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粤港澳大湾区发展新契机

大家好，我是新一届香港商会-广

东会长罗慧馨。在大地回春，万

物复苏之际，我向各位问好，祝愿大家

身体健康，万事如意。

在刚刚结束的两会上通过的《中

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

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

要》中，中央在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

量、保持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和

推动区域协调发展中三次点名粤港澳

大湾区，规划建议与香港人息息相关。

"十四五规划"已经颁布，香港正处于

双向开放、双循环的交汇点上。香港各

界人士若能深度参与粤港澳大湾区建

设，抓住这个历史性发展机遇，必定能

使香港经济、民生再度蓬勃发展，迎来

新的契机。

国内经济高速发展，带来了越来

越多的工作机会，回望神州大地，这里

将成为港人大展拳脚、发挥所长的最

佳选择。“十四五规划”指出：支持香

港、澳门更好融入国家发展大局，高

质量建设粤港澳大湾区，完善便利港

澳居民在内地发展的政策措施。港人

回到国内发展，除考虑工作机会、薪酬

制度外，子女教育的配套亦是一个重

要的考虑因素。由此可见，国家在大力

支持港人融入国家建设大局的决心之

余，也切身处地为港人回国内发展解

决后顾之忧。港人应充分了解国家政

府工作报告的内容和方向，更有信心回

到国内追求个人的发展。

另外，此前发布的「惠港十六条」

措施也提出，保障在粤港澳居民子女

与内地居民子女享受同等教育，满足

港生北上求学需求的问题。目前粤港

澳大湾区已经为港澳居民子女在广东

接受学前教育、义务教育和普通高中

教育做好保障，并实行"欢迎就读，一

视同仁，就近入学"政策。只需要办理

了港澳居民居住证，港人子女就可以

按当地制定的政 策 入读 义 务教育学

校，切实解决港人到国内发展的子女

教育问题。

鉴于此，本期《CONTACT》以"大

湾区教育蓝图" 为主题，向会员们带来

大湾区内入学、升学的资讯，包括：香

港商会-广东常务理事、维港教育集团

总裁邓强光先生关于在国内办教育的

理念和经验及其与暨南大学合办的，

将于今年9月开学的国内首间港人子弟

学校的筹备情况的访谈。同时收集整

理了深圳市可供港人子弟入读的涵盖

幼、小、初、高的入学信息。另外，还有

安永Ernst & Young为大家带来解读

十四五政府工作报告里的主要看点的

文章；以及大湾区高校建设规划等教

育资讯。欢迎大家阅览指导。

新的时代，新的机遇，必将造就新

的英雄，我呼吁大家一起积极参与并

融入到国家建设发展大局，同时让港

人共担民族的历史责任、共享祖国繁

荣富强的伟大荣光，齐心携手共发展

新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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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长   罗慧馨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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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慧馨 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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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

林郑月娥女士，大紫荆勋衔，GBS

中华人民共和国

全国政协副主席

梁振英先生

中国香港（地区）商会  荣誉会长

中国香港（地区）商会 - 广东
永远名誉会长

荣誉会长

袁武 先生
香港中华总商会
会长

王冬胜先生
香港总商会
主席

叶中贤博士
香港工业总会
主席

史立德博士 BBS MH JP

香港中华厂商联合会
会长

梁伟浩先生
得利钟表有限公司
董事长

李惠森先生
李锦记健康产品集团有限公司
主席兼行政总裁

杜源申先生
伟博儿童福利基金会
发起人

林卫智先生
香港艺柏国际集团控股有限公司
主席

彭浩贤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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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柏桓博士

香港中文大学商学院 酒店及旅游管理学院
教授及院长

曾报春女士

广东智洋律师事务所
高级顾问

曾沂靖先生

香港贸易发展局
深圳代表

顾问 法律顾问 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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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志坚先生
东亚银行（中国）有限公司
广州分行行长

中国香港（地区）商会 - 广东
2021-2022 年度理事局成员

会长

副会长

吴健心先生 
南丰发展（中国）有限公司
总经理 - 广州

叶泽荣先生 
店融易（深圳）信息科技
有限公司 总经理

杨斌先生
大家乐集团 ( 中国 )
行政总裁 ( 中国 )

郑伟干先生
广州富力君悦大酒店
总经理

王健峰先生
Kraemer Paris 苏豪路易斯嘉玛发廊
CEO

邓强光先生
香港维港教育集团有限公司
总裁

罗慧馨女士 
广州市富景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广州康莱德酒店业主代表

曹景昌先生
景博行（广州）商业服务
有限公司 董事长兼总经理

秘书长

吴文慧 
香港贸易发展局
华南首席代表

常务理事

杜源申先生
伟博儿童福利基金会
发起人

胡凯欣女士
新世界中国地产有限公司 
项目财务总监（华南）

陈建荣先生
安永 ( 中国 ) 企业咨询
有限公司广州分公司
税务及商务咨询合伙人

陈嘉信先生
广州市桐江贸易有限公司
总经理

陈冠羲先生
HIQ Group Limited
董事

曾沛源先生
金利来集团有限公司
集团房产总经理

杨家声先生
广州杨家声设计顾问有限公司
董事长 & 主创设计师

翟云霆先生
加拿大哥伦比亚国际学院 
海外发展部助理总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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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大学，虽然有马化腾这样的超

级校友，但其仅仅40年的历史，在

内地高校界仍属“太年轻”。不过稍微留

意一下深大近年的科研成果，却已力压

许多双一流。

譬如，PCT国际专利是非常硬核的

一个指标，能充分反映创新水平和科研

活力。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公布的2019年

PCT排行中，在全球教育机构里，深大

以247件的申请数量位居世界第三。第

一是加利福尼亚大学，第二是清华，第

四是麻省理工。

2 0 2 0 年，深 大 连 续 第 三 年 进 入

PCT排名全球教育机构三甲，以252件

位居第三，仅次于加利福尼亚大学和麻

大湾区高等教育蓝图

曾几何时，大湾区内除了广州，其他城市无不给人以“高等教育洼地”“教育资源匮乏”的印象。而当时间来到2021

年，人们才猛然发现，广东在高等院校建设方面，正以前所未有的投入力度高速发展。

省理工。清华大学、浙江大学则分别以

231件、209件位居第四和第五位。

2019年，深圳大学首次登上泰晤

士高等教育世界大学排行榜；2020年，

更是跃升到天津大学、同济大学、西安

交通大学、北京理工大学、中国人民大

学、厦门大学等等众多双一流高校之

上，位列世界高校500强，在91所上榜

的内地高校中排第16位。

2020QS世界大学排行榜，深大也

是首次上榜，世界排名731，中国内地

高校中排名第36位，广东高校中位列第

三，仅次于中山大学和华南理工大学。

2021年深大再进一步，QS排名601-

650，内地高校中排33。

深大的国际排名，正在以每年100

位的速度提升，这背后，是快速增长的

经费投入。

深 大 2 019 年度 经 费 预 算达 到了

50亿，超过中西部大多数985和211。

2020年，更是以60.86亿元经费预算在

全国地方性高校中排名第一。

深圳另一个“彪悍”的大学，是成

立仅十年的南方科技大学。在泰晤士高

等教育世界大学排名2021中，南科大

在中国内地高校中已经冲到了第8的位

置。而按最新QS排名，南科大排在全球

323位，在中国高校中排第14位。

这背后，同样是大量的经费。

2020年生均教育经费（生均全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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径财政拨款支出），南科大高达77.14

万元，位居全国第一，第二、三的清华

和北大 分别是 63 .75万元 和4 2 . 2 2万

元，而第四浙大几乎只是南科大的一半

（39.57万元）。

教师的科研经费也是非常充足。南

科大不少老师都配有两个助理，一个行

政助理，一个计算机助理，以便教师更

加专注于教学和研究本身。2017年教授

的人均科研经费，已经超过了200万。

也因此，南科大的师资令人惊叹。

其院士数量已经超过20人教师中50%

为高层次人才。年轻老师，也大都毕业

于世界名校（MIT，斯坦福，ETH等），

四青人才比例相当大。

能做到如此的师资力量，秘诀也简

单，就是引入人才。国内或海外知名教

授，虚位以待。

南科大不仅重金挖教师，还重金奖

学生，保证生源质量。如今，南科大在

不少省份的录取分数线已经接近985中

等水平。

这所新兴大学的崛起，重现了深圳

速度，目前已经开始筹建二期。

2016年，深圳发布了《关于加快高

等教育发展的若干意见》——即“深圳

的大学计划”：到2025年，深圳将拥有

高校20所左右，全日制在校生约20万人，

3~5所高校综合排名进入全国前50，成

为南方重要的高等教育中心。

实现 路径 是：以深 大 为根 据地，

以南 科大 为突击队，再“扩大 统一战

线”——把各大名校拉到深圳来建校

区，由此形成合力。

早在2000年，深圳便率先开启了

与清华、北大、哈工大等名校的合作，

并以此为契机开建大学城。在研究生院

的基础上，哈工大（深圳）率先于2014

年开始举办本科教育。这一刻，既是深

圳、也是哈工大自身的一个里程碑。

2020年6月，哈工大（深圳）重点

实验室集群项目落地，把哈工大本部的

五个国家级重点实验室在深圳复制了

一份，另外还新建了三个。至此，哈工

深的实验室载体接近60个，而其本部

也才55个而已。

2020年高考，哈工深的分数线，在

多地超越了位于哈尔滨的校本部。这很

可能是中国高校第一次出现校本部录

取分数落后于分校的现象。

背后的原因倒也容易理解。

1.深圳校区环境一流，硬件一流。

处处有空调，本科生宿舍是上床下桌4

人间。

2.教师国际化程度高。这两年新来

的教师多有海外高校终身教职。

3 .对教学活动和生活的投入远大

于本部。

4.最重要的，还是深圳这个城市的

吸引力。不但活动丰富、能拓宽眼界，而

且毕业后进大厂也容易，阿里、腾讯、百

度、华为等，都有学长内推。

另一个在深圳建校的巨头，是香港

中文大学，QS世界大学排名第46位。

香港中文大学几乎和哈工大是前

后脚，也是在2014年建立深圳校区，并

实行和本部一样的书院制和通识教育

体系。有报道指，截至2020年8月底，

港中大深圳校区的师资队伍引进世界

知名教师360多位，其中不乏诺贝尔奖

得主、图灵奖得主2位、菲尔兹奖得主1

位，以及国内外院士、IEEE会士和众多

国家级专家人才。

2016年以来连续五年里，港中深

都是广东省内录取分数最高的大学。

除此之外，近五年开办的“外来”

院校还包括深圳北理莫斯科大学、中山

大学·深圳、天津大学佐治亚理工深圳

学院，以及筹建中的中国科学院深圳理

工大学。

接下来，按深圳市的工作计划，争

取吸引建设北京大学国际校区以及香港

大学深圳校区，都已是“公开的秘密”。

众多一流大学相继落户，形成了一种

奇特现象——深圳无名校，名校在深圳。

2016年之后，教育部对高校异地

办学政策逐步收紧，深圳的重心回到

自主办校的路径上。深圳师范大学、深

圳音乐学院（定位国内顶级艺术类院

校）、深圳创新创意设计学院及深圳技

术大学均已提上日程或已开办。

除了最为突出的深圳，整个大湾区

甚至整个广东省，正进入大学建设的新

高潮。其中还包括“港澳高校搬家式进

驻广东”。

除了香港中文大学在深圳建立校

区之外，香港科技大学在广州南沙区建

立的校区，预计2022年建成招生；

香港城市大学在东莞建立校区，已

确定选址，预计2021年动工；

香港理工大学在佛山建立校区，正

在筹备；

香港公开大学计划在肇庆建立校

区，校区面积比香港本部还要大，2020

年4月签订协议。

澳门科技大学在珠海建校事宜也

已基本敲定。

除深圳外，广州还有计 划中的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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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资料来源于《广东，正在疯狂建大学》、

《有钱人办大学，就是可以为所欲为》、《2020

全国高校经费排行，这所普通高校生均预算

力压清北居榜首！》及《有人“眼红”深圳“疯

狂建大学”，天津大学又来谈深化合作了》，由

《CONTACT》编辑部编写整理。

经济优势叠加教育优势，地方、企

业、学校、学生多赢。

当其他不少地区高校毕业 生 还在

纠结是否要去大城市时，深圳的学生或

许已在4年里参加过各类各大企业的活

动，有过好几份实习。调查显示，广东本

科毕业生对起薪和母校的满意度最高。

同时，教育对经济的长期助益同样

巨大，这早已为海内外各界所公认。

据报道，坐落在南山区粤海街道的

清华大学深圳研究院，已经孵化企业

2500多家，培养上市公司21家。这惊人

的数据背后，是它与市场深度融合的产

学研体系。

2020年12月，教育部、广东省人

民政府联合印发的《推动粤港澳大湾

区高等教育合作发展规划》中提出，到

2035年，粤港澳大湾区将建成若干所

世界一流水平的高校。

大湾区对人才的渴求，比任何一个

地方都更强烈，这是广东多地近年集中

力量办大学的动力所在。提升高等教育

水平，冲击顶尖大学，是大湾区参与全

球科技竞争必然要迈上的关键台阶。

埔大学、广州交通大学；珠江口西岸有

定位为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的中山科技

大学，2020年底宣布筹建的佛山城市

大学；东岸则有占地250亩、位于东莞

松山湖的湾区大学，计划2021年动工，

2023年招生。

在投资建设大学方面，大湾区内各

个城市都投入了大手笔。

2018年深圳在教育上的投入，超过

了北京、上海两地2017年的总和；广东

省全省的教育经费，2019年总投入额

达到4918.76亿，占到了全国教育经费

总投入的9.80%。增幅15.24%，蝉联全

国第一。

2018年6月，在中山大学深圳校区

启动仪式上，深圳市长陈如桂表示：未

来10年，深圳计划投入1500亿，要集中

资源办更多高水平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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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13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下称：规划纲要）正式

发布。这是我国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宏伟蓝图，是全国各族人民共同的行动纲领。

在规划纲要中，多次提及了粤港澳大湾区，包括明确提出要高质量建设粤港澳大湾区，并在创新驱动、交通强国建

设、区域协调、文化繁荣、绿色发展，以及支持港澳发展等方面做出规划要求。同时，纲要中也多次对广州、深圳等地

发展做了部署，如机场扩建，办好广交会等，并提到支持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等。

粤港澳大湾区的未来五年会是怎样的？我们一起来展望。

粤港澳大湾区的未来五年
来源_《南方都市报》

创新驱动

· 支持粤港澳大湾区形成国际科技创新中心

· 建设大湾区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

交通强国

· 建设粤港澳大湾区世界级机场群

 （实施广州、深圳等国际枢纽机场改扩建工程）

· 建设粤港澳大湾区世界级港口群

 （建设广州南沙港五期、深圳盐田港东区等集装箱码头）

· 基本建成粤港澳大湾区轨道交通网

 （建设柳州至广州铁路）

现代能源

· 建设珠三角水资源配置工程

· 建设广东海上风电基地

· 实施闽粤联网工程

双循环

· 办好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展会

城市群一体化

· 优化提升珠三角城市群

· 发展壮大粤闽浙沿海城市群

新型城镇化

· 建设广州清远等国家

城乡融合发展试验区

湾区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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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港澳

· 高质量建设粤港澳大湾区

· 深化粤港澳合作、泛珠三角区域合作

· 支持粤港合作共建横琴

支持粤港澳大湾区形成国际科技创新中心

规划纲要开篇便明确了要坚持创

新驱动发展，要建设重大科技创新平

台，其中明确，支持粤港澳大湾区形成

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大湾区综合

性国家科学中心。

科技的发展离不开现代化基础设

施体系，在建设交通强国方面，提到建

设粤港澳大区世界级港口群，建设粤港

澳大湾区世界级机场群，基本建成大湾

区轨道交通网，同时还要建设广东海上

风电基地，打造现代绿色能源体系。

“十四五”规划纲要特别提出“促

进国内国际双循环”章节，协同推进强

大国内市场和贸易强国建设，其中，粤

港澳大湾区作为重要进出口贸易港口，

要办好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等展会。

同时，粤港澳大湾区作为经济发展

的优势区域，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

动力源，规划纲要指出，要以京津翼、

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为重点，提升创

新策源能力和全球源配置能力，加快打

造引领高质量发展的第一梯队。

多项举措积极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

“十四五”时期，积极稳妥推进粤

港澳大区建设，是优化区域经济布局，

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环节，是构建

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和国土空

间支撑体系的重要组成。规划纲要就大

湾区建设也提出了不少针对性的举措，

如深化 通关模 式改革，促 进人 员、货

物、车辆便捷高效流动；扩大内地与港

澳专业资格互认范围，深入推进重点领

域规则衔接、机制对接；便利港澳青年

到大湾区内地城市就学就业创业，打造

粤港澳青少年交流精品品牌等。

此外，规划纲要还在促进文化繁荣

的愿景下，明确提到要打造粤港澳大湾

区世界级旅游目的地。

支持港澳更好融入国家发展大局

规划纲要的第十八篇的主题为坚

持“一国两制”推进祖国统一，在该篇

章，提出保 持香港、澳门长 期繁 荣 稳

定，要支持港澳巩固提升竞争优势，支

持港澳更好地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其中

再次要求高质量建设港澳大湾区，深化

粤港澳合作、泛珠三角区域合作，推进

深圳前海、珠海横琴、广州南沙、深港

河套等粤港澳重大合作平台建设等。

高质量发展

· 粤港澳大湾区为重点，提升

创新策源能力和全新资源

配置能力，加快打造引领高

质量发展的第一梯队

粤港澳大湾区建设

· 加强粤港澳产学研协同发展

· 完善广深港、广珠澳科技创新走廊和深港

河套、粤澳横琴科技创新极点“两廊两点”

架构体系

· 推进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建设，便利创新要

素跨境流动

· 加快城际铁路建设，统筹港口和机场功能布

局，优化航运和航空资源配置

· 深化通关模式改革，促进人员、货物、车辆

便捷高效流动

· 扩大内地与港澳专业资格互认范围，深入推

进重点领域规则衔接、机制对接

· 便利港澳青年到大湾区内地城市就学就业

创业，打造粤港澳青少年交流精品品牌

区域协调

· 支持赣闽粤原中央苏区高质量发展示范

文化繁荣

· 打造粤港澳大湾区世界级旅游目的地

绿色发展

· 以粤闽浙沿海、粤港澳大

湾区等为重点，全面保护

自然岸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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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为在深港籍学生提供义务教育公共服务

2017年，深圳率先在全省实施港澳籍学生申请就读义务教育公办学校的政策，与大陆地区非深户籍学生同等待遇，实行

免试就近入学、积分入学政策。2018年1月，深圳市政府出台《深圳市非深户籍人员子女接受义务教育管理办法》（深府规〔

2018〕3号），把港澳籍学生也纳入统一管理，与大陆地区非深户籍学生同等待遇。2018年教育部对港澳台居民子女在内地（大

陆）接受义务教育阶段学习的政策要求是：对持有港澳台居民居住证的港澳台居民子女予以居住地基本公共服务，予以与内

地（大陆）居民同等接受义务教育和高中阶段教育的权利。从2019年开始，按上级文件要求，深圳对港澳籍居民实行“欢迎就

关于港籍学生在深就读政策支持情况
资料提供_深圳市教育局

序
号 学校名称 招生电话 学校地址 学校网站及相关资讯 招生计划 学费 课程简介

1
深圳市罗湖区港人
子弟学校 
（小学）

罗老师158 1373 1001 
林老师153 3872 2919 

深圳市罗湖区怡景路
2012号 微信公众号：罗湖港人子弟学校 小一：200人

9100元/学期（老生） 
10900元/学期（新生） 
住宿费：3000元/学期 
（以上为2020年9月信息）

开设港式课程，小六毕业生可
直接参加香港中学学位分配

2
深圳东方香港人子
弟学校
（小学、中学）

0755-2751 6669 
0755-2751 3739

深圳市宝安区航城街
道学子路10号宝安教
育城

微信公众号：深圳东方英文书院
小一：72人；中一：90人；中四：90人；
其他年级将根据学位剩余情况招收少量插班生。
（说明：以上招生计划数仅限港澳台籍学生。）

小学1-2年级：22000元/学期 
小学3-6年级：19900元/学期 
中学1-2年级：20100元/学期 
中学3年级：21400元/学期 
中学4-5年级：26000元/学期 
中学6年级：22000元/学期 
（说明：2021年9月小一、中一、中四或将调整。）

3 深圳市耀华实验学校 
（小学，中学） 0755-8392 8531 深圳市福田区景田南

五街99号 学校官网：www.szyh.org 小一：普通实验班：45人 ，特色实验班：125人
初一：普通实验班：50人 ，特色实验班：130人

小学：普通实验班：7000元/学期，特色实验班：2500元/学期，
初中：普通实验班：8200元/学期，特色实验班：10000元/学期

4
深圳市桃源居中澳
实验学校
（小学、中学） 

0755-2745 1820（招办） 
0755-2684 9952（小学） 
0755-2684 9957（初中） 
0755-2684 9940（高中）

深圳市宝安区西乡前
进二路桃源居旁

学校官网：www.szza.edu.cn
微信公众号：深圳市桃源居中澳实验学校

小一：144人 
初一：144人 
高一：60人
（插班：小学50人，初中50人）

小学一年级：29000元/学期 
小学二年级：28000元/学期 
小学三-六年级：33000元/学期 
初中一年级：30500元/学期 
初中二至三年级：29000元/学期 
高中一至二年级：38500元/学期
（费用含学杂费及食宿费）

5
北大附中深圳南山
分校
（小学、中学） 

0755-2649 9700 
0755-2649 9711

深圳市南山区月亮湾
大道3002号

学校官网：bdfz.szns.edu.cn 
微信公众号：北大附中深圳南山分校

小一：2021年招生计划待定
        （2020年计划为288人） 
初一：2021年招生计划待定
        （2020年计划为360人） 
高一：270

小学：30000元/学期 
初中：33000元/学期 
高中普高：45000元/学期，国际课程132000元/年

6
深圳市福田区丽中
小学 
（小学） 

0755-8383 4610
0755-8383 4628

深圳市福田区福强路
1042号 学校官网：szlzxx.com.cn 小一：200人 11400元/学期

7
深圳市福田区南开
学校
（小学、初中）

0755-8318 6820 深圳市福田区梅林二
村基督教堂旁 微信公众号：深圳市福田区南开学校 小学：250人 初中90人 小学：7900元   

初中：8800元

8
深圳市福田区方
方乐趣中英文学校
（幼儿园至中学）

0755-2381 0830 福田区新洲南路金地
海景花园内 学校官网：www.funful.com.cn 小学：27500元/学期

9
深圳市明德外语实
验学校
（小学、中学）

0755-2768 5088
0755-2768 5099

深圳市宝安区沙井街
道福和路 微信公众号：深圳市明德外语实验学校 小一：计划招生16个班576人

初一：计划招生14个班504人 按上级核定为准

10 深圳市展华实验学校
（小学、中学） 

0755-2806 6100 
0755-2806 6112 

深圳市龙华区龙华街
道油松路170号 学校官网：sz-zhanhua.com 全校港籍班：40人

现学费标准： 
小一8200元/学期 
初一8300元/学期 
（2021年秋季学费标准待审批）

11 深圳市美中学校 
（小学、中学） 

0755－2958 9888
0755－2958 8111

深圳市龙华区环观南
路103号 无

小学四至六年级各有一个港籍班。
2021年秋季：1年级新生计划招收800人
                      2-6年级计划招插班生300人

1-3年级：学费11300元/学期， 
4-6年级：学费9900元/学期，  
1-6年级国际实验班：学费24800元/学期。 
（住宿费：2500-3500元/学期， 住宿生伙食费4000元/学期， 
校车费费2000元/学期。）

深圳市港校、港班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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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学校名称 招生电话 学校地址 学校网站及相关资讯 招生计划 学费 课程简介

1
深圳市罗湖区港人
子弟学校 
（小学）

罗老师158 1373 1001 
林老师153 3872 2919 

深圳市罗湖区怡景路
2012号 微信公众号：罗湖港人子弟学校 小一：200人

9100元/学期（老生） 
10900元/学期（新生） 
住宿费：3000元/学期 
（以上为2020年9月信息）

开设港式课程，小六毕业生可
直接参加香港中学学位分配

2
深圳东方香港人子
弟学校
（小学、中学）

0755-2751 6669 
0755-2751 3739

深圳市宝安区航城街
道学子路10号宝安教
育城

微信公众号：深圳东方英文书院
小一：72人；中一：90人；中四：90人；
其他年级将根据学位剩余情况招收少量插班生。
（说明：以上招生计划数仅限港澳台籍学生。）

小学1-2年级：22000元/学期 
小学3-6年级：19900元/学期 
中学1-2年级：20100元/学期 
中学3年级：21400元/学期 
中学4-5年级：26000元/学期 
中学6年级：22000元/学期 
（说明：2021年9月小一、中一、中四或将调整。）

3 深圳市耀华实验学校 
（小学，中学） 0755-8392 8531 深圳市福田区景田南

五街99号 学校官网：www.szyh.org 小一：普通实验班：45人 ，特色实验班：125人
初一：普通实验班：50人 ，特色实验班：130人

小学：普通实验班：7000元/学期，特色实验班：2500元/学期，
初中：普通实验班：8200元/学期，特色实验班：10000元/学期

4
深圳市桃源居中澳
实验学校
（小学、中学） 

0755-2745 1820（招办） 
0755-2684 9952（小学） 
0755-2684 9957（初中） 
0755-2684 9940（高中）

深圳市宝安区西乡前
进二路桃源居旁

学校官网：www.szza.edu.cn
微信公众号：深圳市桃源居中澳实验学校

小一：144人 
初一：144人 
高一：60人
（插班：小学50人，初中50人）

小学一年级：29000元/学期 
小学二年级：28000元/学期 
小学三-六年级：33000元/学期 
初中一年级：30500元/学期 
初中二至三年级：29000元/学期 
高中一至二年级：38500元/学期
（费用含学杂费及食宿费）

5
北大附中深圳南山
分校
（小学、中学） 

0755-2649 9700 
0755-2649 9711

深圳市南山区月亮湾
大道3002号

学校官网：bdfz.szns.edu.cn 
微信公众号：北大附中深圳南山分校

小一：2021年招生计划待定
        （2020年计划为288人） 
初一：2021年招生计划待定
        （2020年计划为360人） 
高一：270

小学：30000元/学期 
初中：33000元/学期 
高中普高：45000元/学期，国际课程132000元/年

6
深圳市福田区丽中
小学 
（小学） 

0755-8383 4610
0755-8383 4628

深圳市福田区福强路
1042号 学校官网：szlzxx.com.cn 小一：200人 11400元/学期

7
深圳市福田区南开
学校
（小学、初中）

0755-8318 6820 深圳市福田区梅林二
村基督教堂旁 微信公众号：深圳市福田区南开学校 小学：250人 初中90人 小学：7900元   

初中：8800元

8
深圳市福田区方
方乐趣中英文学校
（幼儿园至中学）

0755-2381 0830 福田区新洲南路金地
海景花园内 学校官网：www.funful.com.cn 小学：27500元/学期

9
深圳市明德外语实
验学校
（小学、中学）

0755-2768 5088
0755-2768 5099

深圳市宝安区沙井街
道福和路 微信公众号：深圳市明德外语实验学校 小一：计划招生16个班576人

初一：计划招生14个班504人 按上级核定为准

10 深圳市展华实验学校
（小学、中学） 

0755-2806 6100 
0755-2806 6112 

深圳市龙华区龙华街
道油松路170号 学校官网：sz-zhanhua.com 全校港籍班：40人

现学费标准： 
小一8200元/学期 
初一8300元/学期 
（2021年秋季学费标准待审批）

11 深圳市美中学校 
（小学、中学） 

0755－2958 9888
0755－2958 8111

深圳市龙华区环观南
路103号 无

小学四至六年级各有一个港籍班。
2021年秋季：1年级新生计划招收800人
                      2-6年级计划招插班生300人

1-3年级：学费11300元/学期， 
4-6年级：学费9900元/学期，  
1-6年级国际实验班：学费24800元/学期。 
（住宿费：2500-3500元/学期， 住宿生伙食费4000元/学期， 
校车费费2000元/学期。）

读、一视同仁、就近入学”政策，只要持有港澳居民居住证的港澳居民，其子女可按我市政策入读义务教育学校，与内地非深户

籍人口享受同样的入学政策。

二、为在深港澳籍学生发放义务教育学位补贴

从2017年起，深圳对于符合入读条件的民办学校港澳籍学生，按照小学7000元/生/年、初中9000元/生/年的标准，发放

义务教育学位补贴。

三、为在深港籍学生提供多渠道就读选择和支持

为给在深居住的港籍学生提供多元化的就学选择，减轻港籍学生跨境读书压力，深圳重视办好港人子弟学校，在全国首

创开设“港籍学生班”，目前深圳全市共有2所港人子弟学校，9所学校开设“港籍学生班”，共有港籍学生近4300人。港校、“港

班”的学生享受与香港就读学生同等的升学待遇和便利。港澳籍学生也可以自选选择入读深圳的外籍人员子女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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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act：《粤港澳大湾区规划纲要》颁

布两年，作为在粤港教育界耕耘超过十年

的专业机构，根据你们的观察，这两年在

跨境教育融合方面，有哪些新的变化？

 

邓：大湾区纲要颁布之后，粤港两地的政

府在教育方面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提供支

持，特别是对港人子女（在湾区）上学的

问题，政策落地持续推进，广州、深圳 、

佛山都推出了一些港人子弟班的政策。

目前，广州已经有18家学校有开设

从维港到湾区，GBA融合教育的挑战与机会

港人子弟班而且大都是公办学校，深

圳也多。现在号称开设港人子弟课程的

学校大都是民办学校，他们同时会招

收内地学生，课程设置方面会有内地课

程，所以只能算是有香港特色的港人子

弟班，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港澳子弟

学校。

可以看到，国家在（跨境）教育政

策方面已经有了比较大的改变，也有了

更多支持。譬如接下来，深广还将开设

港人子弟学校。我们在天河成立的广州

暨大港澳子弟学校，就是以IB理念为指

导，为小一到中三提供IB+港澳融创课

程，到了中四到中六，我们会以DSE课

程为主，我们这所学校是一间纯正的港

澳子弟学校。学校体量会比较大，计划

招生1000-1200人，年级涵盖从幼儿园

到中六，每个年级会开设2个班。

原则上，班级是会根据学生的入学

需求而定，但我们都会全部年级一齐招

生。我们在国内已经有多年DSE办学经

验，所以在香港师资等方面会有保证。

 

—— 专访维港教育集团总裁邓强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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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act：过去两年，不少香港中学生甚

至小学生家庭，都希望了解在内地尤其

是大湾区内城市如深圳、广州就读入学

的安排，相信你们也接触到不少类似需

求。能否介绍一下这方面的情况？

 

邓：香港家庭子女在大湾区内地城市

就读的需求，主要是受以下几个因素的

影响。

首先是香港修例风波，令很多家长

对香港的教育表示担心；而由于疫情的

影响，香港学校又一直未能完全正常上

课；现在内地疫情控制得非常好，中国

又是全世界最大几个经济体里，2020

年唯一一个经济正增长的国家；再加上

粤港澳大湾区发展势头强劲，吸引了大

量香港青年就业、创业。这些都促使香

港家庭在考虑子女教育问题时，多了一

个在湾区（内地城市）读书的选项。

 内地教育水平已经大大提升，内

地教育与国际教育正在不断接轨和融

合，很多国际学校发展得不错。香港家

长对国内的教育的接受和认可程度越

来越高，这也促使家长和学生不再盲目

追求海外院校，而会参考内地优势进行

比较选择。

 

Contact：对于这些有内地求学需求的家

庭，他们一般会有哪些担心？你们会有什

么建议？

 

邓：香港家长首先考虑的还是安全问

题；第二会看学校是否正规的办学资质

等；第三是粤港两地课程的融合和衔接

程度，这样即使在内地就读，将来也不

会有太大问题。

我们现在也有与香港教育局沟通，

希望能做好学校课程的衔接，毕竟学校

是香港课程体系。据我了解，现在深圳罗

湖区有港人子弟班，学生小学毕业后可以

参与香港的中一派位。像这种香港认可

的学历，就会让两地教育衔接无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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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觉得，（香港）家长首先还是

要了解内地的文化，要对学校师资方面

有所了解。目前看来，求学方面的障碍

并不会很大。而且，应该是学生去适应

学校，不是学校去适应学生。香港和广

东同属粤语体系，岭南文化，文化差异

并不大，只要你想来，其实都不会多大

的困难。

以我们自己的经验为例，香港学生

和老师刚到广州也好，深圳也好，一开

始难免会有不适应，我们会提供一些心

理和生活方面的引导。在香港-内地课

程衔接方面，我们做得还是比较好，加

上同学之间的互相交流和帮助，所以香

港高中生来到内地，很快就能适应。

 香 港 学生 的 英 文 水平普 遍 比 较

好，但数学、中文会相对会薄弱一些，

针对这种情况，我们也会安排特别辅导

协助他们。

 对于学生和家长来说，最主要是了

解学校的运作、资质以及学校的教学理

念等等。现在大湾区的学校多了很多，

机会也多，为何不上来尝试一下呢？

Contact：对于内地地方政府或特区政

府，在哪些方面可以帮助这些有跨境教

育需求的家庭呢？

 

邓：在香港的学生和家长，可以通过港

府教育局等官方渠道去了解国内的学

校情况。当这些香港学生或者家庭来到

内地，还可以多透过社团、商会等去融

入国内的学习和生活。

另外，我们建议香港政府驻粤办能

多提供教育相关信息（给在粤港人），

因为对于在内地工作、生活的香港家庭

来说，教育是刚需。

说到对学校的支持，我们最希望

的，是在内地办学的香港学校，能拥有

等同于在香港所得到的政府支持，例

如学生学费补贴、老师的培训和资助等

等。另外，还希望能在国内增设DSE的

考场考点，现在这些是只能在香港考

的。如果能得到这些方面的帮助，对国

内办学的机构会是很大的扶持。

 

Contact：刚才我们主要从社会的角度谈

了一些大湾区的教育融合问题。实际上，

教育作为一个产业，近年来也一直很受关

注。能否分享一下维港教育在内地发展十

多年的经验？

 

邓：由于DSE只针对香港的学生，所以

在国内的需求一直不是很大，如果能开

放给更多国内的学生去考，那就需求大

了很多，但这个就要政府层面去解决。

如果国内学生希望高中毕业后出国读

书，可以考虑DSE，因为DSE的国际认

可度比较高，考试还可以用中文，这对

国内学生来讲，接受起来就更容易了。

经 过十几年发 展，维港已经 形成

了五大业务板块，分别是教育投资、国

际教育、教育科技、教育智库和文化交

流，并且率先将香港中学文凭考试课程

（HKDSE）引入内地，以探索中小学国

际课程融合创新为核心业务，致力于成

为粤港澳大湾区教育融合发展的推动

者和践行者。  

 

Contact：如果有香港教育企业或者创业

团队现在希望进军内地教育市场，在哪

一个赛道上，他们会比较有机会呢？

 

邓：内地 学生 数 量 众 多，市场空间巨

大，机会一定不少。从教育行业大的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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势看，未来在人工智能、在线教育、信

息化等方面，都会有比较大的发展。

香港学生一定要先了解内地的需

求，不一定直接就来创业，而是可以先

就业。在就业过程中熟悉环境，找到社

会的需求，这样才能发现市场在哪里；

了解了市场，再考虑创业。

 如果是年轻人，可以先考虑英文

机构和科技创新方面的工作，这样可以

把香港的优势带进来，而不是完全去适

应内地的优势。所以我们还是建议，要

先了解内地市场的需求。

 

Contact：有一位年轻香港朋友，美国一

流大学毕业后，目前在内地一线城市包

括上海、深圳从事高端英语考试及大学

申请辅导，经过几年积累，已经有了一定

口碑和稳定的客户群体。对这一类以个人

方式在内地开始教育事业的年轻朋友，

你会有些什么建议？

 

邓：从这位朋友的经历看，如果能通过

资本完善产品体系和服务体系，然后不

断服务更多人群，是非常重要的。

对于创业的年轻人，坚持是关键。

坚持就是要不怕失败，要不断去总结经

验，改革创新，要打磨好产品的核心竞

争力，这些都是必须的。

做企业是个不断在失败中总结经

验的过程，这个过程是必须要经历。要

从失败中总结自身的不足和产品的不

足，去不断完善。年轻人，不要怕失败。

以维港为例，之前在刚开始办 学

时，我们觉得香港的英文老师很棒，所

以可以在国内开一个有香港特色的英

文培训机构。当时的想法是，香港有很

好的教育体系，那么打着香港这个品牌

应该是可以（有吸引力）的。但后来才

发现，香港的英文教育是一个很完整的

体系，而不只是一个简单的概念，所以

在内地推行基于香港经验的体系，其实

很难。

 

Contact：我们知道，就在刚刚过去的3

月，你们在广州的港人子弟学校正式成立

了。在这里，也祝贺维港的融合教育事业

越来越成功，服务更多有需要的香港家

庭。请问还有什么想对香港学生说的吗？

邓：前往内地生活工作的香港家庭越来

越多，香港孩子在内地的读书升学的需

求非常显著，在内地读书的香港学生，

要了解好自己的优势，发挥到学习上，

也要有不怕吃苦、不畏难的精神，能具

备这些品质的学生，相信无论在何处接

受教育，都能适应，并获得更好的个人

成长。



2021年政府工作报告要点
——通过技术和内需实现高质量增长
撰稿_安永中国

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强调，在新冠肺炎疫情之后，中国经济刺激措施将稳步回归常态，政策不会

“急转弯”。由于2021年是十四五规划的开局之年，中国的首要任务是起好步，开好头，其中促进技术创新、内需、环

境治理和市场开放等战略被提上首要议事日程。

重提增速目标，强调保持政策连续性

从疫情中稳步复苏

今年3月初，中国全国人民代表大

会、全国人民 政 治协商会 议（简称两

会）在中国从去年疫情中复苏后恢复了

正常的日程。两会的亮点是李克强总理

在全国人大第一天会议上所作的政府

工作报告，报告中宣布了中国2021年及

以后的主要经济目标。

保障经济平稳运行

2021年政府工作报告1恢复设置经

济增长目标，将2021年增速设为6.0%

以上，而去年两会则强调了“六保”2的

重要性。然而，我们认为该目标以象征

意义为主。2020年新冠肺炎暴发后，中

国率先采取封锁措施控制疫情蔓延，

导致2020年上半年GDP出现历史性收

缩，因此，由于基数效应，2021年经济

增速同比可能会出现大幅增长。例如，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预计，2021

年中国经济实际增速将达至8.1%3。 

我们认为订下这个相对保守目标的

表述是为了表明，政府将继续确保经济

平稳运行，实现中国2035年成为中等

发达国家的发展目标。今年，同样的目

标还体现在收紧的就业指标中。2021

年，中国预计将新增至少1100万个就业

岗位，而调查失业率需要保持在5.5%以

下。通过将就业指标恢复到2019年水

平，政府发出了一个明确的信号，即就

业仍是一项首要的议事日程，在创造就

1.finance.sina.com.cn/china/gncj/2021-03-05/doc-ikftssaq1597259.shtml

2.“六保”指保居民就业、保基本民生、保市场主体、保粮食能源安全、保产业链供应链稳定、保基层运转。

3.www.imf.org/en/Publications/WEO/Issues/2021/01/26/2021-world-economic-outlook-update

4.《从疫情中快速反弹——中国2020年GDP点评》，安永报告，2021年

业的新引擎之前，对经济增长大幅减速

的容忍度较低。

财政和货币政策不会出现“急转弯”

这就是政府工作报告强调保持经

济政策连续性、稳定性和可持续性的

背景。报告遵循了去年中央经济工作

会议关于财政政策的立场，即“积极的

财政政策要提质增效，更可持续”4。尽

管财政政策已开始在2021年实现正常

化，但财政赤字占GDP比重3.2%的目

标仍是扩张性的，高于2019年2.8%的

目标。中央财政对地方转移支付的直

达资金规模达人民币2.8万亿元，这也

将使得减税降费等支持措施的连续性

得以保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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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标

GDP（同比增长）

CPI（%YoY）

城镇新增就业人数 （百万人）

城镇调查失业率 （%）

财政赤字（占GDP比重）

地方政府专项债（人民币 10亿元）

减税降费（人民币10亿元）

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耗（%）

渐进调整也是货币政策的重点。

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货币供应量和社会

融资规模增速与名义经济增速基本匹

配，但相较2020年“显著强劲”增长的

呼声略有下降。同时，以继续对实体经

济提供精准支持为目标，预计2021年

大型商业银行对小微企业贷款同比将

再增30%，实体经济实际利率将进一步

走低。实际上，政策制定者可能会呼吁

提高信贷分配的针对性，鼓励信贷资金

投向新技术、小微企业和农村，同时减

少与房地产相关的贷款。

2021

≥6.0

约3.0

≥11

约5.5

约3.2

3650

2600

约 -3

2020

n/a

约3.5

≥9

约6.0

≥3.6

3750

2500

无

2019

6.0-6.5

约3.0

≥11

约5.5

2.8

2150

2000

约 -3

2018

约 6.5

约3.0

≥11

≤5.5

2.6

1350

1100

≥-3

图 1  2021年官方政府目标

图 2  政府工作报告将2021年经济增速的目标定在6.0%以上

资料来源：政府工作报告

资料来源： Wi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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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是十四五规划顺利起航的奠基之年

由于2021年是十四五规划的开局

之年，为未来几年的战略举措奠定基础

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占据了相当一部分

篇幅。

打造自主的技术供应链

李克强总理特别重申，坚持科技创

新在中国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的核心地

位，政府工作报告提出：1）2021年中央

基础研究支出增长10.6%，用于支持国

家实验室建设；2）将制造业企业加计

扣除比例提高到100%，用税收优惠机

制激励企业加大研发投入；3）对先进

制造业企业按月全额退还增值税增量

留抵税额，扩大制造业设备更新和技术

改造投资。

政府工作报告提出，通过拥有更加

现代化、兼容的基础设施，增强产业链

供应链自主可控能力；加大5G网络和

千兆光网建设力度，发展工业互联网，

丰富应用场景。强调构建国内技术供应

链或将提振地方政府的雄心，例如，上

海自贸区提出的芯片中心或在 2025年

彻底改变中国的半导体行业面貌5。

重新审视中国的内需潜力

政府工作报告阐述了促进中国消

费的途径。在需求方面，首要重点是增

进民生福祉，提高家庭收入。具体而言，

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将与国内生

产总值增长基本同步。同时，报告还强

调，解决好大城市住房突出问题，切实

增加保障性租赁住房和共有产权住房

供给，尽最大努力帮助新市民、青年人

等缓解住房困难。

在供应方面，报告提到零售业的许

多创新，例如推进线上线下更广更深融

合，加快电商、快递进农村。报告提出，

引导平台企业合理降低商户服务费，推

进内外贸产品同线同标同质，以及发展

健康、文化、旅游、体育等服务消费；稳

定增加汽车、家电等大宗消费，取消对

二手车交易不合理限制，增加停车场、

充电桩、换电站等设施，加快建设动力

电池回收利用体系。

此外，政府工作报告重申了政府对

扩大有效投资的承诺，旨在推进“两新

一重”建设，实施一批交通、能源、水利

等重大工程项目，建设信息网络等新型

基础设施，发展现代物流体系，增进民

生福祉。而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将优先支

持在建工程，提升公共服务水平。 

确立新的环保目标

2021年政府工作报告在强调环境保

护方面的篇幅也较往年大幅增加。报告

提出，恢复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耗降低

3%左右的目标，除此之外，北方地区清

洁取暖率达到70%，扩大环境保护、节能

节水等企业所得税优惠目录范围，加快

建设全国用能权、碳排放权交易市场。

承诺扩大对外开放，促进外商投资

最后，政府工作报告强调，政府承

诺实行高水平对外开放，促进外贸外资

稳中提质；实施更大范围、更宽领域、

更深层次对外开放，更好参与国际经济

合作；进一步缩减外资准入负面清单，

推动服务业改革，制定跨境服务贸易负

面清单。该项改革将主要依托自由贸易

区，尤其是海南自贸港，作为打通中国

经济外循环的重要路径，欢迎外商扩

大在华投资，其合法权益将依法受到保

护。

5.www.yicai.com/news/100966145.html

图 3  2021年新增地方政府专项债额度将小幅回落至人民币3.65万亿元

新增地方政府专项债额度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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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 Wind

图 4  2021年社会融资规模增速与经济增速匹配

图 5  2021年银行贷款将进一步转向实体经济

人民币贷款

社会融资总量（TS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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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世界中国地产有限公司 

广州富力君悦大酒店 

汉森伯盛国际设计集团

2018金奖企业

太古汇(广州)发展有限公司 

杨家声建筑师事务所 

广州康莱德酒店

2019金奖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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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领航奖｜2021

在粤港澳大湾区迅猛发展的带动下，香港服务业进入国内发展的步伐也正在加快。“服务”是一种无

形的产品，香港服务业要在国内这个充满挑战的市场打响品牌，需要通过一个有效的途径去提升企业自身

的竞争力和品牌的知名度。2018年，中国香港（地区）商会-广东与香港生产力促进局首度合作举办“金领

航奖”，获得各界政府的认同和企业家的支持，在粤港澳大湾区形成一定的影响力。

“金领航奖”旨在嘉许在服务及相关管理范畴有杰出表现和成就的企业。同时，透过奖项的推广活动

和获奖企业的分享，鼓励更多企业引进先进服务模式，以达到提升企业以至产业竞争力和生产力之目的。

2021“金领航奖”举办在即，考虑到港资企业在内地营运模式的最新形势，今年的奖项类别作了调

整，增设中小企奖及青年创业奖，协助相关企业了解自身的不足，提高内部管理水平，展示其优质的服务，

更好地把握国内“双循环”以及大湾区的机遇。

主办机构

中国香港（地区）商会-广东

香港生产力促进局



中国香港（地区）商会

广东秘书处

电话：8620-8331 1653

电邮：info@hkcccgd.org

香港生产力促进局

容光溢先生

电话：852-2788 5824

电邮：grahamyung@hkpc.org

查询可致电

生产力(东莞)咨询有限公司

高杨先生

电话：86769-2299 2089 

 86-187 2795 5988

电邮：gabegao@dg.hkpcprd.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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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大奖及中小企奖的评审将从商业模式创新、客户关系管理、人才发展策略、数码

创新策略、优质服务成果五方面进行。青年创业奖则从其创新创意、商业模式、市场潜

力、团队营运及社会影响这五方面进行评审。

奖项类别

评审标准

奖  项

资  格

组  别

企业大奖、中小企奖及青年创业奖

企业大奖-专业服务、企业大奖-生活服务、中小企奖及青年创业奖均分别设金、银、铜

奖各一，以及多个优异奖（为维持奖项的质量水平，评审委员会或因应实际情况而不一定颁发所有

奖项。）

参奖企业必须为港资／中港合资企业，并在广东设有公司或分公司，另根据其奖项类别

符合相关条件

◎ 企业大奖：运营不少于三年，员工数目多于100人

◎ 中小企奖：运营不少于三年，员工数目少于100人

◎ 青年创业奖：运营不多于三年，创办人介乎18至40岁

企业大奖分为两个组别：专业服务组、生活服务组

中小企奖及青年创业奖不设行业组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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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为国际建筑师事务所ADARC
2005年在香港成立企业总部，及后分别在悉尼、广州、上海

成立分公司。ADARC是以高端城市规划、城市更新、精品

建筑及个性化室内设计为工作核心的国际建筑师团队。今

天，ADARC正与世界上最有远见的投资人、私募基金、开发

商、政府机构、酒店运营团队、艺术家、甚至星级厨师和餐厅

共同打造极具特色的设计作品。

公司代表 /丁劭恒先生

电话 / 8620-8133 4085

传真 / 8620-8133 4052

电邮 / adarc_media@qq.com

网址 / www.adarc.com.hk

地址 / 广州市荔湾区芳村大道东146号

 宏信922创意园C栋301

香港资产管理公司

香港资产管理公司（HKAM）成立于1992年，为高净值客户

和机构投资人提供丰富的境外金融服务和产品。公司持有

香港证监会（SFC）的第1（证券交易）、2（期货合约交易）、

4（就证券提供意见）、5（就期货合约提供意见）、9（提供

资产管理）类牌照。公司还是专业保险经纪协会的注册会

员，可为客户提供量身订制的保险方案。

公司代表 /简耀光先生

电话 / 852-3890 5013 

电邮 / enquiry@hkam.com.hk

网址 / www.hkam.com.hk

地址 / 香港中环雪厂街2号圣佐治大厦

 1楼105-7室

广州星寰国际商业中心

广州星寰国际商业中心LUMINA，位于越秀区核心位置，为

恒基兆业地产集团于国内瞩目之办公楼及商业综合项目。项

目定位为“乐活创库”之地，为专业人士、新都市人、旅游访

客及当地社群提供聚会场所，体现多元化工作生活理念。

公司代表 /苏文竹女士

电话 / 8620-81240220

电邮 / haizhumkt@cnhld.com

地址 / 广州市越秀区侨光西路11号

广州斯五建筑设计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的办公室室内设计

公司，服务范围涵括选址、战略规划、室内设计、建筑施

工、机电工程、项目管理和搬家管理。

我们的项目团队擅长于企业空间及零售空间项目，为提供

一个独特、无缝项目交付以满足客户要求为最终目标。

我们专注于提供人性化的解决方案，更集成崭新的进化理

念和商业规则为客户建议最佳的设计方案，同时确保客户

企业的目标、标准和规范全面反映于设计方案。

公司代表 /麦凯欣女士

电话 / 86-138 2843 0425

电邮 / karen.mak@siwultd.com

网址 / siwultd.com

地址 / 广州市天河区林和东路285号

 （峻林大厦）19层04单元

周柏康先生 Chau Pak Hong

香港出生，导演及制片人，2000年进入影视行业，担任电影

及广告导演、制片及编剧，作品超过100部。2013年创办制

作公司Connect Creative，2018年合并深圳市润禾影业有

限公司及创办佛山市柏颂艺术顾问有限公司，中国电影协会

制片委员会出品人及制片人。除影视工作外，亦热心公益，

为香港星光狮子会2019至2020年度会长，香港五邑青年总

会副会长。

电话 / 86-155 4698 8943 / 852-9123 6103

电邮 / hong@connectc-hk.com

网址 / www.connectc-hk.com

人物百科 / www.toutiaobaike.com/

 brandbusiness/6288

地址 / 深圳市福田区深南中路3037号

 南光捷佳大厦501室

广州斯五建筑设计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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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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计划仅限中国香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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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话 / 86757-8250 1888

电邮 / tlai@marcopolohotels.com

网址 / marcopolohotels.com

地址 / 佛山市禅城区人民路97号

戴健进先生Dave
蜜蜂科技BEEPLUS联合创始人。

于香港出生，英国念高中、内地读大学。在毕业后，与校友

创立BEEPLUS，打造办公空间新业态。目前，BEEPLUS已

在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珠海、杭州、成都等国内10个城

市打造多个智慧办公综合体和新型科创空间，为超过1000

家企业提供服务。

2020年，Dave入选福布斯中国30岁以下精英榜，并在疫情

期间，积极支援内地抗疫，在2020“深圳好青年”评选中，

荣获“抗疫先锋好青年”称号。

电话 / 86-186 6612 7535

电邮 / daijianjin@beeplus.com

网址 / www.beeplus.com

地址 / 广州市天河区珠江西路5号

 11楼BEEPLUS

何仲贤先生John
何先生是广州市雄明家具公司执行董事及日本仲氏投资创始

人。海外回来后，以金融硕士研究生毕业于香港城市大学，

精通于资产投资管理和投资分析。曾在证券公司任职证券分

析师和资产管理公司仲量联行负责资产管理。目前主要负责

雄明家具的广州、香港和加拿大地区的门店经营及工厂运营

管理，致力于提高企业管理水平及探索理想的家具。

电话 / 8620- 8485 2208

电邮 / John@chungscapital.com

地址 / 广州市番禺区石基镇金龙路

 桥山段11-108

黎荣业先生 Timothy

于2011年加入佛山岭南天地马哥孛罗酒店，目前任酒店营运

行政经理一职，协助总经理管理整个酒店日常运营。毕业于

香港理工大学，并获得了美国康奈尔大学收益管理认定。他

拥有超过25年的酒店经验，重视员工凝聚，以盈利为驱动；

带领团队保持优秀的服务标准，令酒店在全球领先的旅评猫

途鹰网上连续7年获得佛山地区第一名的好成绩。Timothy

是香港人，会英语、粤语和普通话。



CONTACT 024

REVIEW 精彩瞬间

来宾合影

来宾合影 活动现场

一年一度的会员大会于 11 月 18 日

在广州海航威斯汀酒店举行，现

场 80 多位会员出席了活动。会上，彭

浩贤会长及吴文慧秘书长对商会过去

一年的工作作了总结汇报，来宾们借此

可了解商会的发展状况。午餐会期间，

彭浩贤会长作了“机遇之城”的主题

演讲，与来宾们分享大湾区内各个城市

的发展情况。

2020 年度会员大会

吴文慧秘书长作工作总结

香港商会-广东会长、普华永道合伙人彭浩贤先生以“机遇
之城”为主题进行演讲。

2021-2022年度理事局成员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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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谢过去20年来一直支持商会的会员

与来宾共举杯，祝愿明天会更好

感谢过去20年来一直支持商会的会员

感谢过去20年来一直支持商会的会员接待酒会区

在粤香港学生合照

感谢过去20年来一直支持商会的会员

2021-2022年度会长
罗慧馨女士致辞

2019-2020年度会长
彭浩贤先生致辞

20 周年庆典晚会

2020 年，中国香港（地区）商会 -

广东成立 20 周年。中国香港（地区）

商会广东 20 周年庆典晚会于 12 月 9

日在广州富力君悦大酒店举行，晚会

以 'TXT'（Together for Tomorrow）

为主题，祈与各界团结齐心，期盼美好

明天。

为纪念这特别的2020年，为庆祝

香港商会-广东成立20周年，我们制作

了一系列的周边产品，包括：纪念邮册、

纪念特刊、玻璃水杯、餐台垫、口罩以

及TXT卫衣，还设计了20周年的logo，

让20的元素贯穿整场晚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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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金领航奖颁奖仪式

现场来宾合影

詹昊宸与来宾搞笑互动

在粤港生献唱《We are the world》

商会最强组合献唱《TOMORROW》

在粤港生现场合影

仙境般的甜品自助区

这场晚会有很多高光时刻和重要

瞬间，它不止是一场20周年的庆典，它

是新旧（会长）的交替，是对参与及支

持了商会20年的会员朋友的感谢，还是

2019年金领航奖各获奖企业的获勋时

刻。

晚会的其他精彩环节还有：在粤港

生献唱特别版《We are the world》，

MV中回忆了抗疫的各个感人情景，让

在场各位更珍惜当下能相聚的时刻；

还有特邀表演嘉宾香港喜剧之王詹昊

宸（詹 瑞 文）与来 宾 的 搞 笑 互 动；以

及抢眼球的商会最强组合：杜源申荣

誉 会长、彭 浩贤荣誉 会长、罗慧馨会

长及吴文慧秘书长，为大家献唱一曲

《TOMORROW》，以回应晚会主题也

为一齐期待美好明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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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运抽奖

最后，感谢一直以来支持香港商会

的各界朋友/机构，感谢350位来到场的

朋友们，感谢赞助礼品让晚会更显丰满

的企业家们。20年来我们并肩前行，20

年后让我们携手迈步向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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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会长会议召开中 香港商会全国11个地区的会长及代表合影

恳谈会现场

彭浩贤会长在会上发言 与会代表接受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领导的接见

梁振英副主席会面商会代表后与成员合照

中国香港（地区）商会每年召开两

次全国会长会议，目的是为了拟

定商会未来的发展方向。第十一次会长

会议于2020年11月2-4日在南宁市举

行，为期三天的行程中，与会代表出席

了“共享广西自贸区机遇 共建西部陆

海新通道”恳谈会、“双湾聚势 创赢未

来”香港青年内地创业服务中心揭牌

仪式，期间还与全国政协副主席梁振

英先生进行会面及会谈，随后代表们

前往北海市，拜会及参观了当地的领导

及企业。

第十一次全国会长会议 @ 广西南宁



拜访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驻粤经济贸易办事处

新春将至，年味愈浓，2月5日，大年

二十四，香港商会-广东迎来了

一位贵宾：全国政协副主席梁振英先

生。当天下午，香港商会-广东理事局

成员和会员代表参与了会面。罗慧馨会

长和吴文慧秘书长在会上向梁主席介

绍了商会的发展情况以及2021年的工

作方向，出席的理事局成员及会员代表

分别就所在行业或创业或就业的发展

情况向梁主席进行了简述。梁主席对香

港商会服务港人、港青的工作表示支持

及肯定，希望商会能发挥作用，协助港

人把握大湾区机遇，更好地参与到内地

的发展。

全国政协副主席梁振英先生与香港商会 - 广东会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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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商会-广东理事局成员与香港特区政府驻粤办代表合影

罗慧馨会长代表香港商会理事局向陈选尧主任致送香港商会-
广东成立20周年纪念邮册

会面现场

致送香港商会成立20周年纪念
邮册给梁主席

全体合照留念

梁主席与青年会员交流

1月19日，香港商会-广东新一届理

事局成员前往拜访香港政府驻粤

经贸办陈选尧主任及几位副主任，籍

此加深彼此的认识以及加强未来的合

作。



2020 年 12 月 17 日，藉第二十届中

国加工贸易产品博览会（加博会）

在东莞厚街举办的时机，香港商会 - 广

东联同香港贸发局组织会员前往东莞，

拜访东莞知名港企：飞尔特能源（东莞）

有限公司、参观加博会了解现代制造业

如何进行企业提升，打造品牌及国际化；

最后出席了由国家商务部、香港特区政

府香港商务及经济发展局、香港贸易发

展局、广东省商务厅、东莞市人民政府

及香港中联办经济部贸易处将联合举

办，在北京、上海、香港、成都、重庆、

福建、深圳七个分会场进行线上直播的

“港企拓内销 合作享商机”推介会。

参观厂房 来宾合影

东莞参观考察活动

东莞市副市长罗晃浩致辞国家商务部部长助理任鸿斌先生致辞

电商企业展示区世家表SAGA展台

加博会内的工业设计展

香港商会-广东吴文慧秘书长介绍贸发局为企业拓内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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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恢复不久，香港商会 - 广东联

同广州外商投资企业协会于 8 月

21 日一齐组织会员前往东莞参观考察。

当天参观了两间行业龙头企业，包括：

香港商会 - 广东创会会长梁伟浩的企

业得利钟表，以及上市公司大同机械。

通过参观及座谈，两家企业的成功充分

体现了两位创办人的匠人精神以及在品

牌提升所付出的多方努力。

粤港澳大湾区考察活动

了解大同机械发展情况

参观车间 参观东华机械来宾合影

参观车间

参观手表生产厂流水线

得利钟表创办人梁伟浩先生为来宾介绍企业发展情况 参观制作车间 来宾在展厅前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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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席“蓉港企业合作交流会” 四川省李云泽副省长会见港商考察团一行

智慧供应链交流对接会上

参观四川壹玖壹玖企业管理连锁有限公司 参观成都数联铭品科技有限公司 参加成都国新宇航科技有限公司

到访四川省港航投资集团，了解企业发展

 “创新升级 香港论坛” 主题论坛现场座无虚席

「创新升级 香港论坛 SmartHK」

是香港贸发局的年度旗舰活

动，2020年的SmartHK在发展迅猛的

西部城市四川省成都市举办。为此，香

港商会特别邀请了部分港商代表于11月

24-26日前往成都参加会议，借此了解

四川的最新发展情况同时与四川有关领

导以及多家大型国企及代表性企业建

立了联系。

「创新升级 香港论坛」2020 暨香港商会成都考察团



了解肇庆新区发展情况 实地参观肇庆新区规划

参观肇庆香港城展厅

陈宣群副市长致辞 致送纪念品

交流午宴后来宾合影

参观骏鸿实业的轮胎制作车间

参观玛西尔电动车展厅

交流午宴上，吴文慧秘书长致辞感谢肇庆市政府的安排

肇庆，是 粤 港 澳 大 湾区 重 要 节点

城 市，是“广佛 肇 经济圈”、珠

江西江经济带的重要组成部分。为更

了解肇庆市的最新发展情况、寻找商

机，2021年1月21日，香港商会-广东联

同香港贸发局带领会员一齐「走进肇

庆」。

当天，考察团先后了解了肇庆新区

的规划及发展；前往肇庆香港城了解

投资情况及配套设施；以及参观了两家

成功的本地企业：骏鸿实业有限公司

和玛西尔电动车。肇庆市陈宣群副市长

以及商务局、贸促会以及部分当地企业

代表出席了交流午宴，与考察团成员作

更进一步的交流沟通。

“走进肇庆” 商务考察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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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中国内地食品饮料市场发展迅

速，内地消费者愿意花费更多用

于购买来自世界各地的食品和饮料，促

进了相关内销市场的机遇。1月26日，香

港贸发局再次联同香港商会-广东邀请

了深圳市进出口食品商会会长李钢先生

在线教路，协助港商了解：内地（特别

是大湾区）对进口食品饮料的监管要求

及相关政策、香港及境外食品饮料拓展

大湾区及内地市场的主要渠道及分销

模式。

T-box 教路线上研讨会

探秘抖音，玩转直播与短视频

互联网的蓬勃发展，改变了消费者

的购物甚至生活习惯。为此，香

港贸发局及香港商会-广东于9月18日

举办线上讲座，由巨量引擎深圳直营中

心位美女代表介绍如何善用互联网+营

销模式来开拓大湾区内销市场，增加商

机。

从整合线下业态到发力在线，实体商业如何进军新零售品牌

如何上马新零售，如何下好新零售

这盘棋，又该如何布局新零售的

业态？11月4日，香港贸发局及香港商

会-广东邀请到务平台猪八戒网产业服

务研究院高级研究员李东桦先生与会

员们解新零售中的惑，以新的营销方

式、经营技术、以及经营手段取代传统

的做法，做强新零售品牌。

食品内销市场实操秘笈

一起探秘如何玩转抖音 香港贸发局曾沂靖深圳代表与演讲嘉宾合影

香港易发局何俏媚广州代表与李东桦先生合影

食品内销市场实操秘笈直播现场

李东桦先生分享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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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打乱了很多

人 的 跨 境 工作 计 划，因 为出 入

境的限制，在国内逗留183天会不会被

全球征税？又该如何申请大湾区个人

所得税补贴？为此，中国香港（地区）

商会－广东与广州外商投资企业商会

特别邀请KPMG毕马威于9月23日一

同合办个税讲座。本次讲座实行线上

（WEBEX）和线下（毕马威会议中心）

同步进行，力求解决各位会员朋友的税

务问题。

税务讲座 ：跨境工作 - 个人税务的“危”与“机”

由香 港 政 府 驻粤 经 贸 办、香 港 贸

发局及香港商会-广东主办，已

经连续举办了六年的“粤港服务业交

流会”，今年由于疫情原因改为线上举

办，8月12日，一众分享嘉宾及税务主

题演讲嘉宾齐聚中信广场。

在疫情冲击下，各行业受到不同程

序的影响，我们该如何改变发展思路

和策略，就各位在不同行业嘉宾在分享

环节与来宾一同探讨了不同的经验和

粤港服务业交流会

2020年，中秋遇上国庆。9月28日香

港商会-广东藉佳节到来之际，在

广州康莱德酒店六楼镁吧举办中秋聚

会。在月色下、音乐中70多位来宾尽情

交流与畅饮，度过了一个愉快轻松的秋

夜。

中秋聚会

体会。其后，普华永道个人税务和全球

派遣服务合伙人许惠君女士为大家解

读了新政下个税申报和补贴申请的注

意事项及相关信息。

演讲嘉宾：毕马威中国 吴春芳 税务总监 线下研讨会现场

经验分享环节

香港特区政府驻粤经贸办陈选尧主任（中）致辞

演讲嘉宾（右）：普华永道个人税务和全球派遣服务合伙
人许惠君女士

在玉兔和月亮陪伴下，会员度过了愉快的晚上 来宾轻松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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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香港（地区）商会-上海

众志成城 迈向廿五｜2020周年晚会圆满举行

“众志成城 迈向廿五”中国香港（地区）商会-

上海2020年周年晚会于12月5日在上海鲁

能JW万豪侯爵酒店圆满举行。近400位沪港两地政府

及企业代表欢聚一堂，回首过去、畅想未来。本次晚会

得到了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驻上海经济贸易办事处、

800飞翱集团、东亚银行、新旺餐饮的大力支持，为晚

会增光添彩！

今年年初香港商会邀请了N-Dynamic Research

及WE Marketing帮助商会展开调研工作，将品牌重

新升级定位，打造出了三个“HUI”的目标——慧商

业、惠商家、汇香港，为沪港两地经济贸易的合作和人

才文化的交流作出更多的贡献。即将到来的2021年正

值上海香港商会成立25周年，商会将继续坚持“狮子

山精神”，继续为沪港两地的交流交往牵线搭桥。

全国政协副主席梁振英、上海市人民政府副市长

宗明、上海海外联谊会执行副会长王珏、上海市政协港

澳台侨委员会主任沈敏、上海市人民政府港澳事务办

公室副主任周亚军、香港特区政府驻沪办主任蔡亮、松

江区人民政府副区长周诚等出席本次周年晚会。

中国香港（地区）商会-上海会长黄有权在欢迎

辞中提到在政府的高效领导下，新冠疫情得到有效控

制。在市委、市政府各单位的支持和鼓励下，商会联合

贸发局走访企业座谈，了解港企在发展中的困境与问

题，协力帮助港企渡过难关。香港商会在国内疫情得

到有效控制的背景下，举办了包括“消费券派送”“中

秋晚会”“苗圃高尔夫球慈善赛”“走进松江走进长

宁”在内的32场活动，吸引了超过1500人次参加。在

中国香港（地区）商会-上海25周岁之际，我们将以三

个“HUI”为目标，继续为沪港两地合作共赢创造更多

价值。

晚会上，主礼嘉宾与在场来宾共同祝贺中国香港

（地区）商会-上海迈向25周年，祝愿香港商会会务蒸

蒸日上。虽然2020年受新冠疫情影响，各类活动的举

办受到一定限制，但是香港商会并没有止步不前，举办

了多场助力抗疫的活动和促进线上交易的交流会。同

时，商会还积极帮助在沪港企复工复产、搭建线上销

售平台，取得了良好的市场效果。

晚会期间历任会长以经典名曲表达爱港之情，沪

港青年以劲歌金曲表达奋斗之心。节目之余更有美食

佳酿相伴，觥筹交错、宾主尽欢。

全国政协副主席梁振英

上海市副市长宗明

中国香港（地区）商会-上海 会长黄有权

嘉宾合影

CONTACT 036

CHAMBER NEWS 友会之声



同心同德，同心合力。爱国、爱港、爱津，“爱国者

治港、香港再出发” 希望明天会更好！

中国香港（地区）商会-天津 

爱国者治港 爱港者之夜

2021年春茗晚会

中国香港（地区）商会-天津2021年春茗晚会于

2021年3月18日晚举办， 现场百余位嘉宾参加

【爱国者治港 爱港者之夜】晚宴。来自津港两地的

政商界代表、在津港生，欢聚一堂，共品春茗，致敬祖

国，同心同行。

活动伊始，天津市商务局梁益铭副局长与香港特

别行政区政府驻北京办事处梁志仁主任分别致辞，二

位领导肯定了中国香港（地区）商会—天津在津港两

地所发挥的桥梁、纽带和平台作用，并表示对商会未

来发展寄以厚望，鼓励在津港人港企把握机遇，共创

辉煌。

中国香港(地区)商会-天津会长杨亮贤先生在致

辞中表示，在津港企、港人积极抗疫，顺利复工复产，

少不了政府的支持与帮助。 商会也会继续努力， 将不

断整合津港两地资源，继续为会员提供更多支持，为

推动津港两地经济发展义不容辞。

商会的发展壮大也离不开历届执委与全体会员的

共同努力和付出，本次活动现场进行了中国香港（地

区）商会天津第十二届执委会委任状颁发仪式，同时，

执委会成员共同向现场来宾祝酒，对商会会员及合作

伙伴的支持表示由衷感谢。

中国香港地区商会-天津成立至今逾13年，一路

走来，少不了各界人士的支持，更少不了各政府部门的

信任、支持、帮助。“爱国者治港 爱港者之夜”借晚会

之际，向多年来支持商会的政府部门表示衷心的感谢。

中国香港(地区)商会-天津在现场还安排了舞狮

点睛、财神派发新春利是等传统喜庆节目，更有重量

级嘉宾现场助兴演唱、书法大师捐赠墨寶、新任执委

会合唱歌曲、劲爆街舞表演及抽奖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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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香港（地区）商会-浙江

2020年12月19日，「一起走过的日子」中国香港

（地区）商会-浙江 2020年度晚会在杭州JW万

豪酒店圆满落下帷幕。当晚，350多位浙港两地领导、

企业家、商会会员及在浙香港学生相聚在商会大家

庭，一起回顾2020年的温暖，共同展望充满未知挑战

但承载着诸多希望的2021年，彼此送上最真挚的问

候和祝福。

--神秘嘉宾，心系浙江--

晚会高朋满座，觥筹交错。当晚，全国政协副主

席/中国香港（地区）商会 荣誉会长 梁振英先生和香

港特别行政区政府 行政长官/中国香港（地区）商会 

荣誉会长 林郑月娥女士 心系浙江，为商会会员及在浙

发展港企港商致以线上问候和鼓励，相信香港在大家

的共同努力下，会更加稳定繁荣。

--真情致辞，寄予愿景--

浙江省政协 吴晶副主席、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

驻上海经济贸易办事处 蔡亮主任及香港商会-浙江 

汤耀光会长分别致开幕辞，肯定了商会一年来扎实的

贡献，也寄予了美好愿景。希望商会在新的一年里，继

续充分发挥桥梁纽带作用，开拓创新，鼓励引导香港

同胞来浙江投资创业，深化浙港两地经贸合作、促进

人才交流，推动浙港两地合作共赢、共同发展。

--精彩纷呈，温暖铭心--

开场一首童声演唱《真的爱你》，牵动着在场所

有来宾的心，他们用“希望”歌颂着故乡——香港，歌

颂着我们最伟大的祖国！在不平凡的2020年，每一位

都在为自己的城市能够尽快克服疫情贡献着一份力

量，这是家之爱，更是国之爱。

当晚，商会为大家精心策划了一系列精彩的环

节：由商会执委带来的「一起走过的日子」歌曲串烧，

「一起走过的日子」

2020年度晚会

与大家一起回顾2020年的点点滴滴，同心迎接充满挑

战的2021年；由在浙港生一同演唱的《红日》，将晚会

氛围燃到了高潮，他们用自身的朝气蓬勃，描绘出了一

幅活力新香港的画卷；趣味的赛马游戏、奖品丰厚的

幸运抽奖让来宾喜笑颜开，满载而归。

--不忘初心，砥砺前行--

「一起走过的日子」是商会对过去七年的回顾和

总结，是对大家同心抗疫的敬意和感恩。2021年，香

港商会-浙江在推进浙港两地紧密联系、共进繁荣的

道路上，将不遗余力，保持初心，为港企港商们搭建更

多合作共赢的平台。

香港商会-浙江 汤耀光会长致辞浙江省政协 吴晶副主席致辞

嘉宾祝酒合影

「一起走过的日子」歌曲串烧

在浙港生演唱《红日》

幸运抽奖幸运抽奖

幸运抽奖

童声演唱《真的爱你》

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驻上海经济贸易办事处 蔡亮主任致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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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3月26日，由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驻辽宁联

络处、香港贸易发展局及中国香港（地区）商会-

辽宁共同主办的「同心创前路 掌握新机遇」活动在沈

阳芊丽酒店二楼汇厅成功举行。本次活动内容主要有

商贸主题研讨会及香港商会年会晚宴两部分。

商贸主题研讨会的目的是推动辽港经贸交流，旨

在帮助辽宁省的香港企业和本地企业更好的把握两

地营商机遇，促进辽港经贸交流与合作。研讨会内容

有税务专家讲解个税年度汇算清缴的政策要求、分享

应对税务稽查的经验，这些都是在辽宁的香港企业关

注的；中国商业经济学会的专家，向企业介绍如何应

对疫情对全球供应链的冲击，把握粤港澳大湾区发展

所带来的机遇；最后，香港投资推广署投资推广总监

向企业介绍香港的营商环境和相关投资政策、内地企

业在粤港澳大湾区和国家「一带一路」倡议中的发展

机遇，以及香港投资推广署可为企业提供的服务。研

讨会内容丰富，大受出席各界人士的欢迎。

本次年会晚宴邀请了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驻北

京办事处、驻辽宁联络处、香港贸易发展局大连办事

处、辽宁省外事办公室、辽宁省商务厅、辽宁省政协

港澳台侨外事委员会、沈阳市人民政府港澳事务办公

室、沈阳市委统战部、沈阳市对外贸易经济合作局、沈

阳市外事办公室、沈阳市政协及各友好商会的领导、

嘉宾以及商会会员等300多位来宾参会下，中国香港

(地区)商会-辽宁年会晚宴圆满举行。

中国香港（地区）商会-辽宁2021年会由商会副会

同心创前路 掌握新机遇
中国香港（地区）商会-辽宁2021年会圆满成功

长陈若晴女士主持，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驻北京办事

处主任梁志仁先生致辞，中国香港（地区）商会-辽宁

会长张立先生因为香港疫情的原因无法亲临现场，但

是也带来了视频的致辞！

中国香港（地区）商会-沈阳于2014年7月正式成

立。成立7年来随着商会不断地发展壮大，“中国香港

（地区）商会-沈阳”于2020年11月正式升级为“中国

香港（地区）商会-辽宁”。

此次年会晚宴的目的是加强香港商会员、在辽港

人港企、本地政府机构和企业的联系，让各界朋友们

增进交流与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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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12月22日，由中国香港（地区）商会-福建 

会长 陈又诚 先生带队，带领商会-福建会员组成

参观团，参加了由驻福建联络处联同厦门市人民政府

台港澳事务办公室举办的“城市印象·香港”摄影图

片展。

活动展出约100张图片，分为国际都会、自然风

光、文化熔炉、欢乐节庆和保育传承五个主题，展示香

港的城市和自然景观，以及文化和民俗的多样性，和

参观者一起细味这个都会城市的迷人魅力。

福建和香港两地的关系向来非常密切，在700多

万的香港居民中，约120万人原籍福建，即每六个香港

人中就有一个“根在”福建。香港也是福建最大的外

资来源地 ，以及福建企业境外上市的首选地点。

在国家“一带一路”倡议下，福建省的定位是“21世

纪海上丝绸之路”核心区，香港则致力巩固其作为 “一

带一路”首选平台和重要节点。2021年香港将开展“内

地企业伙伴交流及对接计划”，安排内地企业与香港专

业服务界交流对接，促成合作及提升项目的国际化、市

场化和专业化水平。闽港在推动“一带一路”建设的工

作上，将持续助力香港和内地的交流合作。

活动现场陈会长也接受了当地记者的采访，采访

中陈会长向大家介绍了中国香港（地区）商会以及福

建分组的成立背景、宗旨以及2021年发展计划，希望

商会能发挥好桥梁职能，拓展香港与福建两地深度和

广度的合作交流，将商业资讯、商业经验、商业机会汇

聚于此，努力达到双赢乃至多赢的局面。

最后，由驻福建联络处主任林景富先生(左二）、

中国香港（地区）商会-福建

活动回顾

厦门市人民政府台港澳事务办公室主任刘金柱先生

（右二）、中国香港（地区）商会-福建分组会长陈又

诚先生（左一）和香港工联会福建咨询服务中心副主

任李曣女士主持启动仪式。

商会会员们参观后纷纷表示，看到这些图片和现

场的展馆氛围布置感觉十分的亲切，仿佛一秒回到了

家乡的街头，希望疫情早日过去，祝愿在港的亲人们

身体健康，早日团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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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香港（地区）商会-广西

2020年桂港澳“共享广西自贸区机遇 共创西部陆海新通道”恳谈会。

现任十九届中央委员，广西壮族自治
区党委书记，自治区人 大常委会主
任，广西军区党委第一书记鹿心社。

梁振英副主席与广西省领导代表们合影 梁振英副主席与中国香港（地区）商会十一个地区的与会代表合影

参观自贸试验区

广西，是中国面向东盟的重要窗口，也是中国—东

盟博览会永久举办地。当前，广西正在积极推进

自贸试验区建设，持续推动与东盟国家的创新合作。

面对全新的发展机遇，正是需要积极储备人才的关键

时刻。为此，香港青年(内地)创业服务中心和RUN HK

桂港产业创新中心应时而生，并于2020年11月3日在

广西南宁华润大厦举揭牌仪式。

全国政协副主席梁振英，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协党

组书记孙大伟，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常委、统战部部

长徐绍川，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驻广西联络处主任

吴嘉俊，中国香港（地区）商会会长萧惠君，华润置地

华南大区总经理蒋慕川，华润置地华南大区助理总经

理、润加速总经理晓曼，以及各政府和企业单位出席

仪式。

在揭牌仪式上，全国政协副主席梁振英表示：香

港青年人的事业发展，不仅关系到香港社会的稳定，

更是如何用好香港人才的问题。香港经济结构比较单

一，希望香港年轻一代寻找事业发展机会时，可以放

宽视野，多到广西看看，寻找好的发展机会。梁振英

相信，广西的发展机会是相当多，也会相当好！香港青

年(内地)创业服务中心的设立，为香港青年的发展提

供了更多选择和更大的事业发展平台！

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协党组书记孙大伟：近年来，

桂港双方已建立加工贸易产业转移、旅游、专业服务

(建筑行业)、金融、交通物流等5个重点领域合作机

制，全面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取得一系列新成果。广

西各地建立了多个香港青少年国情体验和创新创业基

地，推出一系列香港青少年来桂实习交流计划，取得

积极成效。随着广西不断加快开放发展步伐，深化桂

港两地务实合作，将为香港青年在内地就业、创业提

双湾聚势 创赢未来

供新的广阔空间。

中国香港（地区）商会—广西会长潘家穰：广西正

积极融入粤港澳大湾区，广西自贸区正在发力，积极

推进陆海新通道建设。香港青年（内地）创业服务中

心和RUN HK桂港产业创新中心的揭牌，为港澳青年

提供了发展机遇。

据潘会长介绍，香港青年（内地）创业服务中心，

是以创业办公为核心，融合工作、社交、学习于一体的

多功能复合型香港青年社区。将是香港青年在广西进

行创新创业、实习就业、学习交流、安居乐业的综合服

务平台。同时,商会与华润置地旗下润加速产业加速器

共同打造产业创新国际化平台：RUN HK桂港产业创

新中心，以广西华润大厦为据点，依托华润产业、香港

商会、东盟企业等优渥资源，联动大湾区及自治区产、

学、研、投、创等全球顶尖资源，组成“智库”服务，为

桂港企业提供一站式的专业赋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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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店

广州南丰朗豪酒店

高级客房RMB850(净价)/晚

豪华客房RMB1080/晚

行政客房RMB138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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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s.Angela Xue

豪华房RMB11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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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酒店餐厅食品与酒水享七折优惠）

地址：广州市天河区珠江新城兴民路222号

电话：（8620）3705 6601

联系人：Mr.Jacky Ou

广州康莱德酒店

广州富力君悦大酒店

君悦客房 RMB1050/晚

嘉宾轩客房 RMB1550/晚

豪华套房 RMB2250/晚

1.以上房价均需加收15%的服务费及增值税，

含一份早餐及网络

2.以上房价展会期间不适用

地址：广州市珠江新城珠江西路12号

电话：（8620）8396 1234转预订部

联系人：Ms.LuLu Zhan

广州柏悦酒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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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r.Eric Fu

广州圣丰索菲特大酒店

高级房 RMB850/晚

豪华房 RMB1050/晚

（以上房价均需+10%服务费，+6%增值税费）

地址：广州市广州大道中988号

电话：（8620）3819 0886

联系人：Mr. Jason Wany

中国大酒店

豪华客房RMB 7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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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888-3228

联系人：Ms.Mon Ko

广州海航威斯汀酒店

豪华房RMB950/晚

地址：广州市天河区林和中路6号

电话：（8620）2826 6808

联系人：Ms. Christy W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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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MB85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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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30

   177 8681 3287

联系人：郭小姐

广州花都皇冠假日酒店

高级客房 RMB 790/晚

豪华客房 RMB 890/晚

豪华套房 RMB 1390/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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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持商会会员卡尊享客房之特别优惠折扣

地址：广州市天河区珠江东路6号

周大福金融中心

电话：（8620）8852 8888/185 2010 2355

联系人：Ms. Kate Wang

广州瑰丽酒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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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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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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ilber's

饮食 其它

康富来补品店

参茸补品类9折，保健品类9.5折

（特价商品除外）

康富来体检中心

个人健康体检8折优惠，企业员工健康体检6.5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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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ily

康富来国医馆

苏豪路易士嘉玛发廊

Hong Fu Loi Chinese Medical Clinic

全场正价美发项目8折（产品除外）

以下品牌广州及佛山门店可享：

Kraemer paris by hairculture

Kraemer paris

Luis Kraemer Paris

i Salon

SAIGON STREET FOOD

藤鹤

餐饮享受95折优惠

门店：啊荣西贡越南粉（广州IFC国金店）

地址：广州市天河区珠江西路5号IFC国金天地

负一层B110铺

门店：甘荣西贡越南食堂（广州领展广场店）

地址：广州市荔湾区黄沙大道8号领展广场

东区3楼339号铺

餐饮享受95折优惠

门店：藤鹤割烹（广州广粤天地店）

地址：广州市天河区海明路广粤天地北门

门店：藤鹤日本料理（广州琶洲保利店）

地址：广州市海珠区新港东路保利广场6楼

CONTACT 043

MEMBERS会员专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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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ong Fu Loi Chinese Medical Clinic

CONTACT 04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