務及軟件和電腦遊戲開發兩組別合共佔該產業九成的增加價值；數碼娛樂業同時創造了不少就業機
會，其就業人數從 2010 年的 44,700 人增加至 2018 年的 61,220 人，佔文創產業總就業人數的最大比重。
表 1 ：香港數碼娛樂產業重要觀察指標（2010-2018）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增加價值

27,263

32,663

37,755

40,265

44,387

46,141

48,343

49,850

53,079

佔文創產業比重

(35%)

(37%)

(39%)

(38%)

(40%)

(42%)

(44%)

(44%)

(45%)

就業人數

44,700

46,600

49,700

52,600

55,520

56,730

57,550

59,240

61,220

佔文創產業比重

(24%)

(24%)

(25%)

(25%)

(26%)

(26%)

(27%)

(28%)

(28%)

貨幣單位 : 百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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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政府統計處（2020），《香港的文化及創意產業 - 香港統計月刊》，2020

香港現代服務業優勢與競爭力

24

第三章

創科行業

數碼娛樂產業是極具潛力的新興產業，香港在數碼娛樂行業發展中可以發揮連接東西方文化橋樑的角色。香港
數碼港管理有限公 2019 年 4 月推出了電競實習支援計劃，向僱主提供每個實習人員為期一年每月最高 7,500
元港幣的資助，數碼港通過電競行業支持計劃，資助業界公司最多 50 萬元港幣舉辦電競賽事及活動。

第四章

醫療服務

信息技術的快速發展帶來智能手機普及率、連網速度不斷提高，有利發展跨平台文化產品。政府統計處數據顯
示，在 2019 年，香港 94.1% 的住戶家中有接駁互聯網，不論任何設備，包括個人電腦、智能手機及其他設備
（如電視盒、智能電視等），較 2018 年的百分比（92.3%）為高。使用智能手機上網的情況亦日趨普及，數
據顯示使用智能手機接駁互聯網的 10 歲及以上人士的百分比由 2018 年的 98.8% 上升至 2019 年的 99.3%21。
同時，中國互聯網絡信息中心（CNNIC）最新的《中國互聯網絡發展狀況統計報告》數據顯示，截至 2020 年
12 月，中國內地網民規模為 9.89 億，互聯網普及率達 70.4%，較 2018 年底提升 10.8%。其中，網民中使用
手機上網的比例為 99.7% 提升 1.1%。
香港數碼娛樂產業可以充分發掘信息時代下市場的增長潛力。隨著智能手機及平板電腦漸趨普及，可預期未來
香港及內地網絡遊戲市場增長潛力均不容少覷。手機遊戲市場經歷深刻的變革，以往只用電腦玩遊戲與不玩遊
戲的人成為市場最大潛力，消費群的類別和人數亦急劇增長，消費者利用零碎時間使用智能手機的應用程式
（APP）服務，朝向快、輕、短的形態發展。新型商業服務形式：訴求快（研發週期短）、輕（使用者介面方面）、
薄（內容複雜程度低）的手機遊戲為創新創業帶來無限商機。
與此同時，近年已有不少網遊企業與手機平台供貨商合作陸續推出跨平台網遊產品，覆蓋客戶端遊戲、網絡遊
戲與手機遊戲三大平台，跨平台遊戲的移動性有助網絡遊戲廠商吸引更多新用戶，擴展顧客層，進一步刺激本
地數碼娛樂市場增長。

21

25

政府統計處（2019），主題性住戶統計調查第69號報告書。線上檢索日期：2021年5月12日。
網址：https://www.statistics.gov.hk/pub/B11302692020XXXXB0100.pdf

粵港澳大灣區

一帶一路

香港現代服務業優勢與競爭力

26

第四章

醫療服務

第四章

醫療服務

醫療服務的發展是社會發展的重要議題之一，其對於提升居民健康水平、促進民生福祉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如前文所述，本港醫療服務領域目前正面臨挑戰，香港雖具有優質的醫療資源以及專業的醫療管理制度，但同
時面對人口老齡化、醫療服務壓力增加的現實背景。

香港醫療體制實雙軌醫療制度：公立醫院承擔了全港近 90% 的住院醫療服務 24，另外由私立醫院和社區門診
構成的市場化醫療服務網絡承擔了超過 70% 的門診服務，對香港的公立醫療體系起到了重要的補充作用。這
些經驗和資源與內地的醫療合作，可起優勢互補作用，為粵港兩地造就雙贏。

4.1 粵港兩地醫療共同發展的機遇

4.2 香港參與內地醫療發展的現狀

4.1.1 粵港澳大灣區政策支持

目前，香港與內地醫療合作發展的模式，不同的參與模式針對不同的市場、服務不同的目標及對象、以及抱有
不同的願景；據本研究了解，兩地醫療合作所取得的成果包括以下四個類型：

《規劃綱要》明確指出「塑造健康灣區，加強醫療合作」是大灣區發展的重要內容之一，為香港參與大灣區醫
療發展擬定了多個方向。2019 年 2 月，香港特區政府食物及衞生局與廣東省衞生健康委員會、澳門特區政府
衞生局三方簽署了《粵港澳大灣區衞生健康合作共識》，旨在協同構建高質量健康大灣區，建立與國際接軌、
優質高效的衞生健康服務體系 22。

（1）參與內地公立醫院的營運管理：香港大學深圳醫院是目前唯一一家香港參與的內地公立醫院，為內地醫療
改革作出不少示範，例如通過懲罰機制杜絕紅包、提成（即抽佣）問題，抵制灰色收入同時提升醫生診費以體
現醫生的專業價值和鼓勵廉潔從業。現時多項改革已經在深圳市、廣東省、以至全國試行或分階段落實。

在國家宏觀政策的指導下，粵港醫療合作將獲得國家的政策支持，廣東將有機會進一步擴大對香港醫療服務的市
場開放。粵港澳大灣區作為國家級的發展規劃項目，在探索粵港醫療制度對接、大灣區制度創新等方面將具有更
廣闊的空間。

（2）公私營合作模式：指香港的私營醫療機構或個人與內地的公營機構或地方政府合作開展有助內地醫改的項
目，包括人員培訓、醫院管理顧問服務等，由香港成熟的全科醫生培訓制度為內地的全科診療建立優質的醫療
人才庫。

4.1.2 香港本地及大灣區港人的醫療和養老需求

（3）民營辦醫：是香港私營醫療產業延伸至內地，目前有數家成功的港式醫療機構在內地投資營運醫院、專科醫院、
綜合門診、診所，主要分佈在北京、上海、廣州、深圳，標榜港式醫療的標準化、醫護專業精神、優質服務體驗等。
不過，在廣東省，根據 2018 年 12 月底的數字，全省非公立醫療機構已經突破 2.67 萬家 25，港資醫療服務提供
者在廣東省申辦的醫療機構共 41 家，事實上只佔廣東省整體的極少數，其制度影響力有待加強。

本港居民仍面對在公立醫院輪候時間過長、私立醫院收費較高的問題。有急病而支付能力較為有限的人群，如
能在大灣區享受高質且價廉的醫療服務，將可緩解本港公立醫療系統目前面臨的壓力。同時，現時有越來越多
的香港人選擇北上廣東就學、就業、創業以及享受退休生活。據香港特區政府統計處數字，至 2019 年年底，
共有約 54 萬港人通常居住於廣東，其中 65 歲以上的長者人數超過 8 萬。但港人前往內地生活仍面臨兩地醫
療體系不同造成的信心問題，以及社會福利跨境攜帶尚不暢通影響患者支付能力等問題。
為緩解本港的公立醫療壓力以及順應港人到大灣區生活、發展和養老的現實需要，在廣東發展港式醫療，輸出
香港的醫療經驗、管理模式，能夠為在粵港人提供完善的醫療服務，為本港居民提供更多的選擇。

（4）學術交流：由於內地人口基數大，罕見病例數量多，可以成為支持醫學研究進步的一個基地，有助提升
醫護人員技術。以香港大學深圳醫院為例，近年積極發展治療罕見疾病的技術，例如，醫院一年已經可以處理
200-300 宗成骨不全（俗稱玻璃骨）的個案，並引入香港物理治療、康復治療的理念和成立了「南中國成骨不
全治療中心」。

4.1.3 提升香港私營醫療產業的發展
隨著內地的經濟社會發展，人們對於醫療服務的質素有了更高的要求，醫療需求更加多樣化。現時，香港私人
醫療市場有一定比例的客群來自內地，可見內地居民不斷提升的醫療需求，以及對香港高質素醫療服務的認
可。內地近年不斷通過政策措施為社會資本辦醫提供更加友好的營商環境，希望不斷加強整體的醫療服務能
力。本地醫療服務亦存在進一步提升空間，因此香港醫療資源正向內地伸延，為香港的私立醫療機構進一步拓
展市場範圍、提升市場影響力提供了機遇。

4.1.4 為內地醫療改革提供社會能力、創新制度與借鑒經驗

與此同時，近年內地醫療發展正掌握新改革方向，中共中央國務院於 2016 年印發的《「健康中國 2030」規劃
綱要》中提出，要提供優質高效的醫療服務、全面建成體系完整、分工明確、功能互補、密切協作、運行高效
的整合型醫療衞生服務體系，以及建立與國際接軌、體現中國特色的醫療質量管理與控制體系 23。隨著新醫改
的實施，內地通過政策措施鼓勵和引導社會資本營辦醫療機構，優化多元辦醫格局，特別是後新冠疫情時期，
民間力量在醫療領域有重大的貢獻，體現了民營補充和輔助公營和基層醫療的作用，是醫療新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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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新聞辦公室（2019）。粵港澳聯合發佈大灣區衞生健康合作共識。線上檢索日期：2019年6月13日
網址：http://www.scio.gov.cn/xwfbh/xwbfbh/wqfbh/39595/39957/xgbd39964/Document/1647916/1647916.htm

23

中共中央，國務院（2016）。「健康中國2030」規劃綱要。線上檢索日期：2019年6月10日
網址：http://www.gov.cn/zhengce/2016-10/25/content_5124174.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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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香港參與內地醫療發展的挑戰
香港的醫療體制與內地的醫療體制存在多方面的差異，例如營商環境、市場文化、跨境醫療等，成為香港醫療
進入內地的壁壘：

4.3.1 內地醫療體制差異
醫療體制性障礙是指長期以來內地醫療體系在發展過程中產生的、不易在短期內破除的體制性問題。首先，內
地公立醫院從政府獲得的財政支持平均僅佔醫院收入的 10%，因此醫院需要實行自負盈虧和創收，不時造就
了不當的過度醫療，潛移默化地影響了病人對就醫形式的刻板印象。其次是社會辦醫的前置審批和事中事後管
理程序細節繁多、各地落實准入政策的情況有異、醫療人才多點執業誘因不大、流動性不高。而且，民營醫療
機構爭取國家醫保聯動有困難，存有巨大的市場競爭壓力。

24

香港醫院管理局（2019）。醫院管理局年報2019-2020。線上檢索日期：2021年5月12日
網址：https://www.ha.org.hk/ho/corpcomm/AR201920/PDF/HA_Annual_Report_2019-2020.pdf

25

廣東省人民政府網站。廣東出台十條優化舉措簡化社會辦醫跨部門審批事項。線上檢索日期：2019年7月7日
網址：http://www.gd.gov.cn/zwgk/zcjd/snzcsd/content/post_247342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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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2 營商模式和環境差異
第一，香港的醫療模式，如先全科後專科，與內地大部分病人的就醫習慣不同，需要長時間循序漸進改變就醫
觀念。
第二，在國家醫療保險幾乎全覆蓋、商業保險不普及、民辦醫院成為醫保定點單位困難的情形下，香港醫療的
定價偏昂貴，讓他們進入大眾市場成為難題。
第三，內地對於醫療機構的管理模式與香港不同，缺乏「診所」的概念，對於不同類型和規模的醫療機構的管
理方式沒有細化，例如按廣州政策規定門診需要配置呼吸機、洗胃機等大型設備。
第四，香港醫療與內地醫療的差異性很大程度體現於藥品使用上，但在內地辦醫卻無法直接使用已在香港上市
但未於國家藥監局（CNDA）註冊的藥品。按照內地的《醫療器械監督管理條例》，進口藥械的審批權在國家
藥監局，但審批流程很長，不利香港醫療產業向內地輻射國際的前沿醫療技術，醫生的臨床診療服務質量受到
一定的制約和影響。

4.3.3 跨境醫療保障的障礙
現行的跨境香港社會醫療福利，包括「廣東計劃」、「福建計劃」、「長者醫療券」和跨境救護車都存在不足。
以長者醫療券為例，2015 年 10 月香港政府宣佈推出長者醫療券香港大學深圳醫院試點計劃，現時已恆常化。
根據香港大學深圳醫院資料提供，截至 2018 年 9 月 17 日止已有 1.2 萬人次於醫院使用長者醫療券。不過局
方補充，香港相關的法例和專業守則對香港以外地方的醫療機構和醫護人員不適用，為保障香港長者使用醫療
券接受香港境外的醫療服務時的質素和安全，在大灣區內擴展醫療券使用範圍需要更謹慎。由於醫療券僅可以
在香港大學深圳醫院的門診使用，所以限制了在當地養老的香港居民就醫選擇，亦不利發展大灣區養老配套。

4.4 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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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灣區統一實施針對香港醫療人才和機構的准入規定，設立「大灣區一站式服務點」，一次審批以粵港澳大灣
區為整體的區域性執業許可證。

4.4.2 建設大灣區內跨境支付醫療開支的安排
目前最大的障礙在於香港與大灣區其他城市的法例和專業守則不對接，香港政府對香港以外地方的醫療機構和
醫護人員沒有管理權限，難以保障香港市民在外地就醫的質素和安全問題；如香港政府延伸醫療福利至大灣區
內地城市，港方感到有責任參與受資助的醫療服務的監管和釐清責任問題。
為保證香港公帑跨境使用的合理性，建議粵港澳政府共同推動大灣區建立一個醫療服務機構之醫療模式認證制
度，即可加大香港政府對服務質素和安全性的監察，確保獲得認證的醫療服務提供者與香港的醫療模式是大致
接軌的，繼而擴展長者醫療券的使用範圍至大灣區其他城市認證的機構。同理，可以檢討醫療券覆蓋的項目，
例如包括住院服務、專項疾病醫療券等。

4.4.3 完善大灣區內醫療藥物、器械資源的流動機制

近日，香港大學深圳醫院「港藥通」已落實試行。「港藥通」是基於 2020 年 11 月發佈的《粵港澳大灣區藥
品醫療器械監管創新發展工作方案》，指明在粵港澳大灣區內地 9 市開業的指定醫療機構使用臨床急需、已在
港澳上市的藥品，以及使用臨床急需、港澳公立醫院已採購使用、具有臨床應用先進性的醫療器械，由廣東省
實施審批。現時在香港大學深圳醫院先行先試，並會逐步開放至其他符合要求的醫療機構。
本研究認為擴大可用港澳醫藥的內地醫療機構名單，特別是內地的港資醫療服務提供者時，可以建設大灣區的
醫療特區。大灣區的醫療特區將有香港有力的醫療實力作為後盾，加上擁有香港大學深圳醫院的深港合作先
例，在大灣區醫療特區內建立醫療特區制度、綠色通道，在可控的區域內充分落實「港藥通」方案，更可服務
醫藥教學研究的範疇。建議成立有法律約束力的單位作長效的監管醫療特區的營運，其中進口藥械應按規定免
稅，並界定服務對象以服務粵港澳大灣區的居民為優先。

4.4.4 聯合採購藥品提升香港議價能力

現時香港參與內地醫療發展存在的障礙，可以總結為醫療資源的跨境障礙：人才（醫護和專業人員及醫療機構
准入）、資金（醫療福利）、物流（醫療藥品和器械）。這些都影響香港模式在內地的社會接受程度，影響香
港醫療產業參與者在內地順利開展業務，也影響了香港醫生北上的意願。

現時存在某些藥物在香港的價格比在內地價格貴的情況，例如 PD-1 抗癌藥 Opdivo「歐狄沃」（見下表）26。
其主要原因包括香港的市場容量小，對某些罕見病藥物的議價能力不強，導致藥價下調空間小。建議以《集中
採購試點方案》27 為基礎，建議可以探討香港醫管局加入內地採購辦公室，聯合採購指定藥品的可行性，以提
升香港進口藥物的議價能力。

基於香港和粵港澳大灣區醫療發展的需要，本研究針對促進大灣區醫療資源跨境流動和整合，以及提升大灣區
醫療服務的國際化水平提出了多個建議。

表 2 ：研發商百時美施貴寶（BMS）公佈的藥價信息

4.4.1 完善香港醫療人才和醫療機構進入大灣區的准入規則

i. 醫療人才
在審批短期執業許可的細節上，由於內地與香港的醫師資格註冊系統不同，例如內地規定三級醫院醫師只能註
冊一個專業作為執業範圍，而香港部分專科醫生獲得多個學科的執業資格。建議內地政府部門在資格認定的規
則上就細節再多加對接；例如試行允許香港醫生直接取得多個與香港資格相同的資格証書，有助提高緊絀資源
的有效分配。
根據現時的規定「港澳醫療專業技術人員在內地短期執業不得同時受聘於兩個以上醫療機構」。建議內地政府
相關部門放寬規定，讓香港醫生在多點行醫，有助發揮香港優勢。
ii. 醫療機構
一方面，在優化社會辦醫行政審批程序方面，建議在大灣區內實施與內地投資者同等利好條件予港資獨資或合
資的基層醫療機構。另一方面，為減少省市程序不一、行政手續不協調、各地政策落實程度有異的問題，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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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地

香港

美國

按 60 公斤患者用量
建議售價

36,884 人民幣

月

58,868 人民幣

FDA 2016 年 9 月給藥方案
月

90,000 人民幣

月

資料來源：澎湃新聞

26

澎湃新聞（2019）。PD-1抗癌藥歐狄沃告別代購，國內已開售價格較美國便宜。線上檢索日期：2019年8月12日
網址：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2389254

27

內地的藥品招標採購制度是「招採分離」的制度，即招標辦只負責設定價格開展招標，不指定藥品數量和支付，然後醫院在招標後負責最終採
購和支付款項，為醫院的實際營運情況保留了選擇的空間，但同時形成了「二次議價」的可能性。在2018年11月，《國家組織藥品集中採購
試點方案》正式通過，確定將在北京、上海、天津、重慶4個直轄市和廣州、深圳、西安、大連、成都、廈門7個副省級城市進行藥品帶量採購
（「4+7城市帶量採購」）。11個試點地區各委派代表參與組成聯合採購辦公室，代表試點地區公立醫療機構實施集中採購，日常工作和具體實
施由上海市醫藥集中招標採購事務管理所承擔，其功能性與香港醫管局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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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5 推動內地醫院評審制度國際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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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業服務

2011 年國家重啟醫院評審工作，發佈《三級綜合醫院評審標準（2011 年版）》、《醫院評審暫行辦法》、《三
級綜合醫院評審標準實施細則（2011 年版）》，配合醫改，加入國內外先進醫院評審評價理念和經驗。推動
內地醫療機構評審制度國際化的目標在於把「三甲」與國際上不同的優質評審制度接軌，持續改善內地的醫院
質量認證體系，推進國際化高水平醫療服務的發展。同時「三甲」國際化亦具有商業意義；尋求國際商業保險
公司的認可，改善內地商業醫療保險發展動力。
目前，內地不少民營醫療機構已經通過美國的國際醫療衞生機構認證聯合委員會（JCI）或澳大利亞的醫療服
務標準委員會（ACHS）認證（ACHS 同時是香港公私營醫院主要的外部認證機構），而香港大學深圳醫院則
是內地首家通過 ACHS 全機構認證和內地三甲醫院評審的「雙認證」醫院，成功示範了中國醫院評審制度與國
際接軌的可能性。可是，現時內地的醫療機構評審制度的體制不完全符合國際普遍的認可。其中一個問題是，
在國際上，醫療業界和國際醫療保險業界都認同國際醫療健康質量學會（ISQua）是制定並認證各國醫療機構
評審標準的權威機構；包括 JCI 和 ACHS 都通過了 ISQua 的認證。因此「三甲」的國際化路徑也需要第三方
對其再評審。
在粵港澳大灣區醫療發展的前提之下，應融合內地「三甲」和香港國際化的醫療評審制度，以發展大灣區內醫
療評審同質化為目標。建議粵港兩地政府相關部門建立交流平台和機制，就醫院評審評價和國際認證開展工
作，借香港醫院管理的優勢，爭取「三甲」與國際規則最大化接軌，商討作出模擬評審的可行辦法。過程若涉
及需要成立一個權威性的獨立非營利性第三方機構，香港經驗也應參與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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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法律、國際仲裁、知識產權服務在香港的發展情況
5.1.1 法律服務

香港是亞洲的國際法律服務樞紐，執業律師及大律師超過 10,000 名。根據律政司及貿易發展局公開資料，香
港的法律專業分為律師和大律師兩個支流。律師的出庭發言權有限，而大律師在所有法院均享有不受限制的出
庭發言權。律師如通過較高級法院出庭發言權評核委員會的審核，可成為訟辯律師，於競爭事務審裁處、高等
法院及終審法院享有出庭發言權。現時香港共有 64 名訟辯律師。監管律師和大律師專業水準的組織分別為香
港律師會及香港大律師公會。在其中一個支流執業的法律專業人士，不能同時在另一支流執業。
截至 2020 年 5 月底，香港共有 931 家本地律師事務所，另有 92 家外地律師事務所在港設有辦事處（見表 3），
當中包括逾半數全球百大律師事務所。外地律師行在香港法律服務市場佔有重要位置。截至 2020 年 5 月，已
有 40 家外地註冊律師行 ( 包括內地律師行 ) 與本地律師行建立聯營關係。與此同時，超過半數註冊外地律師受
聘於本地律師事務所。
表 3：律師及律師行數目
截至 2020 年 5 月底
持有執業證書的律師

10,433

香港律師行

931

註冊外地律師

1,657

註冊外地律師行

92

資料來源：香港貿易發展局

根據香港與內地簽署的自由貿易協定《更緊密經貿關係安排》（CEPA），香港與內地律師事務所可以合夥聯
營的形式成立；內地律師事務所可聘請香港法律執業人員從事某些法律工作；香港法律執業人員如符合若干規
定，可申請成為內地執業律師。為香港律師事務所進入內地市場提供了更顯著、更佔先機的優勢。

5.1.2 國際仲裁服務

香港法律體系具備普通法系的形式和內涵，為國際社會廣泛認可，包含「一帶一路」地區在內的全世界 60 多
個國家實行普通法，這使得香港更容易作為各方信任的法律服務主體，香港作為仲裁地容易被雙方接受。在香
港作出的仲裁裁決，可根據《紐約公約》的相關規定在全世界 156 個地方執行。香港國際仲裁中心在《環球仲
裁評論》於 2016、2017 及 2018 年發佈的庭審中心調查排名中名列第一，其中包括：最佳位置，最物超所值，
最佳工作人員，以及最佳信息科技服務。28 根據 2021 年倫敦大學瑪麗皇后學院和 White & Case 進行的國際仲
裁調查，香港是全球排名第三的最優先選擇的仲裁地。29

專業服務

香港的仲裁服務在區內起步較早，仲裁個案數量和國際化程度一直居於前列。單以香港國際仲裁中心（HKIAC）
處理的個案數量來看，2020 年所有仲裁案件的爭議金額總和達到 688 億港元（約 88 億美金）；由 HKIAC 管
理的仲裁案件爭議金額總和為 513 億港元（約 66 億美金）。個案平均爭議金額為 2.529 億港元（約 3,240 萬
美金）。提交 HKIAC 仲裁的案件中有 72.3% 為國際案件，即至少有一方為非香港當事人（2020 年由 HKIAC
管理的仲裁案件中有 85.7% 為國際仲裁案件）。2020 年提交 HKIAC 的仲裁案件中有 31.8% 不涉及香港當事人，
6.6% 不涉及亞洲當事人。
值 得 注 意 的 是， 仲 裁 存 在 兩 種 形 式， 即 機 構 仲 裁（institutionalized arbitration） 和 臨 時 仲 裁（ad hoc
arbitration）。其中臨時仲裁的個案無需在「仲裁中心」登記，所以香港仲裁個案的整體數量應比「仲裁中心」
所公佈的數字為多。

5.1.3 知識產權服務
知識產權是企業最為重要的核心資源，包括企業所擁有的專利權、商標權，以及外觀設計權等內容。企業在日
常經營管理、境外投資、境外戰略合作時，均涉及到知識產權資源的管理和保護。香港在知識產權保護方面的
制度環境、良好的知識產權支援服務，以及知識產權爭議解決方面的專業優勢均能夠為企業的發展提供必要的
支援。
知識產權保護。香港擁有完善的法律制度環境，法律完全符合世界貿易組織《與貿易有關的知識產權協定》的
規定，為知識產權等權利提供強大的保護作用。香港可集聚全球的知識產權專業服務人才，培育一批能夠處理
複雜的涉外、跨國知識產權的審判和法律服務團隊，為企業提供知識產權預警和海外維權信息，建立法律風險
提示機制。
知識產權貿易。隨著越來越多的企業到海外進行業務佈局，包括專利等相關的知識產權銷售、收購、授權等形
式的知識產權貿易活動的數量也隨之增加。知識產權的保護與交易在專案規劃、融資並購以及經營維護中十分
重要。由此衍生的知識產權貿易服務需求包括知識產權的代理、管理和諮詢、會計、估值、融資、保險等方面。
香港擁有知識產權爭議解決方面的優勢資源。根據香港《2017 年仲裁（修訂條例）》，所有知識產權爭議均
可透過仲裁解決。利用仲裁解決知識產權爭議能夠給予仲裁各方自主權，能夠在同一平台解決涉及多個司法管
轄區的爭議，且具有保密的優勢。如前文所述，在香港擁有可以通過利用《紐約公約》執行仲裁裁決的機制，
以及香港與中國內地和澳門特區簽訂的相互執行仲裁裁決安排，在其他司法管轄區強制執行在香港做出的知識
產權仲裁裁決。
香港特區政府正積極推動香港成為亞洲首屈一指的知識產權貿易中心，為來自世界各地的企業提供專業及高水
準的知識產權相關服務。大灣區其他城市可以與香港合作，利用香港的平台管理知識產權相關的跨境業務。

5.2 香港法律、國際仲裁、知識產權服務在大灣區的比較優勢
5.2.1 專業人才
香港法律、仲裁及知識產權服務的發展很大程度上得益於其人才的匯聚。香港是商業、金融、海運和建築等專
業知識的世界中心，彙集了眾多富有經驗的會計師、建築師、銀行家、工程師、保險專家、律師及數以千計的
其他專家，他們均可為特別的爭議提供協助 30。 香港也有許多來自世界上主要貿易國家的有經驗的律師，可就
其各自國家的法律提供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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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Global Arbitration Review. 2018 International Arbitration Review, 2017International Arbitration Review, 2015 International Arbitration Review.
線上檢索日期：2018年11月13日
網址：https://globalarbitrationreview.com/

29

White and Case. 2021 International Arbitration Survey: The Evolution of International Arbitration. 線上檢索日期：2021年5月10日
網址：https://www.whitecase.com/publications/insight/2021-international-arbitration-surv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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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香港專業聯盟的統計，其屬下的十個專業團體的專業人士的總和達到5萬人之多，而其中香港測量師學會中的資深建築測量師的數目亦有78個。

香港現代服務業優勢與競爭力

34

第五章

專業服務

法律、仲裁及知識產權服務的一個重要特點在於除了從法律的觀點來解決爭議，往往會加入行業的專業意見，
以作出合理的裁決。因此，律師、仲裁員和代理人大多都有專長的行業，例如香港擁有大量多語種專業人士，
其中包括超過 1,100 名大律師，其中有 94 名為資深大律師；超過 6,700 名本地執業律師，以及超過 1,500 名
註冊外國律師；大約 29,000 名工程師；37,000 名會計師；超過 8,500 名香港測量師協會成員；以及超過 4,000
名建築師。
為促進知識產權仲介服務，香港近年集中促進高度專門的專業服務人才，例如：知識產權估價、知識產權融資、
知識產權保險、知識產權仲裁及調解、知識產權盡職調查、知識產權配對服務 ( 例如知識產權交易平台 )。透
過招攬和培育從事知識產權活動的專才，以支援建立與知識產權有密切關係的專業。

5.2.2 法律保障
香港法律是嚴格地以英國法律為基礎的，有健全的法制，以法治為基礎。香港的司法獨立，採用國際商界廣泛
認同和尊重的普通法原則。1997 年中國對香港恢復行使主權後，香港的司法獨立，及原有的法律基礎均得到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保證。就仲裁而言，香港仲裁條例（香港法律第 341 章）在法律上對香港仲裁提供了支持。
根據該條例，香港有兩種不同的仲裁制度。一種適用於本地的仲裁，另一種適用於國際仲裁。1990 年 4 月起，
聯合國國際貿易法委員會示範法已適用於在香港進行的國際仲裁。而香港關於國際仲裁的法例亦是以聯合國國
際貿易法委員會《國際商事仲裁示範法》為基礎的。
香港法律完全符合世界貿易組織《與貿易有關的知識產權協定》的規定，為知識產權等權利提供強大的保護作
用。此外，法律服務在知識產權服務方面扮演重要角色。由於香港法律屬「普通法」系統，加上同國際的聯繫
較廣，香港法律界人士和知識產權代理人長期以來承擔著國際橋樑的重要角色。

5.2.3 制度基礎
由中華人民共和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三十一條通過的《基本法》，為香港特區
的法律制度訂下憲制框架。根據「一國兩制」的原則，香港特區的法律制度以普通法為依歸，並由成文法作補
充，長期以來得到了世界的廣泛認可。
就仲裁制度而言，仲裁裁決的可執行性，是當事人和律師考慮仲裁地的重要因素。國際仲裁裁決的相互執行主
要是依據 1958 年的《紐約公約》。該公約為承認和執行仲裁裁決確定了詳細的規定。現時，已有超過 168 個
國家成為該公約的簽約國。1977 年 4 月 21 日，由英國代表香港決定香港參加紐約公約。由於中國也是簽約
國，在 1997 年 7 月 1 日以後該公約亦適用於香港。香港的法院按《紐約公約》的規定，承認和執行《紐約公
約》締約國作出的仲裁裁決。香港仲裁條例也有執行本地的裁決及非《紐約公約》締約國作出的裁決的規定。
香港的裁決一般亦能通過《紐約公約》在締約國的法院得到執行。
針對內地與香港特別行政區的仲裁裁決的互相執行和承認的問題，1999 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最高人民法院與香
港特別行政區律政司簽訂了《關於內地與香港特別行政區相互執行仲裁裁決的安排》。在這個特別安排下，
內地與香港的互相認可的仲裁機構所作出的仲裁裁決均可在各自的司法轄區內執行，而內地獲得認可的仲裁
機構所做出的裁決也能在香港執行。2005 年，律政司更獲得最高人民法院澄清，在香港所作出的臨時裁決（ad
hoc arbitration）也能依據該安排在內地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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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4 基礎設施
香港地理位置方便，具備完善的基建、優良的通訊和運輸網絡，及一流的住宿設施，方便仲裁員和來自世界各
地的投資者以高效率和符合成本效益的方式處理業務。香港擁有開放的簽證制度。超過 170 個國家的國民無
需簽證即可到訪香港。世界上超過 50% 的人口可乘坐飛機在 5 個小時內到達香港，大多數主要城市與香港有
直達航班。香港擁有區內領先的機場服務以及國際航線網絡，內部的公共交通設施更十分發達，加上眾多高級
的酒店，香港整個城市都可為世界各地的仲裁員和當事人到香港進行仲裁提供方便。

5.2.5 語言文化
香港發展國際仲裁服務的獨有優勢還在於其與內地密切的經貿關係，加上香港仲裁服務的發展起步較早，有處
理複雜的國際貿易爭議的經驗，令香港成為解決中國與外國商業糾紛的首選仲裁中心。同時，由於很多內地公
司在香港有資產，到香港仲裁，對於內地公司執行相關的裁決更有保障。
此外，香港亦認同中國調解與和解的傳統，並擁有混合東西方精華的技巧，這使香港成為內地企業解決國際糾
紛的理想的仲裁地。根據香港國際仲裁中心（HKIAC）2020 年案件統計，80.8% 的機構仲裁使用的語言是英
文，15.8% 是中文，3.4% 是中英雙語。香港的律師和仲裁員熟悉英文，精通中文，並了解內地事務、內地市
場運作和中國法律，對於處理來自內地的糾紛經驗豐富，更可避免許多因使用外地仲裁法而引致的語言問題。

5.3 香港法律、仲裁及知識產權服務參與「一帶一路」建設
5.3.1 提供多元化的支援性專業服務
中國企業參與「一帶一路」進行海外業務拓展是一項系統性工程，涉及專案前期的可行性研究、盡職調查、風
險評估，以及項目進行中的各項談判、協商和爭議解決事宜，乃至交易完成後的團隊整合、管理運營等眾多因
素。在整個過程中，由優質的專業服務仲介對企業進行有效的支援至關重要。
作為全球領先的服務型經濟體，香港的服務業佔本地生產總值比例逾 93.4%，服務業從業人口佔全港就業人
口的 87%31。由於香港開放的入境政策和移民政策，從事知識型產業的 77 萬人分別來自 39 個不同地區，企
業來香港可以輕易找到對應的協作夥伴。32
專業法律諮詢服務。香港司法獨立、可靠且透明度高，並採用國際商界熟悉的普通法。目前，全球有七成國際
律師事務所在香港設有據點，當中包括逾半數全球百大律師事務所。因此，香港能夠為企業“走出去”最大程
度地獲取投資目的地的相關法律信息，提供專業的法律意見，避免因所屬法系不同而產生法律信息不對稱的問
題，從而避免企業面臨的潛在風險。
知識產權服務。過去，不少企業赴海外投資並購過程中，對知識產權管理的重視度不夠，遇到不同程度的知識
產權問題。香港在知識產權保護方面的制度環境、良好的知識產權支援服務、以及知識產權爭議解決方面的專
業優勢，均能夠為企業在境外的發展提供必要的支援。

香港知識產權代理機構多以律師行或事務所的形式，直接向服務需求者提供有關知識產權的守專業諮詢、價值
評估、註冊代理、訴訟代理等仲介服務。作為國際商貿中心，香港代理機構的服務物件及個案並不只限於本地，
也包括中國內地、臺灣、澳門、以及海外。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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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統計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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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線上檢索日期：2021年5月20日
網址：https://www.censtatd.gov.hk/tc/web_table.html?id=36

32

Deloitte（2016）. London. Global cities, global talent, London rising soft pow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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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2 搭建仲裁平台解決國際合作中的爭議

5.4.2 持續匯聚及培養仲裁人才

香港法律體系具備普通法系的形式和內涵，為國際社會廣泛認可，而全世界包含「一帶一路」地區在內多達
60 多個國家實行普通法，這使得香港更容易作為各方信任的法律服務主體，香港作為仲裁地比較容易被雙方
接受。同時，由於毗鄰祖國大陸，香港的法律專業人士便於為中國內地走出去參與「一帶一路」的企業提供
對接國際、普適性的法律服務。作為一國兩制原則和《基本法》所保障的中國境內唯一普通法司法管轄區域，
以及無論是在地理區位還是文化上都處於中西方交匯的香港，可以成為合同雙方能夠接受作為爭議解決地點的
最大公約數。

協助本地仲裁員拓展內地和海外業務，培養更多國際知名仲裁員。香港要成為國際仲裁中心，主要依靠的是香
港在國際仲裁方面的人才。這些人才是否能發展成為國際知名的仲裁員，是香港國際仲裁在世界上能有一席之
地的關鍵。因此，政府可以考慮提供一些資助，以協助這些仲裁員到海外宣傳，推廣業務，並參與國際上各種
有關仲裁的研討會。同時，亦可以考慮在香港國際仲裁中心的網站增加在冊仲裁員的個人專長例如建築、地產、
船務等的相關信息，方便客戶聯絡有關的仲裁員，增加他們的知名度和處理個案的機會。

因此，推進「一帶一路」建設的過程中，中國企業可以充分利用香港作為亞太區國際法律及解決爭議服務中心
的優勢資源，獲取法律和仲裁服務，為企業在複雜變幻的國際商海中提供支持。

5.3.3 參與構建中國企業「一帶一路」項目庫
中國企業參與「一帶一路」進行海外業務拓展的過程中，可能面臨政治及政策、商業、勞動法律等一系列風險，
企業需要提前識別各類風險，聘用各類專業仲介服務機構，為企業合理規避潛在風險，給出專業意見，並作好
應對預案。而對於海外的並購專案，企業聘請國際化網絡的專業機構，在投資目的地有多種專業服務人員組成
的專業團隊，將能對潛在的風險給出更有價值的信息和意見。
作為國家對外全面開放和接軌的國際金融中心和信息中心，香港擁有國際自由港的制度環境、聯結全球資本的
金融市場、完善的法制環境，以及在風險管理、仲裁、知識產權保護等專業服務領域具備獨特優勢，這些都是
中國企業參與「一帶一路」進行海外業務拓展的過程中所需的優勢資源，能為中國企業和海外合作夥伴提供一
個可靠的合作平台。
香港可參與構建中國企業「一帶一路」項目庫，讓企業和香港各類專業仲介服務機構進行充分對接，將國家的
戰略和香港的行業、人才優勢進行更好地配對，協助出海企業找到所需的專業人員。

5.4.1 把握國家戰略機遇拓展仲裁業務
支持「仲裁中心」到內地開設分支機構，促成國際及內地仲裁機構與「仲裁中心」合資在香港設立分支。為拓
展香港國際仲裁服務的市場，政府可考慮支持「仲裁中心」到內地設立分支，以加強與內地仲裁界的聯繫。這
一方面可讓內地更多的了解香港仲裁；另一方面，更可起到市場推廣的作用，使更多內地律師在為客戶草擬合
同時，考慮香港作為仲裁地。如日後發生仲裁，合同雙方便需要到香港仲裁，從而為香港帶來更多的業務。
為吸引更多來自亞洲地區的爭議到香港仲裁，香港有必要考慮以更積極的態度吸引如國際商會國際仲裁院、中
國貿仲、美國仲裁協會等知名的國際仲裁機構到香港建立分支，以使香港成為亞洲地區解決區內國際商務爭議
的中心之一。
建議本港仲裁機構與國際其他仲裁機構談判時，可參考新加坡的模式，爭取對方以合資而非完全獨立的方式在
香港設立分支。這不僅可加強香港仲裁界與該機構的聯繫，提高香港仲裁在全球的地位，更可為香港仲裁機構
和仲裁員爭取更多實質參與、處理國際仲裁個案的機會，盡快提高本地仲裁服務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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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香港專業人才積聚的優勢，鼓勵各行業內的資深專業人士擔任仲裁員。針對香港仲裁員的背景以律師佔大
多數的情況，政府有必要採取積極的措施增加來自非法律界別的仲裁員數目。首先，政府可以向各個專業團體、
商會派發有關香港仲裁的簡介，讓更多專業人士了解仲裁。其次，政府更可考慮資助各個專業團體和商會的退
休人士報讀院校的仲裁課程，鼓勵他們學習仲裁的基本程序，為他們退休後轉行為仲裁員提供協助。
給予「仲裁中心」在冊非本地仲裁員長期多次往返工作簽證。根據現行的入境條例，非本地仲裁員要申請相關
的工作簽證，才能到香港從事短期的仲裁服務；而內地的仲裁員更需要通過「輸入內地專才計劃」才能進入香
港。這給香港與內地或國際的仲裁界的聯繫帶來諸多不便。從加強聯繫、方便國外和內地的知名仲裁員到香港
進行仲裁的角度，建議給予「仲裁中心」在冊的非本地仲裁員發放長期多次往返的工作簽證（從事仲裁），以
促進香港仲裁員與他們的交流，並通過他們給香港帶來更多的國際仲裁方面的業務。

5.4.3 積極進行宣傳和推廣
推廣仲裁文化，普及對仲裁的基本認識。為了使公眾更加了解仲裁作為一種解決糾紛的手段，建議政府不僅可
以在法律界和商界推廣仲裁，更可在社會倡導一種「仲裁文化」，並可考慮把仲裁納入通識教育的範疇，讓香
港市民從小便認識仲裁、了解仲裁。如前所述，歐美仲裁界對香港的獨立的司法制度特別是香港仲裁的中立
性存有疑慮。因此，政府在對外推廣香港的仲裁服務的時候，除了強調香港的國際化的仲裁條例以及與中國
內地的經濟聯繫外，應著重強調香港在回歸後仍保留其獨立的司法體系，其仲裁的中立性與公正性更是得到
保證的。
就知識產權領域，可以加強對企業的知識產權教育，增加其對知識產權服務的認識。建議為香港中小企提供一
對一的知識產權諮詢服務，協助香港中小企加深對知識產權的認識，以及制訂有效的知識產權管理及商品化
策略。

5.4 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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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4 積極推動在大灣區率先實施「小門大開」策略

建議在現時 CEPA 框架下，同大灣區內地城市積極溝通，進一步改善資格互認的做法，透過簡易認可程序，只
要證實有關人士有在本港取得專業認可資格及相關工作經驗，即可發放「認定專業人士」的資格，便利其在大
灣區開展服務。考核內容方面，無需重覆考核相關專業知識，只針對有關當地法規的應用問題。
例如在法律服務方面，開設特別渠道，認可香港律師，容許其在大灣區開展商事法律、仲裁等方面的服務。一
些香港律師已是內地委託公證人，對內地法規已有一定程度的認識，可針對當中有資深經驗者，給予簡易程
序，便利其在大灣區開展服務。法律服務業是在資格考取方面進展最快的行業之一，現已設有大灣區的特設考
試制度試點，惟在推行過程中，香港的專業協會可加強內地城市的溝通，以理順程序安排，讓措施更有成效。

5.4.5 在深圳前海「深港現代服務業合作區」開展無縫對接試點
有關上述突破小門的措施，可考慮再進一步推動以「深圳前海」為試點，實施「專業無縫」試點，讓香港與深
圳之間形成一個專業服務無縫對接的區域。在這區域內，直接互認專業資格，且沒有額外的執業限制，試點 3
至 5 年。在項目招標時的「資質」要求方面，亦可特別開放予本港的專業人士，令到雙方在項目、業務層面
展開合作。

香港現代服務業優勢與競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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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督導委員會
蔡冠深 博士  金紫荊星章  太平紳士

訪談名單
研究期間，研究隊伍曾以電話及視訊進行訪談，名單如下：

• 中總永遠名譽會長、工商及社會事務委員會顧問及對外事務委員會專責會長

一、廣東省各市政府部門負責人

• 新華集團主席、第13屆全國政協常委、亞太經合組織商貿咨詢理事會中國香港代表及區域經濟一體化
工作小組聯合主席、粵港澳大灣區企業家聯盟主席、一帶一路工商協會聯盟共同主席

1.

深圳市發展和改革委員會

2.

深圳市委大灣區辦公室

3.

深圳市人民政府外事和港澳事務辦公室

• 中總副會長、粵港澳大灣區委員會及創科及創意文化委員會專責會長

4.

深圳市衛生健康委員會

• 金利來集團有限公司主席及行政總裁

5.

廣州市委外事工作委員會辦公室

• 第13屆全國政協委員、全國政協港澳台僑委員會委員

6.

東莞市濱海灣新區管委會

7.

東莞市委大灣區辦公室

8.

珠海市橫琴新區規劃國土局

9.

珠海市委政策研究室

10.

肇慶市委大灣區辦公室

11.

佛山市南海區政府

12.

惠州市自然資源局

13.

中山市住房和城鄉建設局

謝湧海 先生  銅紫荊星章

14.

江門市自然資源局

• 中總副會長、粵港澳大灣區委員會顧問

15.

港珠澳大橋管理局

曾智明 先生  太平紳士

李引泉 先生
• 中總常務會董、工商及社會事務委員會主席
• 招商局集團董事、第13屆全國人大代表

梁偉浩 先生  榮譽勳章
• 中總常務會董、粵港澳大灣區委員會主席
• 得利鐘錶製品廠有限公司董事長、香港中華廠商聯合會會董

• 中銀國際英國保誠資產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長

二、業界

商界代表

管理層

閰峰 博士  太平紳士

17.

偉祿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中總常務會董、內地及台灣事務委員會主席

18.

深圳市梵思諾時尚服飾有限公司

• 國泰君安國際控股有限公司主席兼行政總裁、第13屆全國政協委員、內蒙古自治區第12屆政協委員

19.

前海香江金融控股集團

20.

澳門旅遊發展委員會

21.

廣東南海控股投資有限公司

陳光明 先生
• 中總常務會董、工商及社會事務委員會副主席
• 鉅駿投資控股有限公司主席、廣東省歸國華僑聯合會常務委員、香港潮州商會青年委員會名譽參事、
多倫多大學（香港）基金會董事

三、內地學者專家
22.

中山大學粵港澳發展研究院

雷添良 先生  銅紫荊星章  太平紳士

23.

暨南大學經濟學院特區港澳經濟研究所

• 中總選任會董

24.

深圳市城市交通規劃設計研究中心

25.

華南理工大學

26.

中國（深圳）綜合開發研究院公共經濟研究所

• Greenacre Limited 董事、第13屆全國人大代表、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證監會）主席

張志剛 先生  金紫荊星章  太平紳士
• 一國兩制研究中心總裁、第13屆全國政協委員

方舟 博士
• 一國兩制研究中心研究總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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