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粤港澳大湾区专题
香港积极贡献大湾区建设

香港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聂德权

大湾区发展前瞻及香港功能
贸发局研究报告

大湾区战略下香港产业簇群思考
亚太研究所李卓骏博士

以大湾区发展为契机打造世界级城市群
仲量行研究报告

大湾区楼市展望
威格斯研究报告

人物专访
邓朱锦韶名誉会长退而不休的积极人生



【企业名称】广州市钟姐食品有限公司

【地址】 广州市天河区珠江西路广晟国际大厦24楼

【销售热线】 4008-859-059 

【微信公众号】 ID：sisterzhong

【邮箱】 cyy@ladyzhong.com

【产品简介】 荣获2016年广州十大手信企业奖，主营钟

姐品牌：牛轧糖、台式金钻凤梨酥、台湾手工熬制老姜

黑糖块、传统广式特级月饼、手工制巧克力、陈年普洱生

茶、欧洲气泡葡萄汁等；

会议、婚宴、员工福利及节日送礼佳品，
可提供企业定制服务。

【HKCCCGD会员优惠】 预订钟姐品牌产品7折；钟姐代

理产品8折。

销售网络：

广百中怡一号店

广百北京路店

广百中怡天河超市

新大新百货北京路店

天河城超市

友谊商店淘金店

广州塔手信店

钟姐手信淘宝店：sisterzhong.taobao.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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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香港（地区）商会”简称（香港

商会HKCCC），经国家商务部批准，在民

政部登记注册，于1993年在北京成立。香港

商会是非牟利性、集商务及社交为一体的社

会团体。目前，除北京、上海（1996年成立）

和广东（2000年成立）外，天津、武汉、青

岛、成都、杭州、沈阳和哈尔滨均已成立香

港商会。

我们的宗旨是：促进香港与国内经济贸

易合作和文化交流，加强与国内有关政府机

构及企事业单位间的联系，并组织联谊活

动，与其他国家和地区的驻华商会在经济及

文化方面进行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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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浩贤  会长

中国香港（地区）商会 - 广东

会长   彭浩贤先生
Mr. Kevin Pang

香港与广东、澳门三地可说是「街

坊」情深，多年来在经济、贸易、民生等

方面优势互补，融合发展。从2008年开

始，有关粤港澳地区合作发展的国家政

策陆续出台。今年3月，「粤港澳大湾区」

这一概念正式作为国家级战略出现在政

府工作报告中，站到了全国以至国际的

聚光灯下。今年7月，国家发改委与粤港

澳三地政府共同签署了《深化粤港澳合

作推进大湾区建设框架协议》，为大湾

区建设确定了具体方向和重点任务，要

将其打造成国际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

群。

粤 港 澳 大 湾 区（以下 简 称「大 湾

区」）的发展对于香港来说是重大的机

遇，既能使香港与内地的交流合作进一

步密切，拓展香港的市场空间，提升香

港的国际竞争力；还有利于汇聚全球更

多的资源，最终成为世界领先水平的国

际经济技术合作平台。

在基础设施方面，「港珠澳大桥」作

为全球最长的跨海大桥，即将贯通，「广

深港高铁」亦有望在明年正式运营，粤

港澳三地之间将更紧密衔接，商业合作

以及居民往来也将更便捷。除了城市交

通网络布局的完善，大湾区的港口群、空

港群也是建设的重点，香港作为国际贸

易、物流枢纽，其现代客货运输及物流

体系将提升到新的高度，货物、资金、人

员、信息等也会达到互联互通。

在经贸合作方面，今年6月在CEPA

框架下签署的《投资协议》及《经济技术

合作协议》实现了粤港服务全面贸易自

由化，对于关税、投资，以及专业人士资

格认证等都有新的便利措施，更大程度

地鼓励港澳人士赴粤投资及创业就业，

湾区腾飞携手共建

为港澳居民提供更多发展机遇。同时，随

着国家「一带一路」的战略深化推进，大

湾区将更多与国际市场接轨。香港作为

国际金融中心，资本市场成熟度较高，将

为更多内地企业提供优良的服务，协助

他们走向世界舞台。

在现代产业及科技创新方面，大湾

区从传统型经济向服务型经济转型，并

逐渐向创新型经济发展，这个和国际上

其他湾区例如纽约湾区的发展趋势是相

似的。香港一直走在创新的前沿，内地企

业的创新资源亦日渐发展。港商今后应该

在科技金融、创业孵化、现代制造业、研

发能力等方面与大湾区各城市融合互补，

提高自身竞争力。

香港商会-广东一直积极发挥桥梁

作用，为香港服务业在粤发展提供便利

的支持，深化粤港服务业的交流合作。早

前商会组织了参观多个大湾区内的城市，

通过这些实地考察，令会员对大湾区的

建设有更深体会。8月29日，香港特区政

府驻粤办、广东省商务厅、香港贸发局与

香港商会-广东，联合发布了《2017在粤

香港服务业企业名册》，当中包含1000

家珠三角九市的香港服务业企业资料，

涵盖了金融服务、专业服务、政府及公共

机构等多个领域。

本期会刊刊登了多篇大湾区的研究

文章及报告。希望各位能更了解大湾区

的发展情况，积极把握新的发展机遇。

可以预见，粤港澳大湾区这条「巨

龙」未来将腾飞于国际。商会今后将持续

向会员分享大湾区的最新动态，并组织

相关活动，务求让会员从多角度了解及参

与大湾区的建设，把握机遇，整合资源，

与各地携手共建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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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远名誉会长

荣誉会长

吴天海 先生
Mr. Stephen Ng

香港总商会  主席

李秀恒 博士
Dr. Li S H, Eddy

香港中华厂商联合会  会长

梁伟浩 先生
Mr. Eddie Leung

得利钟表集团  董事长

李惠森 先生
Mr. Sammy Lee

李锦记集团有限公司  执行董事

林卫智 先生
Mr. Lam Wai Chi

香港艺柏国际集团有限公司  主席

名誉会长

邓朱锦韶 博士
Dr. Una Tang

银辉鞋业有限公司  董事长

理事局

郭振华 先生
Mr.Jimmy Kwok

香港工业总会  主席

会长

彭浩贤  Kevin Pang   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广州分所   合伙人 

副会长

梁振声 Albert Leung   电讯盈科信息技术（广州）有限公司   总经理

梁美卿 May Leung      中鸣科技（香港）有限公司   销售总监

宋博宏 Raymond Soong 亚浦保险代理有限公司   董事

凌伟文 Edgar Ling       睿智市场顾问有限公司   首席顾问

刘慧诗 Grace Lau        佛山希尔顿酒店   总经理

麦天恩 Francis Mark       东亚银行（中国）有限公司广州分行   副行长

秘书长

吴文慧 Mandy Ng         香港贸易发展局   华南首席代表

常务理事

杜源申 Sonny Doo      伟博儿童福利基金会   发起人

黄少媚 Echo Huang   新世界中国地产有限公司   副行政总裁

林智生 Stanley Lam   广州富力君悦大酒店   酒店经理

陈建荣 Rio Chan    安永（中国）企业咨询有限公司   合伙人 

陈维德 Victor Chan   大明企业国际有限公司   董事总经理

梁敬漳 James Leung    广州铂沃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董事长

叶泽荣 Alan Yip                 广州市钟姐食品有限公司   总经理

理事	

利瑞轩 Nicholas Li 威格斯   董事及华南地区总经理

肖硕彬 Benson Siu 大成律师事务所   合伙人

缪晴辉 Catherine Miao   君合律师事务所   合伙人

王辉煌 Chris Wong   亚洲生意顾问协会   高级项目顾问

熊俊年 Johnny Hung   广州市健成物流有限公司   董事长

黄少麟 Marlon Wong   广州中盈房地产有限公司   董事长

法律顾问

曾报春 Rose Zeng   广东智洋律师事务所 合伙人

马兆聪 先生
Mr.Ma Siu Chung

广州衡旺投资有限公司  董事长

张锦华 先生
Mr. Eddie Cheung

广州陈李张黄广告有限公司 董事长

蔡冠深 博士
Dr. Jonathan Choi
香港中华总商会  会长

杜源申 先生
Mr. Sonny Doo

伟博儿童福利基金会  发起人

中国香港（地区）商会

荣誉会长

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

林郑月娥女士大紫荆勋衔，GB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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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7月1日，在国家主席习近平

的见证下，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国家发改委）和粤港澳三地政府共同

在香港签署《深化粤港澳合作推进大湾

区建设框架协议》，充分体现中央对粤

港澳大湾区建设的高度重视。

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是中央按照「一

国两制」方针作出的重大决策部署和新

的实践探索：一是推进「一带一路」，建

设高水平参与国际经济合作新平台，建

立与国际接轨的开放型经济新体制；二

是探索在符合「一国两制」下的区域合

作新机制，拓展港澳地区发展新空间，

提升港澳国际竞争力，保持港澳长期繁

荣稳定。

香港作为连接国际和湾区的双向平台

对香 港而言，粤 港澳 大湾区 建 设

提供了另一次参与国家发展和地区合

作的机遇。在「一国两制」的双重优势

下，香港一方面得到中央和内地省市的

支持，能够乘搭国家发展的快车，也可

以积极参与国家的重大发展策略，包括

「十三五」规划、「一带一路」倡议以及

粤港澳大湾区建设。

「十三五」规划内《港澳专章》明确

支持香港发挥独特优势。专章「支持香

港巩固和提升国际金融、航运、贸易三大

中心地位，强化全球离岸人民币业务枢

纽地位和国际资产管理中心功能，推动

融资、商贸、物流、专业服务等向高端高

增值方向发展。支持香港发展创新及科

技事业，培育新兴产业。支持香港建设亚

太区国际法律及解决争议服务中心。」香

港会充分发挥这些独特定位，打造新的

竞争优势，与大湾区内其他城市实现错

位发展，以期实现互惠双赢。

此外，香港作为高度开放和国际化

的城市，无论是社会、经济和法律制度

都与国际接轨。香港亦拥有广泛的国际

人脉关系、具备国际视野和创新思维的

人才。另一方面，香港与广东省人缘相

亲、地脉相连、文化相近，在大湾区发

展中，香港可以成为双向开放的平台，

与大湾区城市共同拓展国际领域。

香港在国际金融、贸易和航运服务发挥

优势

香港参与大湾区建设的重点，是在

国际金融、贸易和航运服务三方面发挥

独特优势，将香港的国际关系延伸到大

湾区。

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及全球最

大的离岸人民币业务中心，可以在国际

资产管理、资金管理、风险管理、项目

融资、绿色金融、金融科技等方面，协

助和推动大湾区城市「走出去」。航运

方面，香港可凭借高增值专业海运服务

香港特区政府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聂德权：

香港积极贡献粤港澳大湾区建设！

在粤港澳大湾区的建设当中，香港按照基本法的规定，以及「国家所需，香港

所长」的方针，发挥「一国两制」的优势，分享国际关系和国际经验，掌握大

湾区发展的重大机遇，在推动自身发展之余，也为国家的建设贡献力量。

香港特区政府政制及内地事务局聂德权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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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国际航空枢纽的优势，带动大湾区其

他城市共建世界级港口群和空港群，以

至成为亚太区的高端航运服务业群。至

于贸易方面，香港可配合内地新兴产业

和先进制造业的迅速发展，成为内地企

业对外投资、融资、并购和国际经营的

平台，和大湾区企业及世界各地企业之

间的重要桥梁。

大湾区为香港经济注入新动力

除上述传统优势产业外，香港可充

分利用大湾区带来的机遇，为香港经济

多元发展注入新动能，特别是在创新科

技、创意产业和法律服务方面。

香港在高等教育方面的优势突出，

且拥有宽松的环境、自由的信息通道和

完善的金融、法律体系，如果能和珠三

角地区的产业链优势结合起来，大湾区

有条件成为全球领先的创新及科技中

心。

此外，粤港澳的文化创意产业亦可

以加强开放市场及投资，并提升人才合

作交流，利用香港为文化创意产业人才

枢纽的平台，携手推动粤港澳粤语电影

电视制作。

在法律服务方面，香港实行国际商

贸社会熟悉的普通法制度和国际商贸

惯例，亦是亚太区的国际法律及解决争

议服务中心，通晓两文三语的人才具备

国际视野，可为内地企业提供多元化的

专业法律及相关服务，协助内地企业有

序稳定地开拓海外市场。

积极开展工作做好大湾区城市群规划

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重要目标，除

了要实现大湾区城市错位发展，开辟互

利共赢合作新局面外，亦要促进区内人

流、物流、资金流、信息等生产要素的

流通。

就此，我们会在三方面开展工作。

第一，我们会主动与业界联系，了解他

们的想法和建议。在早前的咨询中，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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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收集了不少具体建议，包括改善税务

制度，以提升港人到内地工作的诱因，

以及推行便利港人和车辆进入内地的

措施等。第二，由于这些建议涉及不同

的政策范畴，我们会统筹特区政府不同

政策局就大湾区建设的意见，并向在大

湾区规划中牵头的国家发改委作出全

面反映，为其草拟大湾区发展规划时，

提供有用参考。最后。我们会与国家发

改委，以及广东与澳门两地政府保持紧

密沟通和加强合作，携手做好粤港澳大

湾区城市群规划的编制工作。

在粤 港澳 大湾区的建设当中，香

港会按照基本法的规定，以及「国家所

需，香港所长」的方针，发挥「一国两

制」的优势，分享国际关 系和国际 经

验，掌握大湾区发展的重大机遇，在推

动自身发展之余，也为国家的建设贡献

力量。

本文转载自：《紫荆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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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朱锦韶女士，人称「邓太」，是中

国香港（地区）商会 - 广东的创

会成员之一，也曾为东莞外商投资企业

协会、东莞塘厦商会的主干人物。90年

代，因拥有香港和内地众多厂房及经营

鞋业的成功，赢得「工厂皇后」、「鞋业

奇葩」等美誉。乐善好施的邓太已年届

75，近年开始逐步放下事业，为退休做

好准备。

6 0年代，香港工 业兴起，年 轻 人

也多在工厂打工。邓太也在1964年投

入工人大军，做 起「工厂妹」。由于她

早就感觉到英语的重要性，来港后开

始学习英语，她获得美国洛歇飞机公司

（Lockheed Aircraft）在香港的电子

打工妹拼搏成工厂皇后
邓太退而不休积极人生

知福、惜福、施福

采访、撰稿、摄影_凌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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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门聘用，由低做起，一做就是15年。

邓太说：外资公司待遇比一般公司

好，而且比较愿意培养人才，肯做肯学

的，有机会从基层升到部门经理。邓太

逐步提升，后来负责污染管理和材料管

理，在这两个部门的工作学到很多管理

知识。外资公司的管理制度和管理系统

实用而且完善，是对她后来开设工厂最

有用的经验。

在外资公司工作期间，邓太下嫁了

后来相守几十年的邓先生，并生下三名

孩子。那段时间，邓太同时担任公司领

导的助理，通过协助领导处理美国股

票的投资，也学会了一些投资的基本技

巧。

邓先生是做贸易的，后来接受了一

家面临倒闭的造鞋工厂，邓太也随着开

始接触鞋业。到1979年，她工作的外资

公司因97问题搬到台湾，邓太开始正式

参与到鞋厂的运营。

邓太说，打工可以按时上、下班，而

自己做生意，时间能由自己掌控。当然，

由于责任比较大，而且要承担风险，要

管理的范围也更广，自然会比较辛苦。

70年代是香港腾飞的时期，也是创业的

好时机，邓太认为有机会得好好掌握，

毅然开始了不辞劳苦的创业历程。

邓氏夫妇的光辉鞋业，最早期是做

Hong Kong Slippers，是皮底的「睡

拖」。从外资的系统管理到小规模工厂，

邓太接手的时候，发现管理比较混乱，

于是进行了重整，从生产数据、生产流

程、出货日期等方面都有了更好的收集

和规划。

经过调整后，工厂产量获得迅猛的

提升。第一间工厂只是7,000呎（约合

650平米）的规模，每天产量达到3,000

双拖鞋。当时资源运用也比较灵活，由

于工厂没有太多空间，材料在工厂验收

后，马上送到外面加工，紧接着是上机

进行裁剪，确保颜色、尺码不会有误。

配搭好之后，进行简单的缝制，然后用

小货车，送到各个屋村派发给当时在家

里有衣车的住户，做鞋面的缝制。小货

车同时将缝好的拖鞋，送回工厂做套

楦、定型、贴招纸等工作。一切工序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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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后便可以出口，流转相当快。

光辉鞋业的成功，有部份是依靠当

时在香港很流行的家庭手工业。当然，

不可或缺的是邓太的眼光、胆识和努

力。当时做工厂，必须有稳定的订单才

能维持，还要有好的原料供应商，同时

要有比较长的货期才能活起来。邓太获

得大洋行的支持，订单得到保证。原料

供应也凭借比较好的人脉关系，得到稳

定的原料供应和宽裕的货期。

业务开展后，虽然每双 拖 鞋的利

钱较薄，但由于得到足够的订单，上量

后自然利润可观。全盛时期，他们每晚

都有货柜车在厂外接货。工厂效益出来

后，邓太便想到要多元化发展，发展更

多工厂，做不同类型的鞋子。勤奋而有

能力的工人也获得提升，而工人眼看公

司有发展，工作更加起劲。金辉、银辉

鞋业，邓氏夫妇的第二和第三家鞋业公

司，就在这势头下创立。

邓氏夫妇的脚步，并未因为发展顺

利而停下来。从比较简单的拖鞋，他们

想进一步做复杂一点的运动鞋，但运动

鞋的厂房需要比较大的面积。当时正值

中国改革开放，在内地出生、长大的邓

太感到内地也需要发展，她没有因为当

时外间所谓的「信心」问题而却步，反

而大胆的往内地跑。刚开始只是寻找合

适的下线代工，一年后决定在深圳龙岗

开设厂房，将自己和合作伙伴的生产基

地，逐步转移到内地。

原来，生产运动鞋需要用一种易燃

的胶水，因此，在多层的厂房进行会产

生比较大的风险。即便是在内地比较

大的厂房，防火意识和措施也是不得

有丝毫怠慢。邓太每每会亲自巡查防火

措施，并总叮嘱同事遇到火警时候的安

排，特别是注意人身安全。

通 过 又一 轮 的 努力，由于交货准

时、质量有保证等原因，公司逐渐建立

了良好商誉，并吸引来了国际大品牌。

他们不久后获得了Reebok的订单，成

为中国第一个名牌运动鞋制造商。邓

小平等国家领导也亲自到他们工厂参

观考察。后来更接到adidas、GAP、

DKNY、APE、K-SWISS等品牌的订

单。工厂经过几年的蓬勃发展，随后于

1993年在香港上市，邓太也成为鞋业

翘楚。

辗转工厂又开到东莞塘厦，获得当

地政府支持的同时，他们也在供电、供

水等方面，对当地政府给予很大支持。

天时地利人和的条件下，公司发展更形

壮大。针对发展的需要，他们决定将业

务进一步拓展到东南亚地区。这次扩张

却碰到动荡时局，导致公司遭遇比较严

重的损失。幸好当时公司资源丰厚，公

司还可以稳步前进，但自此之后，公司

决定将精力集中于发展内地的业务。

时光飞逝，一眨眼邓太已经60岁，

长年的劳累和业务的重压，让她得了

高血压，当时医生也劝她放下繁重的工

作。邓太督信命运，觉得上天已经非常

眷顾他们家，也是慢下来的时候。在与

丈夫商量后，将上市公司让出，只维持

运动鞋和拖鞋的小部份业务。一直到

2015年，将厂房的土地出让，退出生产

行列，公司仅做开发、设计和代理的业

务。

邓太说：世界在变，商业模式也会

随着时代改变。作为中间人角色的代理

也会逐步被网上直销等模式取代。因

此，已准备全面退休，享受生活与家庭

之乐。

从「打工妹」到「工厂皇后」再到

「退休人士」，过着富足生活的邓太觉

得没有什么不一样。邓太皈依佛教，凡

事比较「睇得开」，无论赚再多的钱或

面对严重亏损，也不会有太大反应。她

笑说：我从来不觉得自己是有钱人。钱

再多，生活也不会有太大改变。我从来

不会过度追求什么，而在能力范围内，

我 会尽量 满足各方面 的需要。（笔者

按：邓太是一个down to earth的人，

从她在东莞工厂与工人一起吃饭可见一

斑。）

邓太对金钱看得不是特别重。多年

来，内地有什么慈善活动、自然灾害需

要捐献，都会率先出手援助。因此，在

1998年，获颁全国慈善大奖。除了慈善

活动，她特别善待员工。邓太认为，学问

造就财富，工厂的工人很多都从农村出

来，没有机会上学。这些工人的孩子要

上大学的话，邓太都义不容辞，为这些

上进的孩子缴纳学费，为国家培养人才

出一分力，让自己也欣慰。

邓太几年前已开始为退休生活做

准备，她 加入了国 际妇女会。国 际妇

女会是香港的非牟利机构，成立了超

过30年。邓太担任副主席，负责一个叫

「邻舍中心」的老人活动中心。中心由

政府资助并拨出单位，为区内老人组织

从早到晚多种不同的活动，包括学习

班，让老人可以学唱歌、粤曲、书法、画

画、电脑、手机、瑜伽，甚至有医疗检

查、讲座、煲汤等活动，也会举行敬老

晚宴，让老人有健康的活动和社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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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太认为，人生在不同阶段有不同

的社会责任。在举办不同的老人活动

中，与他们同乐，也感到很满足。

开始「半退休」生活的邓太，生活

的丰富、充实，比发展事业时期毫不逊

色。每星期的「节目」，包括学习时代

曲、粤曲、画画书法、声乐、打麻将、游

泳和星期天的家庭日，还要腾出一点时

间，处理公司的事务，也没有多少闲下

来的时间。当然，现在更多的是没有任

何压力的乐在其中。

邓太成功的秘缺？她认为，做人做

事，必须要有毅力，做每件事都必须做

到最好，每一分钟都尽力发热发光。要

「知福、惜福、施福」，也要这样教导子

女。有了这三个观点，心态就会平和。

邓太在香港商会创会期间已经参

与筹办工作，历任常务理事、副会长，其

后也每年赞助香港商会以及商会的活

动，担任名誉会长。她说，香港商人到

内地工作或经商，会有孤独感，有了香

港商会这个平台，让他们有一个交流的

地方，也可以表达经商遇到的困难，由

商会通过不同渠道，协助解决。当地政

府也需要渠道，与香港商人进行广泛交

流，因此特别有意义。对于广东香港商

会，她还有一份特别的感情，邓太太是

在广州长大，并曾在「十七中」上学，对

羊城感觉非常亲切。她还表示，香港商

会多年来搞得很出色，只要做得到，必

定支持。也珍惜与各位商会会友的缘

分。

对于香 港商会的寄望，邓太希望

商会能吸收更多来自不同行业的年轻

会员，让商会拥有更多人才，拓展得更

阔，希望商会在更年轻化的理事局的带

领下，有更蓬勃的发展，并举办更多活

动，让会友有更多机会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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粤 港 澳 大湾区 建 设被 纳入「国家

十三 五 规 划」及「一 带一 路愿 景与行

动」的国家战略，可为香港发展带来不

可错失的新机遇，应尽早部署筹谋，善

用香港在金融、专业服务和国际联系的

优势，加强与广东合作，为香港经济未

来持续繁荣发展开拓新领域、新动力。

香港在金融、专业服务和国际联系

的优势亦可协助推动大湾区产业升级

转型发展，把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成为具

有国际竞争优势的世界级城市群，并作

为中国重要经济引擎，带动中南、西南

等泛珠地区发展，以及在「一带一路」

建设过程中发挥重要推动作用。在参考

海外一些经济成熟湾区，并分析香港及

珠三角的发展优势，本文就粤港澳大湾

区未来在产业、贸易方面的发展及香港

可发挥的功能，提出一些初步建议希望

作为进一步讨论的参考。

粤港澳大湾区的发展优势

1. 对外交通物流

粤港澳大湾区作为一个经济整体，

集中了大珠三角地区主要的机场群和

港口群，空运及海运的货物处理量不但

领先全国，更在全球排名第一；珠三角

还拥有以湾区为中心的放射状铁路和

高速公路干网，拥有内外多式交通联动

的物流优势。相对中国内地及海外其它

地区，粤港澳大湾区作为「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海陆空综合运输大通道的区

位及物流基建优势明显。

2. 上下游产业供应链

广东在全国省市工业增加值和出

口均排名第一，而珠 三角占广东全省

工业增加值和出口比重分别是80%和

95%。虽然近年珠三角生产成本上升，

但珠三角有物流和产业结构及配套全

面的优势，大部分企业仍选择将生产

线留在珠三角，并向自动化生产及高产

值方面提升。香港贸发局的问卷调查

显示，70%受访制造商及贸易商仍以珠

三角为最主要的生产或采购基地，81%

的受访企业在珠三角采购生产所需原

粤港澳大湾区发展前瞻及香港的功能（上篇）

资料由 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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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及半制成品。有计划扩建或迁移厂

房的企业当中，59%表示仍会选址珠三

角，其余的也大多会选择靠近珠三角的

内地其它地区或东南亚地区。事实上，

有已迁往越南北部的企业表示，当地的

投资优势之一是能方便对接珠三角的

供应链，提高生产效益及降低物流成

本。

3. ICT及科研产业集群

在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推动下，珠

三角高新产业带已逐渐形成。珠三角高

新产业带是由科技部批准的三个国家

级高新技术产业带之一，产业带内有广

州、深圳、佛山、中山、珠海、惠州6个

国家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东莞、肇

庆、江门3个省级的高新技术产业开发

区，广州、珠海2个国家软体产业基地，3

个国家级高新技术产品出口基地，12个

国家「863」成果转化基地和1个国家级

的大学科技园。2015年珠三角先进制

造业、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占总增加值

比重分别达53.9%和31.8%，研发经费

支出比重达2.7%，百万人口发明专利申

请量达1,728件，万人发明专利拥有量

达23.33件，技术自给率超过71%。

4. 国际金融及专业服务

相对内地其它城市群，珠三角湾区

的独有优势是在「一小时经济圈」内拥

有香港这个国际金融中心，集合大量专

业服务和国际人才，同时香港的经济和

司法体系有别于内地，是跨国企业进入

亚洲及中国市场的理想平台。据香港特

区政府的调查显示，截至2016年6月，

香港共有3,731家地区总部和地区办事

处，代表其位于香港以外地区的母公司

负责在中国内地、东北亚及东南亚的业

务。香港亦因此连续多年成为全球吸纳

直接外来投资及输出向外直接投资的

领先地区。此外，截至2016年底，香港

占中国内地累计实际利用外资总额的

52%，以及占中国2015年底累计对外直

接投资总额近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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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The Bay Area: A Regional Economic Assessment, 
Bay Area Council Economic Institute, October 2012

粤港澳大湾区经济融合发展前瞻

虽然粤港澳三地的政治体制和法

律制度存在很大差别，但通过现有政

府合作架构和CEPA、自贸区等合作平

台，粤港、粤澳已基本实现贸易自由化，

港澳已计划开展自由贸易协议谈判，完

成后粤港澳三地将连系成为一个自由

贸易区。同时，香港作为内地引进来、走

出去的服务平台，粤港两地产业集群的

参与者，包括生产企业、服务供应商、

资金提供者、大学、科研中心等，互相

渗透参与的情况已非常普遍，实质已形

成一个经济整体。这可以从粤港两地的

人员流动、物流运输、资金融通、商业

存在及企业投资可见一斑。

随着港珠澳大桥和深中通道的开

建通车，环珠江口的交通连系和通关贸

易往来将进一步加强。粤港澳大湾区规

划目标之一，是要进一步推动湾区深度

合作，协调港澳和珠三角城市的港口、

机场、铁路和公路等基建项目的对接

规划和建设，扩大金融和服务业开放合

作，促进生产要素、产品、技术和服务

在整个大湾区内更自由流动，提供一个

有利于现有产业集群转型升级和培养

新的产业集群茁壮成长的生态环境，吸

引更多海内外投资者和商贸活动在大

湾区内集聚，为区内各城市带来更多更

大的发展空间和机遇。

美国三藩市湾区由9个县区组成，

虽然各个县区各有特色和优势，但整个

湾区的经济产业发展同城化程度非常

高，且互动性很强。湾区内各次区域的

产业集群非常类近，主要是利用当地人

才优势发展的行业，包括专业、科研和

技术服务等，以及与旅游相关的行业。

大部分在湾区发展表现突出的行业都

会在几乎所有次区域存在。虽然湾区的

3个最重要、发展规模最大的产业集群

主要落户在三藩市和圣荷西两个次区

域，但四成三的次区域都会拥有最少两

个湾区发展较好的产业集群。加上湾区

内居民日常往来不同次区域工作及生活

的联系非常频繁，在在显示三藩市湾区

的经济运作是以一个整体共同推进。而

各次区域间互动性之高，意味如一些发

展策略只孤立地从一个县或次区域角

度考虑，便会错过从湾区整体考虑所带

来的利益[1]。

珠三角企业顺应市场及本身发展

需要，已开始在多于一个城市设点。例

如TCL通讯科技控股有限公司的生产

基地在惠州，其中国总部便设立在深

圳，而香港办事处便负责海外业务。又

例如桦岭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最早期

发展只在惠州，但业务不断扩充后不同

体育用品的生产线便分散在珠三角不

同城市，更在广州设立中国总部和产品

研发中心。未来桦岭为了更好地统筹逐

渐扩大的海外业务，亦会考虑在香港开

设办事处。可以预见珠三角企业将越

来越多会就大湾区不同城市的竞争优

势和经营环境来布局其业务。因此粤港

澳大湾区的经济产业发展同城化程度

亦将提高，与此同时，湾区内各城市间

的互动性亦会增强。

香港 整 体上可以在融资、国际 运

营和风险管理三方面提升功能，加强与

珠三角企业合作，提升国际商贸平台作

用，同时推动粤港澳大湾区产业升级转

型发展，并在「一带一路」建设过程中

发挥「超级联系人」角色的核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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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香港是「一带一路」的「超级联络人」？

来自130多个国家约1500名各界贵

宾作为正式代表出席的「一带一路」国

际合作高峰论坛于2017年5月14日至15

日在北京举行，论坛围绕“五通”，政策

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

民心相通展开。而香港特首梁振英破格

获得资金融通主题发言，可见香港这个

「超级联络人」在「一带一路」战略中，

甚至全球经济发展中的重要地位。

针对「一带一路」战略，香港政府

开设首长级职位，委任「一带一路」专

员，主理「一带一路」办公室的工作， 并

且联合经贸办、贸发局和投资推广署

积极推广，推出「专业服务协进支持计

划」，放宽签证、方便往来，试办「一带

一路」交流资助计划」等 (Hong Kong 

SAR Government, 2017)。但香港作

为一个世界发达经济体，不应仅仅充当

「联络人」的「中间人」角色，更应有创

造独有价值的硬实力。

战略大师 Michael Porter 指出：

“香港 是很有竞争力，但它仍 然需要

不断提升自己。”因为一个经济体的竞

争力在于其产业创新与升级的能力。

Porter 直接指出：“香港在物流和金融

服务领域具有较强的竞争力。但为了发

展一些特定项目它必须创造一个独特的

平台。” (中金网, 2016)在国家「一带

一路」战略的大背景下，中国国务院总

理李克强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

提出，“要推动内地与港澳深化合作，

研究制定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发展规

划，发挥港澳独特优势，提升在国家经

济发展和对外开放中的地位与功能。”

这是「粤港澳大湾区」首度写入《政府工

作报告》，也是继香港与内地更紧密经

贸关系

安排（CEPA）、泛珠三角区域合作

之后，内地再度向香港提出的经济合作

计划。「一带一路」为香港提供打造「超

级联络人」新平台，那么「粤港澳大湾

区」则为香港提供了「经济再次腾飞」

的新平台。

2. 香港冷对「粤港澳大湾区战略」？

「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提出，无论

是政界、学术研究机构、还是企业都高

度重视，纷纷为建设出谋划策。广东省

早在今年 2 月的省政府工作报告中明

确 提出：“携手港澳 推进 珠 三角世界

级城市群和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广东

省发改委主任何宁卡建议国家给予粤

港澳大湾区更大的改革权限和政策支

持，包括建立国家层面的协调机制、赋

予重大合作平台更多先行先试政策、支

持打造全球重要科技产业创新中心、支

持设立粤港澳大湾区合作发展基金等。

腾讯董事会主席马化腾呼吁国家应出

台政策，把粤港澳大湾区打造成为全

球区域创新中心和孕育「中国硅谷」的

摇篮。港区政协委员认为「粤港澳大湾

区」可成为经济发展引擎，希望香港搭

上国家发展的“快车”，开创新机遇。

特首梁振英多次提到，发展粤港澳

大湾区城市群确实给香港带来很大的

机遇，香港不能对“中国机遇”视而不

见，更不能背道而驰，融入国家发展的

大势，驰骋世界经济舞台，才是香港走

向未来的必由之路 (毛秩, 2017)。梁振

英早在今年 4 月就率团考察粤港澳大

湾区城市群的广东省城市包括广州、肇

庆、江门、中山、珠海等。考察团包括多

名特区政府司局长、行政会议非官守议

员、策略发展委员会和经济发展委员会

委员，可见政府的重视，并不见香港冷

对湾区战略。

其实无论香港还是内地，很早都有

探讨湾区建设的想法，香港科技大学创

校校长吴家玮 10 多年前一直呼吁本港

与邻近的深圳建立“港深湾区”。 2009 

年《大珠三角城镇群协调发展规划研

究》把“湾区发展计划”列为空间总体

布局协调计划的一环，2010 年粤港澳

亚太研究院 李卓骏博士

李卓骏博士在大学有超过十年的研究和教学经验。他的研究覆盖战略和运营管理等领域。目前担任亚太

策略研究所研究总监一职。他应邀担任演讲嘉宾，包括美国商会，国际会计师公会，品牌发展局，香港中

华厂商联合会，联合会东盟会计师事务所，香港工业总会，德瑞国际学校 , 货品编码协会，香港保险中介

人商会，香港出口商会，香港科学园，注册财务策划师协会等。

粤港澳大湾区战略下香港产业簇群思考
《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发展规划》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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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地政府联合制定《环珠三角宜居湾

区建设 重点行 动计 划》，以落实跨界

湾区的合作。2015 年，国家出台的《推

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 21 世纪海

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就提出要

“深化与港澳台合作，打造粤港澳大湾

区”。广东省 2016 年政府工作报告，也

包括“开展珠三角城市升级行动，连手

港澳打造粤港澳大湾区”等内容。

港澳湾区建设提出，湾区内相关企

业的股价应声上涨，恒指在半小时内也

又跌转涨0.7%，可知业界、投资界对湾区

的看重。但这个投资热情很快就在股市

中消失，很大因素是投资界除了对基建

行业有所看重外，对整个湾区其他产业

的判断还是相对保守的，这也说明当前

整个湾区的发展出路需要进一步思考。

虽然各方都热议大湾区，纷纷表示

是经济发展的机遇，分析自身在大湾区

中的优势与可能作用点。但各方更多是

停留在“紧密合作”层面，对于如何紧

密合作的落脚点至今还不清晰。而香

港，甚至内地，都会把香港定位成「超

级联络人」角色，强调「一国两制」下，

香港作为内地对外的联系窗口。很显

然，随着内地开放程度的深化，甚至自

贸区的建设，香港这个「中间人」作用

已经逐渐在减弱，如果香港依旧单纯把

自己定位成自由贸易的窗口，那么必将

逐渐失去湾区建设带来的红利。由此香

港必须在做好「超级联络人」之外，更

需要将自身至于湾区，使自己融入湾区

的经济主体建设之中。

对于粤 港澳 湾区 建 设的思考，不

少学者自然将它与纽约湾区、旧金山湾

区、东京湾区作对比，并且指出与其他

湾区不同的是，粤港澳大湾区并不是在

同一个政治经济体制下运行的，在广

东和港澳加强经济合作与融合的过程

中，既要确保“一国两制”的实践“不动

摇”“不变形”“不走样”，又要发挥各

自的比较优势。

然而，我们认为，湾区建设虽然受

体制影响，例如内地对湾区建设的更多

是政府驱动，而香港作为自由经济体，

政府驱动有限。但从经济的内生性看，

经济由企业个体构成，企业个体形成行

业，关联行业形成产业簇群，产业簇群

才是湾区竞争力的来源。Porter 明确指

出，产业簇群可以是单一城市、多个城

市、甚至可以是一些邻国联系成的网络 

(Porter, 1998)。以旧金山湾区为例，其

高新科技簇群不是简单由一两个优势

行业组成。相反，它由一系列跨行业企

业与专业机构构成，包括计算器工程、

软件工程、数码营销、私募基金、著名

大学、研究机构等。产业簇群为上游行

业提供新的需求，也为下游行业提供新

的供应，从而形成产业簇群链。在簇群

链中，为发展新客户，每个行业需要利

用地理邻近的优势挖掘潜在客户的隐

性需求，以及当前供货商的隐性供应能

力。

因此，我们建议，无论是香港还是

其他城市，无论是政界、学术界还是商

界，都应该从产业簇群角度思考湾区建

设，并且努力促成产业簇群形成，其中

马化腾对「中国硅谷」的呼吁更多是产

业簇群的思路。

3. 湾区产业簇群思考

Porter 在上世纪 90 年代的《国

家竞争优势》中指出，全球经济下，国

家、地方、区域的竞争产业簇群扮演很

重要的角色 (Porter, 1998)。产业簇群

是指在特定领域中，同时具有竞争与合

作关系，且在地理上集中、有交互关联

的企业、专业化供货商，服务供货商、

相关产业的厂商，以及想相关的大学、

制定标准化的机构、产业协会等机构 

(Porter, 1998)。而产业簇群常见于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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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的经济体，尤其是在发达国家。从产

业簇群角度，政府、企业、其他法人机

构都必须重新定位自己的角色。

政府的首要任务是去除有碍于产

业簇群成长和升级的障碍；致力于吸

引外商进入产业簇群投资以及产业簇

群产品的外销；推动专业化的教育与

培训，鼓励产业相关的研究；制定有效

率、有利于产业簇群的法规标准；鼓励

簇群内成员交流与合作。

企 业在加大研发 投入的同时，必

须鼓励本地供货商的成立并吸取外资

供货商，配合簇群相关教育与技术的形

成，积极参与相关标准的制定。

而相关协会机构相继形成，协会机

构必须致力于提供企业、政府各方交

流、学习及问题解决的平台，是整个簇

群最好的润滑剂。

对于粤港澳大湾区的建设，虽然上

面提到三地企业和行业间都有竞争性，

但从产业簇群的角度，竞争更有利于产

业簇群的形成，所以无论的三地政府、

三地企业和协会，都致力于在竞争与合

作中连手打造湾区产业簇群的发展。其

中政府必须从行业政策转变为产业簇

群思路，从城市群顶层设计中找到湾区

产业簇群的经济发展点。

3.1 行业政策 VS 产业簇群

从现实看，香港政界很多政策都是

偏向行业政策（Industry-specific），

无论是施政报告、财政预算还是香港

贸发局的经贸研究方向，基本围绕香

港自身的 4 大行业支柱、6 大优势产

业或所谓的优势行业展开 (Research 

O f f i c e  L e g i s l a t i v e  C o u n c i l 

Secretariat,2015)。行业政策基于竞

争的观点，被看好的行业不论是成长

中的行业，还是高科技的行业，都应该

被“锁定”为受政府支持的对象。有时

候，行业政策是一种零和竞争，旨在占

据占有率，种产业政策容易扭曲自由竞

争，受惠特定产业。在整个粤港澳大湾

区中，香港支柱产业为贸易物流、工商

服务、金融服务、旅游等，但深圳支柱

产业同样包括金融、物流，广州也包括

金融，很明显从行业政策角度看，三者

是相互竞争的。同样，香港的旅游业也

会与澳门、广州等旅游业冲突。如果从

行业政策角度，政府通常出台配套政

策加大某特定行业的投入，或者提高外

部企业进入的门坎，甚至致力于从其他

地区中抢占龙头企业或者市场。Porter 

曾指出产业集群的发展关键是要有竞

争，在产业 集 群中，每 个行业 至少有 

3-4 家公司，而不能只有一家供货商，

所以竞争反而是簇群的必要前提。新

加坡政府强调发展高附加值产业和技

术密集型产业时，采取税收优惠政策，

鼓励向技术密集型产业投资，到 1985 

年，已经有超过 150 家的跨国公司在新

加坡从事电子产品及计算机配件的生

产 (王, 2013)，从而形成了自身的产业

簇群。

在深圳，这几年纷纷议论华为离开

深圳、腾讯离开深圳等，但无独有偶，

这些企业不但没有离开深圳，还有更多

高新企业纷纷在深圳建总部，包括百

度、阿里巴巴、恒大集团等等。由于高

新产业龙头的相继聚合，从而整个产业

簇群逐渐形成，腾讯创业平台衍生出游

戏、互联网金融等产业，华为系创业圈

则聚焦于通讯、高新制造业等，使得深

圳城市竞争力一度超过香港。

因此，无论是香港还是内地，湾区

建设的基本前提是改变行业政策思维，

寻求在竞争中合作，共同做大市场，发

挥联合效应，以产业簇群推动湾区经

济。在内地，尤其是深圳，产业簇群的

思路已逐步形成，香港产业创新与升级

必须跳出产业政策思维，加快以产业簇

群思路寻求突破。虽然香港政府当前很

多政策是行业导向的，但在香港，我们

也发现有不少企业在寻求企业突破时

采用了簇群的思想。我们研究发现，有

一个领先的塑料模型制造商拥有生产

独有防水部件的技术，它利用此技术跳

出当前玩具、电子等传统行业应用，把

自己打造成『防水专家』，而不是单纯

的塑料制造商。作为『防水专家』，它

快速进入医疗设备、汽车用品、婴儿用

品等行业。也就是说，基于产业簇群优

势，企业可重新定义自己，挖掘新的业

务蓝海。

3.2 湾区城市群 VS 湾区产业簇群

中国社会科学院在 2016 年 5 月发

布的《中国城市竞争力报告》中指出，

中国城市化进程加速，“城市病”也愈

演愈烈，而多中心群网化城市体系将是

中国经济的新引擎。并提出中国将可以

建设一网五带 30 群的城市组织体系，

其中包括以广州、深圳等多中心的珠三

角国家性城市群，其中功能体系包括金

融、文化、科技、制造等。

多中心网络化城市群与改委发布

《2017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

中提到的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发展规

划不谋而合。城市群强调分工合作、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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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化 联 系、多中心 布局、中心辐 射效

应、对外融合对内自制、功能网络化等。

大湾区城市群战略的提出，9+2 城市群

有着不同的功能分工，制造功能的东莞

/深圳/佛山、金融功能的深圳/香港/广

州、科技功能的广州/深圳，文化功能的

广州/香港等。城市群建设理论更强调

湾区建设提的顶层设计，必须在城市群

建设中引入产业簇群概念，才能如实打

造具竞争力的湾区。

有人会 认 为，当前都是 全 球化 运

作，湾区经济是否是一种倒推？从竞争

力角度看，任何从远方有效率地取得的

好处，已经不被视为竞争优势。通过传

真或电子邮件获得的优势，你能得到，

别人也能得到。要在全球经济中保持竞

争优势，必须通过高度本土化，因为竞

争力是来自一个特定国家或地区中，具

有高度专业化的技能和知识的企业、完

善的相关机构、相关行业以及精明的顾

客。地缘、文化和组织上的条件，会让

企业取得特别渠道、特殊关系、更佳的

信息、强有力的发展动机，以及其他在

提高生产力方面的优势，而这些都不是

远地资源所能带来的。因此，湾区产业

簇群加速企业转型并提高企业生产力

的核心原因有两个：（1）由于地理的临

近性，而不是从互联网获取表面性的信

息，跨行业的企业以面对面分享业务技

能、操作实践以及市场情报。这种高效

的知识共享，使整个簇群能互通有无，

形成更有效的联合经营能力。（2）强大

的区域性协作将提升簇群竞争优势，同

时也促使企业不断提高自身的生存能

力，那么，湾区企业自然而然会强于非

湾区企业。

4. 以产业簇群思路，跳出香港发展香港

产业簇群战略则要求我们必须“跳

出单体行业来发展行业”，“跳出香港

来发展香港”。 国家优势砖石体系』中

指出，区域竞争优势源自集中竞争的产

业环境、强烈的本地需求、专业的生产

要素、和完备的产业簇群。

香港近年来在经济转型中，一直面

临着产业结构单一，创新科技、文化创

意等新兴产业发展缓慢的问题。随着大

关于亚太策略研究所

亚太策略研究所的愿景是为香港在

亚太区领先的经济战略地位提供智力支

持。我们的使命是基于亚太不同地区的行

业集羣和生态链，透视和比较亚太区内外

最前沿的战略及企业运营，挖掘海内外企

业创新的成功与失败案例，为香港提供理

论与实践融合的借鉴。亚太策略研究所涵

盖的四大研究领域包括：战略, 创新,领导

和人材,市场洞察。查询研究所详情，

请浏览网址 http://www.apifs.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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湾区建设，粤港澳城市群将实现基础设

施互连互通、城市功能互补、产业链延

伸，构建更加国际化、高端化的湾区型

产业体系。香港是国际金融、贸易和航

运中心，这三者的发展都离不开珠三角

实体经济的支撑。粤港澳大湾区的形成

有助于降低三地市场准入门坎，促进生

产要素自由流动，将“珠三角制造+香

港服务”有机结合起来，使粤港能够充

分发挥各自的优势。珠三角地区优势在

于制造业，香港的优势在于专业服务。

珠三角良好的产业基础可以为香港巩

固国际金融中心、贸易和航运中心地位

提供坚强有力的支撑 (毛秩, 2017)。

拿香港的贸易与物流来说，由于香

港自身制造业不成规模，本地贸易与物

流运输的内需则严重不足。但站在整

个大湾区看，另外 9 个城市的工业占

比并不低，深圳的高新技术产业（2015 

年占 GDP 33.4%） 东莞的先进制造业

（2015 年占 GDP 43.2%）惠州的电子

信息产业（2014 年占 GDP 23.3%）等

足以弥补产业簇群的内需性。香港的贸

易与物流产业与深圳的物流产业对接，

结合香港的教育、金融服务的支撑优

势、深圳的科技创新与设计优势、东莞

惠州的生产要素优势等，整个『粤港澳

大湾区』产业簇群将进一步完善。

5. 湾区战略将是香港产业升级的新机遇

但对于香港在大湾区战略下的产

业簇群思考，从大湾区产业簇群战略

看，香港无需特意政策上扶持某一个

行业，而应该致力于推动整个簇群的形

成，包括竞争环境的塑造、生产要素的

培养、相关产业的孵化等，这与香港政

府一直主导的『积极不干预策略』不谋

而合。Porter 教授早在 2004 年拜访中

国时表示，产业集群的发展必须是各地

基于其资源针对性规划并通过自下而

上的方式的开展，政府只能参与而不应

该充当老板的角色。在大湾区建设过程

中，内地的驱动是政府主导，虽然发展

产业簇群不可能通过单纯依赖政府加

强基础设施建设或者招商引资取得成

功，但香港如果放任行业政策性的市场

自运作，也有被遗弃的风险。

如果港府和业界，联合湾区其他政

府、业界、行业协会等，能站从产业簇群

上看待湾区建设，致力于消除妨碍产业

簇群内竞争的障碍；利用窗口优势引入

外商投资湾区簇群建设，加速簇群产品

外销；利用香港教育优势加强产业配套

专业及技能人才的培养；致力于管理与

行业法规标准的制定；带领港企参与内

地产业簇群园区的建设，相信湾区建设

将是香港产业创新与升级的新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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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大湾区的规划细节尚未公布，

但从最新的《广东省综合交通运输体

系发展“十三五”规划》来看，粤港澳大

湾区主要城市的基础建设将会有很多

方面的改善。

陆、海、空三维一体打造大湾区“一小

时都市圈”

从规划的内容看，建设高效的立体

交通网络将会是主要的发展目标。“一

小时都市圈”的概念我们并不陌生，以

下的几个主要建设方向，都将会使大湾

区的“一小时都市圈”覆盖面更广、联

系更加紧密以及更高效。

·高铁/城际群网状布局打造国家铁

仲量联行：
以粤港澳大湾区发展为契机
打造世界级城市群	

仲量联行华南区研究部总监曾丽

在今年全国两会政府工作报告中，李克强总理指出：“要推动内地与港澳深化合作，研究制定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发

展规划，发挥港澳独特优势，提升在国家经济发展和对外开放中的地位与功能。”改革开放以来，由于历史及区位原

因，珠三角地区以港澳为国际窗口，以广深为区域中心，得到了较快的发展，成为支撑中国经济的核心区域之一。而

今，粤港澳大湾区概念的提出进一步丰富了珠三角地区一体化的内涵。

基建篇

路枢纽。目前珠三角片区中的高铁网络

以珠江口东侧的城市群的建设较为领

先。而“十三五”规划中，珠江口以西的

城市群的高铁/城际铁路网络将会迅速

发展，如深茂高铁线、广佛江珠线、广

佛环线、肇顺南城际线、中南虎城际线

等。

·四座跨海大桥让粤港澳大湾区紧

密相拥。珠江口的交通运输瓶颈将会得

到缓解，除了现有的虎门大桥，港珠澳

大桥、深中通道、虎门大桥二桥的落成

将会使得珠三角城市及港澳地区更加

紧密与便捷地联系在一起。

·港口优化升级。从目前十三五规

划中，加强港口运输 能力建设将会成

为重点，广州港南沙港区集装箱四期工

程、珠海高栏港区万江物流码头工程等

都将值得期待。加上省内多个和港口建

设相关的公共基础设施的工程，大湾区

内的运输能力预计将进一步增强。

·民用运输网的提升，强化广深国际

枢纽机场功能。除了广州和深圳机场两

大机场的扩建工程，多个在用小型机场

都将进行扩建，加上新设立的珠三角新

干线机场，大湾区”一小时都市圈”内

的航线将会大幅增加，居民及商务往来

将更加便捷。

在以上主要基建发展的带动下，有

什么值得我们期待的发展机会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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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利的交通或推动物流资源向大湾

区西岸流动。跨海大桥和高铁建设使大

湾区各城市之间联系更为紧密，部分物

流园区可能考虑从土地资源稀缺、租金

持续上涨的东岸城市迁移至相对选择较

多且租金水平较低的西岸城市，预计将

拉动西岸城市物流园区的集聚和发展。

大湾区各城市空间上实现互联互

通，产业园区布局将更加灵活。更多的低

端制造业可能从一线城市搬离。除了一

（来源：仲量联行）

直享有区域优势的东莞、惠州，我们预

计西岸的中山、珠海将崛起，对产业园

区选址吸引力将大增。从区域发展的角

度，预计产业园区未来的分布将以一线

城市为中心，呈向外辐射状布局。

港口资源共建共享，各城市实现竞

合发展。目前粤港澳大湾区内已有多个

国际级的港口码头，区内的香港、广州

和深圳三大港口加起来已经是世界货

运吞吐量第一的国际航运枢纽。虽然如

何把码头从竞争关系变成合作关系、实

现区域关联产业协同发展，形成分工明

确、功能互补的港口群还需要进一步探

讨，但从现有的基建规划看进一步发展

的道路网络将使物流路线更加丰富，港

口资源也预计会被进一步充分利用。而

且从“一带一路”的布局来看, 十三五

规划中加强港口运输能力建设将会成

为重点，多个航道新建与改造、以及泊

位升级工程等预计将进一步推动大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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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成为国际航运枢纽。

有利人口流动，实现人才合理配置。

一线城市因土地资源紧缺造成生活成

本过高，而二、三线城市因缺乏城市竞

争力而存在对人才吸引力不足的问题。

粤港澳大湾区协同发展，一方面通过多

渠道、一体化的交通网络增强了珠三

角东岸与西岸城市，以及香港、澳门之

间的联系，交通方式的丰富和区域内通

勤时间的减少或将增加二、三线城市对

人才的吸引力，刺激人口流动和重新分

布。另一方面，通过产业错位发展实现

核心产业的聚集和城市间的分工协作，

有利于提升大湾区整体城市群的核心

竞争力，从而吸引更多高技术人才流

入，有利提高当地人民收入。

来源：《广东省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发展“十三五”规划》

（来源：仲量联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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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篇

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地图

（来源：仲量联行）

粤港澳大湾区——中国的旧金山湾区？

中央政府于今年政府工作报告中

明确提出，要将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发

展规划上升到国家规划的层面，虽然规

划细节尚未公布，我们认为粤港澳大湾

区应打造广州、深圳、香港三核心发展

的概念，推动大湾区的产业发展。

与世界三大湾区（纽约湾区、旧金

山湾区、东京湾区）比较，粤港澳大湾

区城市群的结构更接近于旧金山湾区，

两者都存在三个经济地位接近而功能

定位又各不相同的核心城市。广州、深

圳、香港正是粤港澳大湾区内的三个核

心城市，在我们看来，加强发挥这三个

城市的引擎作用，将对整个大湾区的产

业合作带来远大于由单核心城市驱动

的影响。

三核心城市辐射效应驱动产业发展

我们认为，价值链上游的核心城市

对下游制造基地的辐射将是未来大湾

区的发展趋势。穗深港三核心驱动既有

助于突破新型服务行业发展的制度瓶

颈，又能强化错位发展与分工协作，还

能更有效地辐射整个大湾区内的其他

城市。

·三个核心城市各自的政治地位不

同，作为特别行政区的香港拥有更成熟

和更规范化的市场准则和市场实践。尤

其是在专业服务业的诸多领域，香港能

为广州和深圳在市场制度完善与创新

方面提供标杆，并为新型服务行业在广

州和深圳的试点提供借鉴。而广州和深

圳则各自拥有自贸区，新的制度与行业

模式可以在自贸区先行先试，试验成功

的经验又可通过广州省会城市的影响

力推广至大湾区其他城市。

·三个核心城市的产业结构有助于

错位发展与分工协作。广州的优势在贸

易与综合交通枢纽，深圳主打的是高新

技术产业与金融业，而香港依然保持着

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比较优势，三者之

间并不构成直接竞争。即便香港与深圳

各自都有强势的金融产业，但侧重点也

有所不同，深圳更多地服务内地企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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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需求，而香港则作为国际资本进入

内地的通道发挥着重要的桥梁作用，港

深两地的金融产业更多地体现了行业

内的分工而非竞争。

·三个核心城市能够更有效地辐射

整个大湾区城市群，促进其他城市的产

（来源：仲量联行）

业转型与升级。由于知识、人才与优质

企业等高端要素天然聚集于核心城市，

多核心发展的格局意味着从核心城市溢

出的高端要素能够更广泛地被周边城

市所吸收，为周边城市的产业转型和升

级提供了原动力。另外广州和深圳的制

造服务业的侧重也各有不同，令周边城

市能够依据自身制造业转型的需要，主

动与广深形成分工。如广州的汽车制造

业辐射粤西的汽配行业，深圳的高新技

术产业辐射惠州东莞的制造业等。

综上所述，首先，基础设施建设是

深圳前海自贸区（来源：前海门户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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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曾丽 Silvia Zeng  仲量联行华南区研究部总监

林治宇 Richard Lin  仲量联行华南区研究部高级经理

孙哲 Albert Sun  仲量联行华南区高级分析师

(仲量联行华南区研究部除了定期监察广州、深圳及华南区其他二线城市的物

业市场表现及研究未来发展趋势和投资者动向之外，也为开发商、金融机构

及政府部门提供研究顾问服务，负责的项目包括市场监测与调研，可行性分

析，IPO项目及政策顾问等，客户包括平安基金、万科、金地集团、越秀集团、

广州天河区发展和改革局以及腾讯等。)

（来源：仲量联行）

实现物流、人流和资源空间移动和有效

配置的前提，是实现粤港澳大湾区城市

之间优势互补，资源共享，协同发展的

基础。同时，如果能够明确穗深港三城

各自的功能定位，并同时发挥三者独特

的产业优势，将比仅仅依赖某一核心城

市产生更为巨大的动能，令整个大湾区

城市群的分工合作与产业升级更为有

效与顺利。这样的三核心驱动模式天然

就带着强大的共享基因，必然能将整个

大湾区打造成开放、共享和创新的世界

级城市群。

以粤港澳大湾区发展为契机，充分

利用香港、澳门国际地位和珠三角的

腹地资源，引领大湾区进一步参与全球

经济活动和国际竞争，打造世界级城

市群，将能更好地服务于国家“一带一

路”战略的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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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格斯研究部Vigers Research

威 格 斯 为 皇 家 特 许 测 量 师 学 会 的

Registered Valuer，提供专业资产评估、

产业测量、建筑顾问及设施管理等服务，于

环球物业市场均享负盛名。

Vigers, t h e re g i s t e re d v a luer  o f 

the Royal Institution of Chartered 

Surveyors(RICS), is renowned in global 

real estate market for its professional 

a s s et va luat ion,genera l  prac t ic e 

surveying, building consultancy

and facilities management etc.

李克强总理在年度工作报告中宣布，

今年中央政府将制定粤港澳大湾

区（大湾区）的计 划，推动区域经济发

展，令近日大湾区的前景引起热话。

大湾区是由广州、深圳、珠海、佛

山、中山、东莞、肇庆、惠州和江门九个

广东城市及香港和澳门两个特别行政区

所组成的城市群。如果11个城市能够成

功合作发展，大湾区将成为可与纽约、三

藩市、东京等国际一流湾区比肩的世界

级城市群。然而，大湾区的发展亦会面

临不同的挑战，如体制和文化上的差异，

克服这些挑战需要周详的规划。

虽然大湾区的发展从规划到实行

需要多年的时间，但目前我们可以看到

大湾区的发展潜力很大。由于大湾区的

交通网络越来越成熟，某些地区的房地

产在短期至中期有升值潜力。例如深中

通道完成后，深圳至中山的车程将由两

小时缩短至20-30分钟。由于深圳的楼

价非常高，料许多在深圳工作的人会搬

到中山居住。由于中山楼价仍处于较低

大湾区楼市展望

水平，只有深圳的五分之一左右，所以有

很大的上升空间。

虽然广深港高铁和港珠澳大桥接

近竣工，并将为大湾区带来更便利的交

通网络，但我们预计广州和珠海的楼

价不会有很大升幅，因它们已处于高水

平，深圳的情况更甚。这些城市的楼价

短期内预料会保持稳定。另外，惠州计

划将五条深圳地铁路线连至惠州。如果

计划获国务院批准，惠州会是另一个值

得留意的市场。

现时大湾区发展规划工作已启动，

力争打造成为世界上规模最大、最重

要的城市群之一。同时，「一带一路」政

策出台，对在香港从事专业服务的企业

带来机遇。威格斯是一间历史悠久的房

地产咨询公司，主营业务包括资产评估

及估值、房地产可行性研究、建筑顾问

等。公司今年为「一带一路」成立了专

责部门，为有意到「一带一路」国家和

地区投资的企业提供顾问服务。

近年来，「一带一路」建设为威格

斯带来了不少新业务，许多客户在柬埔

寨、泰国、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国投资

置业。威格斯亦看好大湾区的发展空

间，正在谋求与当地政府和企业建立业

务关系。两项政策出台是香港难得的发

展机遇，我们应抓住机会，在当中找寻

有潜质的投资机会，同时也发挥在专业

服务、金融服务等方面的优势。

资料由威格斯研究部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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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9日，由世界中餐名厨交流协会

主办的2017世界厨王“李锦记杯”

争霸赛在深圳世界之窗隆重开幕。李锦

记酱料集团中国区总裁谢天乐前往现

场观摩赛事，给来自世界各地的参赛队

伍加油打气，并接受了记者的访问。今

年是世界厨王争霸赛开办迄今的第11

个年头。一直以来，李锦记都积极参与

并持续支持这一烹饪届盛事，致力发扬

中华优秀饮食文化。本次比赛，李锦记

除冠名支持外，还为所有参赛选手提供

了丰富的李锦记调味品、并在比赛场地

进行厨演活动。

1888年，李锦裳先生在广东省南

水 发明了蚝 油，创办了李 锦记。经 过

129年的发展，李锦记从一个只生产蚝

油和虾酱的小作坊，发展成为如今拥有

220多款产品、产品远销100多个国家

和地区的跨国酱料集团。作为香港商会

的会员企业，多年来，李锦记不仅活跃

在粤港两地的经济大舞台上，还凭借优

质美味的产品，将中华优秀饮食文化传

播到世界各地。

在谈到“李锦记为什么会冠名本次

世界厨王争霸赛”时，谢天乐说：“本次

大赛是深圳建市30余年来首场大型国

际烹饪赛事，也是自该赛事举办以来，

规模最大、水平最高的一次厨王盛会。

来自全球几十个国家和地区的顶级中

餐厨师来到深圳一决高下，争夺世界中

餐厨王桂冠。”

谢天乐表示，“李锦记的使命是‘发

扬中华优秀饮食文化’，并致力于通过

各种方式践行这个使命。李锦记与世界

厨王争霸赛结缘颇深，从2011年起就多

次参与世界厨王争霸赛，而2015年上海

世界厨王争霸赛和今年的深圳世界厨王

争霸赛，李锦记更是独家冠名比赛，鼎

力支持这一世界中餐烹饪届的盛事。”

“除了积极支持各项国际顶级烹饪

赛事之外，自2014年起，李锦记每两年举

办一次青年厨师中餐国际大赛，汇集10

多个国家的青年厨师精英参与，推动中

国餐饮和国际饮食文化交流，把中华饮食

文化的细致美味薪火传承，扬威国际。”

“李锦记如何在保持百年品牌优

势的同时，创新发展产品？”对于这一

问题，谢天乐笑道，“这是因为在李锦

记，没有守业，只有永远创业。”谢天乐

向大家讲述了李锦记发明蚝油的小故

事，同时表示李锦记没有在“蚝油发明

者”的光环下固步自封，而是不断了解

消费者的需求和顺应时代的变化，先后

创新推出“李锦记蒸鱼豉油”、“李锦

记XO酱”、“李锦记豉油鸡汁”等经典

产品。“此外，李锦记还根据不同市场

的特点和标准，适应当地消费者的口味

开发更为本地化的新产品。‘薄盐醇味

鲜’健康系列酱油，‘焙煎芝麻色拉汁’

等新产品，都得到消费者们的喜爱。这

些创新之举也为李锦记的长足发展打

下坚实的基础。”

在近一个小时的访谈中，谢天乐谈

到李锦记的方方面面时都如数家珍，记

者不由好奇谢天乐是如何与李锦记结缘

的？原来谢天乐加入李锦记已经有16年

了，回忆起当年为什么加入李锦记时，谢

天乐充满感情地回答：“因为李锦记让

我满怀亲切感”，“这种亲切感源自于儿

时的味觉记忆，当年父亲教给我的第一

道菜，就是使用李锦记蚝油烹制的不辣

的麻婆豆腐。”所以，对谢天乐来说，李

锦记的味道，就是家的味道。

2017世界厨王“李锦记杯”争霸赛
李锦记酱料集团中国区总裁谢天乐访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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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DC SmartBiz HKCCC-GD
Size: 210mm x 142.5mm
Bleed Size: 216mm x 148.5mm
L: 14.1mm     X: 5.33 mm
Date: 27 Oct 2017

购票热线 Tele-ticketing:（852）2947 7888
网上购票 e-Ticketing: www.mtr.com.hk/throughtrain

为配合铁路车站更名安排，由2013年6月20日起，东莞（常平）站将更改为常平站。

To align the mainland railway authorities'arrangement on station renaming, the existing 
Dongguan（changping）station will be renamed as changping station wit h effect 20 June 2013.

以下资料若有修改，请以车站公布为准。

Please refer to station notice for the latest information.

广九直通车每日12班来回 
12 pairs of Guangzhou-Kowloon Through Trains Daily

红磡→常平/广州东
Hung Hom →Changping /Guangzhou East 

   北行车次 Northbound Train No.         红磡开Depart Hung Hom          到常平Arrive Changping        到广州东Arrive Guangzhou East                 

                         Z810                                                     07:25                                    08:37                                           09:24

               Z824  (广九通Ktt )                                    08:15                                    09:25                                           10:12

                         Z820                                                      09:24                                            10:36                                           11:23

                         Z804                                                      10:52                                            12:04                                           12:51

                         Z808                                                      11:32                                                 -                                              13:26

                         Z814                                                      12:23                                                 -                                              14:17

              Z826（九广通Ktt ）                                       13:11                                             14:21                                           15:08

                         Z818                                                      14:32                                            15:44                                           16:31

                         Z810                                                      16:35                                            17:47                                            18:34

              Z828（九广通Ktt ）                                       18:00                                            19:10                                           19:57

                         Z816                                                      18:44                                            19:56                                           20:43

                         Z802                                                      20:01                                            21:13                                            22:00                

  南行车次Southbound Train No.     广州东开Depart Guangzhou East      常平开Depart Changping         到红磡Arrive Hung Hom               
                         Z801                                                      08:19                                            09:03                                           10:17

                         Z807                                                     09:04                                           09:48                                           11:02

                         Z813                                                      09:55                                            10:39                                           11:53

              Z823  (九广通Ktt )                                          10:37                                    11:21                                            12:33

                         Z817                                                      12:03                                                -                                               13:56

                         Z809                                                     14:04                                            14:48                                    16:02

              Z825  (九广通Ktt )                                          15:38                                            16:22                                            17:34

                         Z815                                                      16:14                                             16:58                                            18:12

                         Z803                                                      17:33                                            18:17                                             19:31

                         Z819                                                      18:20                                            19:04                                            20:18

              Z827  (九广通Ktt )                                          20:30                                            21:14                                            22:26

                         Z811                                                      21:32                                                 -                                               2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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祖籍广东南海的丁伟杰是香港第一

代全职专业体育评述员，在无线、

有线、亚洲电视、ESPN服务后，因缘际

会，辗转加入广州电视台，从2002年世

界杯以借将身份开始，到后来投入广州

电视台竞赛频道，并以广州为家。

丁伟杰形容这样的转变，让他感到

很幸福，因为能以喜欢的事作为事业，

并得以全面发展。在广州的发展，以位

于越秀的广州电视台为支点，因此对越

秀区的“老广文化"和广州话，有一种特

别的感情。

在广州发展初期，丁伟杰在粤、港

两地来回跑，先后住在两家越秀区的五

星级酒店，酒店咖啡室的咖啡、茶居的

点心、炖奶、东风东路上的驰名食府都

是丁的最爱。爱跑步的丁伟杰也会去华

侨新村的花园，对那片闹市中的宁静留

下深刻印象。

在建设六马路上的运动酒吧，丁有

一批非洲友人粉丝，他们都是通过在电

视看球而认识丁伟杰的。讨厌种族歧视

的丁伟杰表示，在这区内体会到广州作

为国际大都会对不同种族人士的包容，

也让他特别喜欢广州。

越秀人的广州话情怀，也让丁伟杰

动容。有一次，他应邀到北京接受一家

网上媒体的采访，并用广东话来评述一

段足球比赛片段，让观众更直观地体会

广州话与普通话的分别。那段访问上线

后，很多广州的朋友给他打电话，感谢

他在推广广州话的努力。这件事让丁伟

杰感觉到自己慢慢融入为广州人。

2011年，丁伟杰开办了自己的运动

餐吧，实 行与粉 丝、球 迷的更 直 接互

动。由于有一定的知名度，越来越多客

户找他做代言、特别是有关足球的活

动宣传，于是又开始了自己的工作室，

专门接青训、公司培训、企业形象等工

作。

丁伟杰觉得，越秀区政 府 部门对

中小企业照顾得很好，会按照公司的情

况，指导应该申请甚么样的证照，慢慢

地，他的工作室具备了广告公司应具备

的资质。

精彩评说获赏识		回流广州觅幸福

从念大众传播到担任体育评述员，

丁伟杰一直从事这行业，对于在广州的

发展，他心怀感激。因此，从2017年开

始，他会与恤孤会合作，组织健行筹款

活动，希望能做一点事，回馈这个让他

有良好发展的社会。

专访丁伟杰
采访、撰文_凌伟文

CONTACT 029

Life in Guangzhou香港人在广州



您独一无二的广告宣传平台

信息丰富 精准到位

 渗透各在粤港企港人

直达本地政商企

赠阅派发范围广

宣传效果佳

在商会多元化的信息推广中，《CONTACT》得到会员们高度认同，最受会员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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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于1880年（光绪六年），距今已有

137年历史，是广州饮食业中的老

字号之一，也是广州最有名气的茶楼之

一，曾是各方文人雅士、名人商贾聚首

之地。维新名仕康有为亲题“陶陶居”

这三个字，寓意来此品茗“乐也陶陶”。

陶陶居于1993年被国家授予“中华老

字号”称号。1998年经批准为“国家特

级酒家”。2005年6月被公布为广州市

登记保护文物单位。

作为横跨三个世界的中华老字号，

“陶潜善饮，易牙善烹，饮烹有度；陶

侃惜分，夏禹惜寸，分寸无遗”已成为

老广人心中陶陶居的标志。

陶陶居
老字号走出西关，广式点心迈出广东

“ 老 字号 的 价 值 在于 老，出路 在

于新”。陶陶居作为老字号已于2015年

走出老西关，从“第十甫 ”落户到天河

区CBD,让更多消费群体更便利地“叹

茶”，随时随地体验老西关早茶风味。陶

陶居更于今年1月走出广东，进驻福建厦

门，坚持做正宗粤菜，将一盅两件的广

式早茶文化弘扬各地。广式点心，用料精

博，品种繁多，款式新颖，口味清新，制

作精细，咸甜兼备，令人回味无穷。

现时的陶陶居，是传统与时尚、科

技、文化的深度结合，将传统广府饮食

文化与现代餐饮理念相互融合，让百年

老字号焕发生机。

粤
·
寻
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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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着“莲蓉第一家”之称的莲香楼

是一间百年老号，创立于清光绪

25年(1889年)，门前金漆牌匾上的「莲

香楼」三个大字，是当时名士陈如岳的

手迹。1993年莲香楼被授予「中华老字

号」称号，位于上下九第十甫路67号的

莲香楼总店，于2005年6月被列为广州

市文物保护单位。百多年来，莲香楼承

载着丰富的文化和历史内涵。

莲香楼是传统饼食的生产、销售企

业，还经营酒家、食品工厂、贸易、食品

连锁店等。闻名的有嫁女饼、老婆饼、

合桃酥等等，皮酥馅香的馅饼也是莲

香楼的代表性食品。莲香楼还是“老广

州手信”系列产品的代表企业，月饼和

馅料两大品类素有“广式月饼鼻祖”和

“莲蓉第一家”的美誉，深受海内外顾

客的欢迎。

莲香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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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月拜访：广州正佳万豪酒店  曹承模总经理
5 月拜访：广州十甫假日酒店  谢肇浩总经理
7 月拜访：广州仲量联行物业服务有限公司  
 马炜图广州商业地产部总监
8 月拜访：广州陈李张黄广告有限公司
8 月拜访：第一太平戴维斯物业顾问（广州）有限公司 
 林木雄 华南区董事长
9 月拜访：荣誉会长、得利钟表集团梁伟浩董事长
9 月拜访：名誉会长邓朱锦韶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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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您也希望与我们见面交流，欢迎与秘书处

联络。

电话：(020)8331 5103

电邮：sophia@hkcccgd.org

会员拜访

为与各位会员加强沟通交流，2017

年起，香港商会专责会员事务委

员会的成员开始邀约前往拜访各位会

员，加深认识的同时了解各位对商会的

建议和意见。感谢以下各位会员朋友抽

空与我们交流。

CONTACT 036

REVIEW 精彩瞬间



会员推荐计划
Member-get-member
成功介绍一位新会员加入，即
可获得价值100元的商会活动
代用券。赶紧行动！

＊此次活动仅限中国香港（地区）商会—广东会员参加。

＊新会员须于“会员申请表格”内填好“推荐人资料”确认推荐人身份。

＊所有细则以香港商会所定为准，商会保留随时更改细则权利及最终解释权。

推荐细则

Lily Fu是轻奢礼盒糕点品牌【YING莹】的创始人，拥有30

多年的家族烘焙经验。作为新锐礼盒糕点品牌。【YING莹】

致力于提供专属的精致糕点伴手礼。服务于多家企业，包括

有：现代传播优家荟、滨海金控、江苏金陵江南大饭店、丽思

卡尔顿酒店等等。

傅凯莹（LILY FU）

广州铂沃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广州铂沃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拥有强大、过硬的团队。铂沃是

旗下香氛空气净化器/香氛机品牌，致力于健康空气技术，为

住宅地产，商业机构等提供全套的空气治理及香氛服务。我

们在空气净化的基础上创新结合健康香氛技术，从而实现了

香氛空气净化技术。不仅仅实现空气的净化，更重要的是加入

了疗养的功效。我们希望借由我们的优势去创新更多健康产

品，让人们发现空气，爱上呼吸。

公司代表 / 梁敬漳先生

公司电话 / (+86)138 2614 6336

电邮 / bvoit@bvoit.com

地址 / 广州市海珠区新港东路石基路534号-B

公司代表 / Markus Kosch

公司电话 / 020-3739 2222

传真 / 020-3739 2322

电邮 / canxw.res@conradhotels.com

地址 / 广州市天河区珠江新城兴民路222号

Conrad Guangzhou 广州康莱德酒店

广州康莱德酒店坐落于广州CBD珠江新城，环绕在大型高档

商业综合体中，拥有309间客房和套房，三间风格各异的餐

厅、一间酒吧和一间酒廊。酒店周边交通方便，地铁站、公交

站顺步可至。酒店致力在这座交融着各地文化的城市中打造

出一个独具匠心的“蔚然绿洲”，旨在向来自全球的商务和休

闲旅客提供包罗万有和独具灵感的精彩体验。

深圳市口岸中国旅行社有限公司

深圳市口岸中国旅行社有限公司成立于1950年（简称：口岸中旅）,

下属有深圳近100家营业部、国内10多家分公司，年平均接待服务

过往游客2000万人次，综合服务能力近15年连续稳居深圳同业之

首，是全国百强国际旅行社、国民旅游休闲示范单位、台湾游第一

品牌、广东省企业500强、文明旅游先进单位、深圳知名品牌、深

圳老字号企业，也是深圳市委、市政府授予的“文明企业”。

公司代表 / 冯梅雯先生

公司电话 / 0755-8234 6466

传真 / 0755-2558 7709

电邮 / 3001042765@qq.com

地址 / 深圳市罗湖区和平路1043号华侨大厦

 三楼口岸中旅三楼研学中心

公司法人代表 / 温乐天先生

公司电话 / 020-3893 3888 

公司传真 / 020-3893 3989

电邮 / pr@vaperse.com

地址 / 广州市天河区珠江新城金穗路5号

威珀斯酒店
威珀斯酒店是佛奥集团旗下按国际五星级标准打造的豪华商务

酒店。地处广州珠江新城CBD中轴核心区域，毗邻东西塔、广州

塔、广州火车东站。距离琶洲会展中心15分钟车程，机场45分

钟车程。威珀斯酒店以“为客人提供极致享受”为理念，与国际

知名的“金钥匙”联盟合作，为宾客提供尊贵幽雅、贴身管家式

的卓越服务，着力打造具有独特品味的豪华商务酒店。无论休

闲度假、商务洽谈、宴请、会议，都是您理想的居停之所。

电话 / 020-38857683

电邮 / 3414840784@qq.com

地址 / 广州市天河区珠江新城高德置地

 冬广场H座15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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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宾大合影
彭浩贤会长介绍《庆祝香港回归祖国 20 周年特刊》

香港政府驻粤经贸办邓家禧主任致辞
活动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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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29日，香港商会-广东在文华东

方酒店举办了庆回归联谊酒会，藉

此与150位各界来宾共同庆祝，祝愿香

港明天会更好。与此同时，集十地区香

港商会之力共同编制的《庆祝香港回归

祖国20周年特刊》在活动上发布，我们

希望让各位来宾朋友透过该特刊能更

进一步了解香港商会的情况。此活动还

得到得利钟表赞助SAGA世家表香港

回归20周年纪念版手表作为抽奖礼品，

极具纪念价值，意义非凡。

粤港商界庆回归联谊酒会

REVIEW 精彩瞬间

CONTACT 038



05-08
09-30

 企业家交流环节 企业家交流环节
现场来宾欢乐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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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警察乐队前来助阵成就展开幕式。

一众主礼嘉宾主持开幕仪式。

理事局成员代表与嘉宾于晚宴上合影。

香港商会代表与张建宗司长（右四）合影。

香港商会代表与聂德权局长（右三）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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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是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20周

年的大日子。为庆祝香港回归祖国

20年，香港特区政府早前在北京中国

国家博物馆举办“香港回归祖国二十周

年”成就展。此成就展览于8月25日至9

月3日移师至广州太古汇举行，透过丰

富的影片、立体模型及照片，展示香港

作为国际大都会的魅力，介绍20年来

的成就及在经济、社会、文化、创意、旅

游、环保各方面的发展，以加深广东民

众对香港的认识。

8月25日下午，成就展开幕仪式由

香港政务司张建宗司长担任主礼嘉宾，

香港政制及内地事务局聂德权局长也一

同参与了当天的活动，广东香港商会部

分理事局成员代表参与了本次开幕式，

并与司长及局长一同参观了成就展。庆

祝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二十周年晚宴于

同一天晚上在君悦酒店举行，现场数百

位粤港政商界来宾济济一堂。

香港回归祖国二十周年——同心创前路		掌握新机遇
成就展及庆祝晚宴

CONTACT 0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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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流会现场
交流会开始前，三主办机构代表接受
媒体采访
香港商会彭浩贤会长回答现场媒体的
提问
（左至右）香港商会彭浩贤会长、驻粤
办邓家禧主任、广东省商务厅毕惠阳副
巡视员和香港贸发局华南首席代表吴
文慧女士一同主持《名册》开幕式
企业交流环节上彭浩贤会长（右一）担
任客席主持人
问答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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粤港服务业交流会于8月29日下午

在广东省商务厅礼堂举办，本次

活动由香港特区政府驻粤办、广东省商

务厅、香港贸发局及中国香港（地区）

商会-广东联合举办。活动邀请到多位

资深行业代表担任演讲嘉宾，与200多

位来宾们分享服务贸易的情况。

《 2 0 1 7 年 在 粤 香 港 服 务 业 企

业名 册》在 交 流 会上 同 时 发布，《名

册》今 年 已 经 是 连 续 第 四 年 编 印，

共收录10 0 0家在粤香港服 务业 企 业

的 联 络 资 料，为 在 粤 香 港 服 务 业 企

业 提 供 免 费 宣 传 平 台。欢 迎 各 位 向

香 港 商 会 秘 书 处 索 取 印 刷 版，或 浏

览官网进行 便 捷搜索http://www.

hkservicedirectoryingd.gov.hk。

粤港服务业交流会暨《在粤香港服务业企业名册》发布会

CONTACT 0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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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访现场
广州市国税局及天河区国税局的领导出
席座谈
刘慧诗副会长致辞
陈建荣常务理事致辞
会员代表现场提问
天河区国税局领导现场解答提问
了解办税大厅办事流程
了解办税设备的使用情况
来宾大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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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让会员们更了解地方税务局的

运作情况，同时了解港人在国内的

各项税赋问题，香港商会得到广州市地

方税务局领导的支持和协调，组织会员

一行前往拜访了广州市天河区地方税务

局进行交流及参观，让会员朋友更了解

办税流程及各项便捷服务。

虽然23号下午是天河区地税局的

内部学习时间，但在市地税局领导的协

调下，市地税局国际处处长及区地税局

两位副局长连同多位处科代表一同参与

了会议，务求能更好地解答企业代表们

现场提出的税务问题。座谈后，会员们

前往一、二楼办税大厅进行参观，了解现

时网络办税的最新操作情况。

参观拜访天河区地方税务局

CONTACT 042

REVIEW 精彩瞬间



9月15日，香港商会在深圳四季酒店

举行了庆回归联谊酒会，与深港两

地会员、各友好机构、在粤商界代表一

同交流联谊。让我们为祖国、为香港一

同举杯，共同祝愿祖国繁荣昌盛，香港

更美好辉煌。感谢各位的到来和赞助商

们的支持。

粤港商界庆回归联谊酒会·深圳

随着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推进，推

动了粤港澳的深化合作，为了让大

家更了解自贸区的新机遇，9月14日香港

商会连同广州外商投资企业商会、广州

市工商联共同举办珠海横琴参观交流

活动，一行三十人参观了横琴展厅与横

琴新区负责人会面，了解到横琴最新的

优惠政策及加深了解。午后还参观了珠

海银隆新能源有限公司，借此深入了解

新能源产业的发展。

珠海横琴参观考察团

参观珠海横琴展厅。

参观珠海银隆新能源有限公司。

CONTACT 0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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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16日，香港商会的Happy Hour

来到天汇广场的LIAN尚莲举行。

在六楼酒吧开扬的平台外面，小蛮腰的

霓虹灯闪闪生辉，珠江美丽的夜景在灯

光下徐徐展开......精美小食+广州美景的

组合，让会员们度过一个轻松愉悦的晚

上。

会员聚会Happy	Hour

6月9日，香港商会在深圳四季酒店

举办了一场品酒活动。本次活动，我

们得到君兰酒业、莹食力和恒生银行的

赞助支持。从品酒班到晚宴，20多位来

宾一共品尝了十多款葡萄酒，同时了解

葡萄酒文化。

品味葡萄酒晚宴@深圳

CONTACT 0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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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员聚会Happy	Hour

6月的会员聚会我们来到广州圣丰索

菲特大酒店巴黎8号酒吧，在别致的

环境、美味的食品和贴心的安排下，与

各位会员度过轻松的一晚。期间我们还

邀请到美女品酒师与来宾一同分享威士

忌的相关知识，现场还让来宾亲自调校

威士忌饮品，增添乐趣。

每月一聚的Happy Hour，于7月19

日来到广州花园酒店。在大堂吧

全新装饰的环境中，细品美食，浅尝美

酒，互动交流， 其乐融融。

7月会员聚会
HappyHour

CONTACT 0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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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香港（地区）商会-北京

活动回顾

各团友包容和体谅，让我们一起开开心心的走到今天，希

望我们都带着满满的经历和体会平安回到香港。时间有

限，我们不能一一向各位表达谢意，但我们衷心感激每一

位的帮助，每一位宝贵的分享，都让我们获益良多。」

暑期实习计划

香港岭南大学同学代表在总结会的发言：

「林副会长、萧副会长，唐副会长，何总干事，张主

任，钟先生，执委代表、各位领导们您们好，我们是岭南

大学大中华暑期实习计划北京团团长，我们想代表我们

的团友在这表达一些感谢。时间过得很快，我们在北京

待了一个多月，明天就要回香港了，在这我们希望向中国

香港(地区)商会，表达我们的谢意，感谢商会各会长、执

委同事帮我们协调不同机会，让我们学习，安排不同的

活动，让我们开阔我们的眼界，了解更多我们从课堂上了

解不到的事情，我们也感谢不同公司的领导们，在工作

中指导我们，照顾我们，让我们能向大家学习。还有，我

们想感谢钟先生为我们的实习计划做了不少的工作和安

排，让我们得到这次难能可贵的经验。我也想感谢我们

《庆祝香港回归20周年中港同乐日·东亚银行体育嘉年华会》

为庆祝香港回归20周年，中国香港(地区)商会一年

一度的体育盛事，主题特別定为《庆祝香港回归20周年

中港同乐日·东亚银行体育嘉年华会》，并加入了多项庆

祝香港回归祖国20周年的元素，以资纪念和表达商会对

香港回归祖国20周年的美好祝愿。

 以促进中港两地友谊目的、为在内地港人港企提供

体育文化活动为目的体育嘉年华会盛事于2017年6月10

日 (星期六) 在北京的李宁中心举行，多位中港两地政府

官员和嘉宾出席了这次活动。

一起走过的日子

京港同庆香港回归20周年活动的“一起走过的日

子”- 房地房行业鸡尾酒会和分享晚会在一片热闹的欢

笑声中开始, 当晚出席活动的政府官员和组织代表除香

港特别行政区驻京办署理主任苏翠影女士、香港旅游发

展局华北-东北区高级经理/驻北京首席代表鲁昭仪女

士和中国香港(地区) 商会会长赵伟见先生外, 还包括多

间香港房地产发展商的代表参加。

CONTACT 0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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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香港（地区）商会-上海

参加“行政长官与在沪港人会面交流”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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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22日，香港商会（上海）很荣幸应香港特区政府驻

上海经济贸易办事处邀请，参加“行政长官与在沪港

人会面交流”活动。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女士，政制及内地

事务局局长聂德权，行政长官办公室主任陈国基一行出

席。香港商会（上海）荣誉会长吴思远、杨荣燊、关达昌，

名誉会长潘慰女士及商会执委会成员出席交流会。

林郑月娥表示，现时国家经济发展、对外开放政策

“一带一路”建设，为港人在内地发展提供更多机遇。特

区政府会继续透过驻内地办事处协助在内地的港人，并

于中央有关部委跟进落实一些便利港人在内地学习、就

业及生活的具体措施。

香港商会上海会长李剑锋介绍商会，并提出建议：

（一）开拓更多商机

1.国家“一带一路”倡议为企业发展提供广阔空间

及新机遇。在沪的不少港商对国家“一带一路”政策十分

感兴趣，希望特区政府可以搭建更多平台，让大家有更

多参与机会，助力“一带一路”建设与发展。

2.许多在沪港商业务遍布全国，区域总部设立在上

海。在沪港商当中也有不少中小企业，他们在业务开拓

上难免会遇到一些困难，希望能有机会在特首或司长带

领下，组成代表团到内地不同城市考察、接触内地政府

领导与企业家，开拓商机、合作共赢。

（二）商业政策

CEPA让港商有一定发展，但在某些业务范围内仍

有不少限制。比如金融领域，港资银行在上海等同于外

资银行，以致于业务发展空间相对狭小。希望能推进港

资银行在大陆的优惠政策。

最后李会长还向行政长官特别介绍了由香港商会牵

头，作为庆祝香港回归20周年的“万众一心”活动，从艺

术、音乐、美食等多方位演绎了“香港心，中国心，万众

一心，心连心”的活动宗旨。

晚上，林郑月娥一行出席庆祝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

二十周年晚宴。香港商会出席人员：荣誉会长吴思远、杨

荣燊、张伟恩、关达昌，名誉会长罗家顺，会长李剑锋以

及商会资深会员等26人。整场晚宴出席人数超过200人。

林郑月娥致辞时表示，香港与上海，以及华东四省

渊源深远、交往频繁。无论在经贸、文化、教育和青年

交流各方面均保持非常紧密的合作和联系。她说：香港

是个以服务业为主的商业枢纽，汇聚全球的专业人才，

也是国际金融、贸易及航运中心，而上海亦是内地的经

济、金融、贸易及航运中心。我相信沪港两地可以发挥

各自强项，充分发挥优势互补，成为“一带一路”沿线的

重要节点城市。香港和华东四省也可以在不同领域上充

分善用各自不同产业上的优势，互惠互利，共创双赢。

行政长官致辞
祝酒
包玉刚学校小朋友歌唱表演
左起：荣誉会长张伟恩、吴思远；会长李剑锋；荣誉会
长关达昌、杨荣燊
左起：香港特区政府驻上海经济贸易办事处主任邓仲敏；

商会副会长陈詠东、张艳；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商会名誉
会长正大集团副董事长罗家顺
执委会成员

香港商会与会者合影
前排左六：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聂德权
前排左七：荣誉会长 东亚银行有限公司财富管理处大中华
市场总监 关达昌
前排左八：荣誉会长 UME 国际影城董事长 吴思远
前排右五：名誉会长 味千（中国）控股有限公司董事长 潘慰
前排右六：荣誉会长 沪港联合控股有限公司独立非执行董
事 杨荣燊
行政长官与执委们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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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香港（地区）商会－武汉与香港特别行政区政

府驻武汉经济贸易办事处（驻武汉办）联同武

汉市人民政府于7月25日举办「武汉市政府与港资企业

代表座谈会」（座谈会），以提供机会予在武汉市营商

的港资企业与政府部门直接沟通，共同探讨有关武汉

市营商环境的议题，寻找新的发展机遇。

武汉市人民政府副秘书长涂山峰先生、香港特区

政府驻武汉办主任谢绮雯女士、中国香港（地区）商

会－武汉会长谢俊明先生、武汉市招商局、武汉市发展

和改革委员会、武汉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武汉市经济

和信息化委员会、武汉市金融局等多个政府部门代表

出席座谈会。

谢会长谈到，为发展成为高水平的小康社会，武

汉市政府要为香港企业营造良好的投资环境，需要做

到三个心：精心、细心和耐心。精心指的是精心准备，

周密策划，注意政策法规的连续性操作；细心指的是

给予港资企业相关政策机制，要做到“放水养鱼”；而

耐心则指的是政府要为港资企业在武汉市营商创造

好环境，耐心扶持帮助他们健康发展。

武汉香港商会与驻武汉办已连续多次举办同类型

座谈会。今次座谈会共有接近50名当地港资企业代表

参加，就上述议题与各政府部门代表积极交流。

武汉市政府与港资企业代表座谈会

中国香港（地区）商会-武汉中国香港（地区）商会-天津

天津盛事日

9月14日天津盛事日，中午香港特区政府驻天津联

络处正式开幕，由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聂德权

联同天津市副市长赵海山，驻京办主任傅小慧，天津

市港澳办副巡视员曹汉军，市委统战部副部长王禹，

驻津办事处主任陈可舒，举行揭幕仪式暨庆祝香港特

别行政区成立二十周年午宴。香港商会天津会长杨亮

贤及名誉会长王甦率领天津各副会长及执委出席此

盛会，同日下午参与回归祖国二十周年成就展。晚上

还参与香港主题电影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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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香港（地区）商会-武汉

2017年8月31日，「一带一路」舟山-香港合作发展研

讨会于舟山举行。香港商会-浙江会长欧镇江先生

率领商会代表团一行30余人，与舟山150多家优秀企业

就舟山香港如何拓展海外市场及海事服务合作进行了深

入研讨与交流。

本次研讨会由中国香港（地区）商会-浙江联同香港

贸易发展局、浙江省人民政府港澳事务办公室及中国(浙

江)自由贸易试验区管理委员会主办。浙江省人民政府港

澳事务办公室副主任陈江风先生，香港贸易发展局浙江

代表王斌先生，舟山市人民政府副市长、浙江舟山群岛

新区管委会副主任、中国(浙江)自由贸易试验区管理委员

会副主任许小月先生及舟山市有关部门领导莅临出席。

在研讨会上，来自香港的6位嘉宾分别就企业如何利

用自贸区跨境金融服务开拓国际市场、香港法律服务助

力内地企业海外投资、如何设立香港公司架构及税务筹

划、借力“一带一路”，香港海事法律服务携手港航企业

“走出去”、舟山港船航企业的赴港上市融资及香港海事

保险业发展现状及内地航运企业拓展“一带一路”的风

险管理主题作精彩演讲，并现场互动交流，气氛热烈。

在舟山市人民政府及中国(浙江)自由贸易试验区管

理委员会的精心安排下，香港商会一行人分别对浙江舟

山群岛新区城市展示馆、舟山港综合保税区、舟山航空

走进舟山自贸区

产业园和波音737完工及交付中心项目实地考察参观，并

透过中国(浙江)自由贸易试验区政策说明会对舟山有了

深入认知。

透过本次活动的成功举办，港方代表进一步了解了舟

山的经济发展、投资环境，自贸区的建设情况、项目规划。

日后，希望能够实现两地优势互补，富有成效地推动舟山在

「一带一路」建设下，切实有效地实施“走出去”战略，逐

步开拓国际贸易市场，共创双赢。

2017年8月23日，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

一行访问浙江。当天下午，在特区政府政制及内地事

务局局长聂德权、行政长官办公室主任陈国基、驻沪办

主任邓仲敏及驻浙江联络处主任廖凤娴陪同下，这位祖

籍浙江舟山的行政长官专门与在浙江省工作、经商和读

书的香港人会面。香港商会-浙江会长欧镇江携手商会

领导成员及会员共40多人应邀出席。

见面会上，身穿精致套装，看上去温婉干练的行政

长官林郑月娥亲切地与来宾一一握手，致以亲切的问

候，并作开场发言。

林郑月娥表示，近年来，香港与浙江的联系越来越

香港特首林郑月娥会见商会会员，肯定港商对两地交流贡献 
中国香港（地区）商会-浙江

紧密，合作发展取得了巨大成绩。特区政府愿与浙江在

科技、教育、金融、旅游等领域进一步加强合作，携手发

展。同时，特区政府正积极落实习主席在香港的讲话精

神，与内地多个部门配合，研究出台便利香港同胞在内

地学习、就业、生活的具体措施，为香港同胞到内地发

展提供更多机会。同时，也将加强与在浙香港青年学生

的交流。

随后，行政长官在香港商会-浙江会长欧镇江陪同

下，与在场港人逐一交谈，用心聆听其在浙就业、就学、

发展和生活情况，并就他们提出的问题耐心解答。

最后，林郑月娥与香港商会-浙江会员、在浙青年学

生合影留念，为这次见面会画下温暖的句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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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8月1日中国香港（地区）商会-沈阳领导与

来沈参观学习的香港教师学生团共进午餐。午餐

开始前，商会会长张立先生代表商会执委致欢迎辞，

欢迎香港教师学生团来沈交流学习，希望以后有机会

能够经常开展两地的文化交流。商会副会长陈耀豪先

生也与学生交流，向他们介绍沈阳的特色文化，使学

生能够更加深入的了解沈阳。

午宴在欢乐的气氛中结束，希望香港教师学生能

够在沈阳度过美好时光，也希望越来越多的香港学生

能够来沈阳学习交流。

青岛第三届德国啤酒节 香港教师学生来沈，感受沈阳独特韵味

中国香港（地区）商会-沈阳中国香港（地区）商会-青岛

We are very pleased to announce that the 

3rd German Wine festival in Qingdao has taken 

place on Friday 8th of September. Inspired by the 

traditional wine festivals after the harvest, the 

event made you discover German and Austrian 

fine wines and many traditional food delicacies. 

It was located in the spectacular surrounding 

of the sailing harbour on a wooden pier, giving 

the opportunity to take sailing trips along the 

Qingdao coastline directly from the tent. 

The Weinfest, as we call it in German, 

holds also a range of special activities and 

entertainment . It opens with a networking 

event by the AHK together with the QIBA and 

HKCCC on the Friday evening, followed by live 

music programs in the evenings.We are looking 

forward to having you and spend an exciting 

and joyful time together!

我们非常荣幸的宣布第三届德国葡萄酒节已于9月

8日周五晚在青岛成功举行。葡萄酒节的灵感来

源于庆祝传统的葡萄收获。在这里，各位会员品尝到了

德国及奥地利的优质葡萄酒以及各式传统美食。活动

地点位于奥帆中心，从活动现场沿着青岛海岸线进行

帆船游览。活动到场人数三天总共将超过2000人。

葡萄酒节，德语称之为Weinfest，节日期间举行

了一系列有特色的娱乐活动。此次活动是德国商会携

手青岛国际商务俱乐部及中国香港（地区）商会-青岛

联合举办的一个联谊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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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香港商会会员持有效会员卡即可享受下列多家会员企业商号提供的消费折扣优惠。此会员优惠以
会员间互惠互利为宗旨，在向社会提供消费优惠及服务的同时，也提供向商会其他会员推介其优质
的服务及产品的机会。

如各位商会会员希望加入此项优惠活动，藉此推广其产品及服务的，欢迎与商会秘书处联系。

电话：（8620）8331 1653     传真：（8620）8331 2295     电邮：info@hkcccgd.org

酒店

持商会会员卡尊享客房之特别优惠折扣

地址：广州市珠江新城珠江西路12号

电话：（8620）8396 1234-3275

联系人：Ms.Vivian Chan

广州富力君悦大酒店

广州文华东方酒店

广州柏悦酒店

广州正佳广场万豪酒店

广州南丰朗豪酒店

广州花园酒店

广州天河希尔顿酒店

中国大酒店

持商会会员卡尊享客房之特别优惠折扣

地址：广州市天河区珠江新城华夏路16号

电话：（8620）3769 1234

联系人：Ms.Lynne Zhu

广州圣丰索菲特大酒店

高级客房RMB850/晚

豪华客房RMB1050/晚

商务套房RMB1350/晚

（以上房价均需+10%服务费，+6%增值税）

地址：广州市海珠区新港东路638号

电话：（8620）8916 3388

联系人：Mr.Daniel Zhang

豪华客房 RMB1250/晚

文华客房 RMB1550/晚

（以上房价均需+10%服务费，+6%增值税）

Ebony及Jiang by chef Fei享八五折优惠

饼店每日18:00后享八五折优惠

地址：广州市天河区天河路389号

电话：（8620）3808 8834

联系人：Ms.Macy Yang

花园客房RMB800/晚

花园套房RMB1300/晚

行政套房RMB1800/晚

（含一份早餐）

地址：广州市环市东路368号

电话：(8620)8333 8989-3602

联系人：Mr.Brian Choi

豪华客房RMB880/晚

行政客房RMB1180/晚

（以上房价均需+16.6%的服务费与增值税）

地址：广州市天河路228号

电话：（8620）6102 8901

联系人：Ms.May Mui

普通客房 RMB750/晚

高级豪华房 RMB900/晚

行政客房 RMB1200/晚

（以上房价均需+10%服务费，+6%增值税）

地址：广州市天河区林和西横路215号

电话：（8620）6683 9999-3904

联系人：Ms. Bobo Lin

愉悦套餐RMB1439 （净价）

礼遇包括：入住高级房1晚

 2 on 988单人自助早餐

尊享1小时SoSPA with L Occitane水疗中心

单人按摩护理

地址：广州市广州大道中988号

电话：（8620）3819 0871

联系人：Ms. Krystal Ye

豪华客房RMB 730/晚

（以上房价包含16.6%服务费和税费）

地址：广州市流花路122号

电话：(8620)8666 6888-3286

联系人：Ms. Mini Guan

豪华房RMB 1200/晚

（含单人自助早餐及无线上网，

以上房价需+16.6%的服务费与增值税）

地址：广州市天河区珠江新城兴民路222号

电话：（8620）3705 6605

联系人：Ms.Charry Chen

广州康莱德酒店

CONTACT 0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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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花都皇冠假日酒店

广州丹顿行政公寓

广州四季酒店

广州方圆奥克伍德豪景酒店公寓广州中心皇冠假日酒店

高级客房RMB880/晚

豪华客房RMB1080/晚

行政高级客房RMB1280/晚

地址：广州市环市东路339号

电话：（8620）8363 8888-88132

联系人：Ms.Doris.Liu

高级精品客房 RMB850/晚

豪华精品客房RMB930/晚

一居室高级公寓 RMB1340/晚 

地址：广州市天河区体育东路28号

电话：(8620)3883 3883-6805

联系人：Ms.Stephy Tang

持商会会员卡尊享客房之特别优惠折扣

地址：广州市天河区珠江新城珠江西路5号

电话：（8620）8883 3881

      （8620）8883 3211

联系人：Ms.Qiqi.Su

商务一房RMB520/晚

精品两房RMB570/晚

商务两房RMB600/晚

地址：广州市珠江新城海安路2号

（与猎德大道交汇处） 

电话：（8620）8753 2222-8601

联系人：陈兆明先生

持商会会员卡住房可享受8.5折优惠

地址：广州市花都区迎宾大道189号

电话：(8620)3690 0888-8877

联系人：Ms.Sammy He

广州十甫假日酒店

广州海航威斯汀酒店

高级客房RMB618/晚

豪华客房RMB638/晚

商务客房RMB718/晚

地址：广州市第十甫路188号

电话：（8620）8138 0088-8106

联系人：Mr.Vincent Wong

佛山岭南天地马哥孛罗酒店

高级房RMB700/晚

豪华房RMB800/晚

行政高级房RMB980/晚

（以上房价含1位早餐）

地址：佛山市禅城区人民路97号

电话：（86757）8250 1822

联系人：Mr.Gary Gan

东莞松山湖凯悦酒店

凯悦客房RMB780/晚

湖景客房RMB1080/晚

(以上房价均需+15%服务费，不含酒餐）

地址：东莞市松山湖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沁园路

电话：（86769）2289 1234-62212

联系人：Ms. Bernice Du

豪华房RMB1000/晚

(以上房价均需+6%增值税）

地址：广州市天河区林和中路6号

电话：（8620）2826 6808

联系人：Ms.Vivian Ma

佛山罗浮宫索菲特酒店

豪华客房-现代风格RMB650/晚

奢华客房-后现代风格RMB750/晚

地址：佛山市顺德区乐从河滨南路3号

电话：（86757）2881 2222

联系人： Mr. Kenny Yu

佛山希尔顿酒店

商会会员尊享客房含早82折优惠折扣，

参考房价：

希尔顿客房 RMB 474/晚

希尔顿豪华客房 RMB 540/晚

希尔顿行政客房 RMB 605/晚

（以上房价均须+16.6%的服务费和增值税，含单人早餐）

地址：广东省佛山市禅城区岭南大道北127号

电话：（86757）8306 9911

    （86）186 8026 9793

联系人：Mr.Alexander Chen 陈泽先生

CONTACT 052

MEMBERS 会员专区



全单8.8折优惠

地址：广州市竹丝岗二马路62号

电话：（8620）3761 1101

9折优惠

（套餐、海鲜和酒水除外）

地址：广州市建设五马路宜安广场夹层

电话：（8620）8363 4883

Wilber's

美而廉茶餐厅

浅水湾健康会所

君兰酒业

大明企业国际有限公司

饮食

其它

其它

康富来补品店

参茸补品全场9.5折优惠

康富来体检中心

个人健康体检9折优惠

地址：广州市天河区林和西横路219号

康富来补品中心（火车东站景星酒店旁）

电话：（8620）8757 8288/186 2021 4782

联系人：李晓峰小姐

康富来国医馆

Hong Fu Loi Chinese Medical Clinic

8折优惠

五羊新城店地址：广州市五羊新城

寺右新马路北二街30号

电话：（8620）8739 7784

联系人：郑洁伦小姐

帝姿美容SPA

深圳市惠迅旅游有限公司

大兴汽车集团

香港商会会员在香港或国内购买君兰酒业所代理

之全部产品可享8折优惠。

详细请联系：Victor Wong  852-6050-6134 
 微信号：victorwong1206

持商会会员卡可享VIP优惠

地址：广州市天河区林和西路169号健力百合酒店

首层（火车东站威尼国际酒店旁）

电话：（0820）6288 6288

联系人：高伟先生

买一盒Ultrathin 001 12片装

送一盒Nanosilver Ultrathin 001 3片装

优惠码：HKCCCGDFN3

消费地址：www.aonicondoms.com

(有效时间至2017年12月31日)

联系人:Genie Lam

电话：（8620）8370 6060

优惠往返项目：

广州-欧洲  CNY3400起

广州-非洲  CNY3300起

广州-中东  CNY2500起

出票日期：2018年1月31日前

出发日期：2018年2月23日前

地址：深圳市罗湖区人民南路2002号

佳宁娜广场B座2104室

电话：（0755）8885 1130

电邮：FANNY@160hs.com

联系人：Fanny

汽车美容折扣：精致洗车8折、项目9折

租车折扣：9折

尊尚专业汽车护理享受优惠店：

东莞市东城店  电话：0769-2266 1198

东莞市寮步店  电话：0769-8231 6277

东莞市峰景店  电话：0769-2307 2157

观澜湖东莞会所店  电话：0769-8296 2783

观澜湖深圳会所店  电话：0755-2761 0042

佛山岭南天地店  电话：0757-8278 3338

佛山市南海保利西街店  电话：0757-8101 8366

广州市白云店  电话：020-6682 0861

尊尚租车可享优惠之店铺可查询：

服务热线：400-8484-228

CONTACT 0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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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用资讯

常用电话                                                                  广州商务机构

报警                                                      110                       广州市商务委政策法规处               020-8109 5983

火警                                                     119                        广州市商务委服务贸易处           020-8890 2335

电话查询                                                114                          广州市商务委外资管理处               020-3892 0417

紧急医疗救援                                          120                         广州市商务委国际交流处                   020-8104 0749

交通拯救                                                122                         广州市工商局商标处                                   020-8559 6566-1411

广州市长热线                                          12345                   中国广州仲裁委员会                         020-8328 7919

消费者热线                                     12315                      广州公证处                                                 020-8318 3060

中国移动广东公司 China Mobile 10086                    广州市纳税咨询台                                   020-12366

中国联通广东分公司 China Unicom        10010                      广州市审计局办公室                                 020-8377 5016

中国电信广东分公司 China Telecom        10000                      广州市劳动就业服务管理中心             020-8381 0672

中国邮政服务                                          11185                       广州市来穗人员服务管理局                        020-8161 8818

白云机场咨询热线                                    020-3606 6999       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驻粤经济贸易办事处     020-3891 1220 

       

            

银行                                                客服热线                五星级酒店

工商银行（工行）                               95588                     广州富力君悦大酒店                          020-8396 1234 

农业银行（农行）                              95599                       广州天河希尔顿酒店                          020-6683 9999 

建设银行（建行）                    95533                        广州文华东方酒店                        020-3808 8888

交通银行（交行）                                95559                       广州南丰朗豪酒店                            020-8916 3388

中国银行                                          95566                     广州香格里拉大酒店                        020-8917 8888

邮政储蓄银行（邮储）                          95580                       广州粤海喜来登酒店                             020-6668 8888

招商银行（招行）                                 95555                     广州正佳万豪酒店                               020-6108 8888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浦发）                   95528                      广州中心皇冠假日酒店             020-8363 8888

广发银行                               400-830-8003          广州希尔顿逸林酒店                            020-2833 2888

深圳发展银行（深发）                         95511                      广州花园酒店                                    020-8333 8989

平安银行                                          95511-3 中国大酒店                               020-8666 6888

兴业银行                                       95561                     广州阳光酒店                                020-3801 8888

民生银行                                     95568                       翡翠皇冠假日酒店                         020-8880 0999

中信银行                                          95558                     广州广交会威斯汀酒店                  020-8918 1818

华夏银行                                         95577                      广州圣丰索菲特大酒店                       020-3883 8888

光大银行                                           95595                        广州富力丽思卡尔顿酒店                    020-3813 6688

汇丰银行                                          800-830-2880           广州四季酒店                                     020-8883 3888

东亚银行                                           800-830-3811           广州W酒店                                      020-6628 6628

恒生银行                                   400-120-8282 广州海航威斯汀酒店  020-2826 6808 

渣打银行                                    800-820-8088

   

领事馆                                                                              航空公司

澳大利亚                                                 020-3814 0111          国泰港龙航空                          400-888-6628

加拿大                                                    020-8611 6100         英国航空公司                           400-881-0207

丹麦                                                       020-8666 0795     全日空航空公司                            400-882-8888

法国                                                       020-2829 2000        日本航空                                   400-888-0808

德国                                                       020-8313 0000         新加坡航空                                  020-8755 6300

意大利                                                    020-3839 6225-135   泰国航空                                           020-8365 2333

瑞士                                                       020-3833 0450       澳洲航空公司                                   400-888-0089

日本                                                       020-8334 3009        越南航空                                             020-8376 5568

韩国                                                       020-2919 2999         马来西亚航空    020-8335 8868

马来西亚                                                 020-3877 0763         中国国际航空                                     95583

荷兰                                                       020-3813 2200         南方航空                                          95539

菲律宾                                                    020-8331 1461          东方航空                                    95530

新加坡                                                    020-3891 2345          深圳航空                                    95361

泰国                                                       020-8385 8988         海南航空                                           95339

英国                                                       020-8314 3000         四川航空                                              95378

美国                                                       020-3814 5000        九元航空                                        400-105-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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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mbership Application Form 会员申请表格 

Please return the completed form to HKCCC-GD:

Rm.909 Main Tower, Guangdong International Building,

339 Huangshi Dong Lu, Guangzhou 510098 China 

 填妥之表格请寄至  中国香港(地区)商会-广东 秘书处

广州环市东路339号广东国际大厦主楼909室

邮编：510098   电话Tel：（8620）8331 1653   传真Fax：（8620）8331 2295

电邮 Email：info@hkcccgd.org   网页Website：http://www.hkcccgd.org

Signature of Applicant（Corporate member with company chop）                                                       Date 日期

申请人签名 （公司会员由公司代表人签名及加盖公章）

（This form must be signed by the applicant and photocopy of this form is acceptable / 申请人或公司代表人必须签名，可接受复印之申请表格）

Membership Type 会员种类（Annual Fee 年费）

□  Corporate Member （Incl. 3 basic members）    公司会员  RMB 2,500 （包括3位基本会员）

□  Individual Member                                             个人会员   RMB 1,200

Company Particulars Corporate /Individual Member  公司/个人会员资料

Company Name (English)  

 公 司 名 称  ( 中 文 ) 

 
Company Address in Guangdong or Hong Kong （English）                                                                                             Postal code

广东或香港联络地址（中文）                                                                                                                                           邮政编码 

 
Tel. No. 电话                                                       Fax No. 传真                                                       E-mail 电子邮件 

 Type of Business 业务种类

□ Consulting Services 咨询及顾问服务                             □ Logistic 物流              □ Manufacturing 制造业             □ Construction 建筑工程

□ Financial（Bank/Insurance）金融（银行/保险）            □ Trading 贸易              □ IT Services 信息科技                □ Advertising/PR 广告/公关

□ Hotel / Travel Agency 酒店及旅游                                 □ Retail 零售                 □ Professionals 专业服务              □ Restaurant/Food Business 饮食

□ Medical & Healthcare Services 医疗及保健服务           □ Property 房地产         □ Others 其他(请注明) 

阁下 / 贵司是否愿意将所填写的会员资料刊登于香港商会网页上供浏览？                 □是   /   □否

I / We agree to conform to, and be bound by the Rules & Regulations as set by the Chamber. And known that I/We do not have the right of election and voting. 
     本人/我司接受并会遵守此商会制定的章程和条款并知悉本人/我司登记成为嘉宾会员不享受选举权及投票权。

Please provide the following supporting documents.                           表格填妥后，请连同以下证明档一并传真或递交至商会秘书处：

     - Corporate Member: Copy of Business Registration                      公司会员：需提供有效之营业执照或商业登记证副本
     - Individual Member: Copy of Hong Kong ID Card                 个人会员：需提供香港身份证副本

For Official Use Only  商会填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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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交通

政府及友好机构

酒店及写字楼

银行

餐饮

休闲

购物场所

广东省商务厅       广州市商务委       广州市国际投资促进中心

珠三角往来香港船只

080 Salon

塞纳河饼屋 

Hong Fu Loi Chinese Medical Clinic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