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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访全国政协副主席梁振英

南沙“十四五”最新定位曝光

广州南沙粤港深度合作园

广州南沙粤港合作咨询委员会成立

2021年完善选举制度条例草案简要说明





南沙未来 筑巢引凤 花开蝶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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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SIDENT’S VOICE 会长的话

会长   罗慧馨女士

Ms. Angelina Law

罗慧馨 会长
广东省香港商会

春华秋实，硕果累累。随着第130届

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在广州完满落

幕，这是常态化疫情防控背景下我国成

功举办的一场重大国际经贸活动，也是

首次线上线下融合举办的交易会，意义

非凡。

2021年，香港商会也翻开了新篇

章。这一年，我们正式注册成为“广东

省香港商会”；成 为香港 选 举 委员会

“内地港人团体的代表”界别的代表之

一。随着粤港澳大湾区的飞速发展，香

港商会在助力粤港合作中将起到举足

轻重的作用。

在国家商贸发展的里程中，自贸区

的萌芽是具有代表性的表表者。回望

广东自贸区，广州南沙、深圳前海与珠

海横琴以三足鼎立之势，成为中国经

济的新担当。三个自贸区各有特色，各

担重任。其中深圳前海以金融、现代物

流、信息服务、科技服务等战略性新兴

服务业为主；横琴重点则在旅游休闲健

康、商务金融服务、文化科教和高新技

术等产业；而处于大湾区地理中心的南

沙自贸区重点发展航运物流、特色金

融、国际商贸、高端制造等产业，建设

以生产性服务业为主导的现代产业新

高地和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综合服务

枢纽。

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国际问题研究

所邓江年副所长表示“三个自贸区当中

可能三年看前海，五年看横琴，但其中

更具未来发展前景的还是南沙。”继今

年四月份成立了广州南沙粤港合作咨

询委员会以来，十月份咨委会服务中心

也正式启用。这预示着广东和香港的

传统优势将会结合起来，并产生化学作

用，形成一个新产业门类。这既是第一

个粤港合作的多功能前沿平台，也是一

个全新的探索。咨委会设秘书处，香港

工作站作为日常办公机构，另有政策研

究与推动、商贸合作、金融合作、资讯

科技和数据联通、青年创业就业、土地

规划发展、专业服务、科技合作及舆宣

九个专项工作组，推进南沙与香港各专

业领域的合作，解决粤港之间信息沟通

问题。

正如广州市委常委、南沙区委卢一

先书记称，我们真诚希望咨委会服务中

心履行好职责使命，促进穗港常态化

双向交流、全方位务实合作，也希望进

驻的会员机构充分发挥自身优势，积极

穿针引线、牵线搭桥，共同讲好湾区故

事，实现融合互动发展。

本期会刊，我们将聚 焦南沙自贸

区，探秘这个十四五规划中的新焦点，

了解其一日千里的发展。同时，我们还

非常荣幸邀请到全国政协副主席梁振

英先生接受采访，与会员们分享他近几

年走遍祖国大江南北，为推动香港与内

地经贸合作的经历和体会。

筑巢引凤，花开蝶来。展望数年之

后，粤港澳大湾区将会成为全球一流的

湾区，成为中国建设世界级城市和参与

全球竞争的重要空间载体。而南沙作

为未来粤港澳经济圈的核心，辐射范围

广，全面整合来自内地、港澳等多方资

源，定将成为广州的“城市副中心”，支

撑和引领全省新一轮对外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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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香港商会（简称：香港商

会）是得到广东省人民政府支持、广

东省港澳办为主管单位，在广东省民

政厅注册成立的非牟利机构。香港商

会根植广东21年，秉承“促进粤港经

贸交流”的宗旨，服务在粤港企港人。

现会员主要分布在粤港澳大湾区广东

省内九个城市。2021年，广东省香港

商会获得粤港两地政府的认可及支

持，成为香港选举委员会“内地港人

团体代表”界别分组的选委代表。

秉承“促进粤港经贸交流”的宗

旨，通过组织各类活动，向会员提供各

类信息，协助港商加强与广东省及各

市有关政府部门的沟通与联络，致力

于为会员构建交流、合作、发展和社交

的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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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ng Kong Chamber of Commerce in Guangdong

粤 港 携 手  共 创 繁 荣

广东省香港商会

「中国香港（地区）商会」是在国家民政部登记，于1993年4月在北京成立

的非盈利、非政治性的社会团体。「中国香港（地区）商会-广东」(简称“香港商

会”)作为一个分支，于2000年1月在广州正式成立。一直以来，我们秉承着“促

进粤港经贸交流”的宗旨，通过组织各类活动，向会员提供最新信息，构建交

流、合作、发展和社交平台，协助港商在国内发展。植根广东近22年，得到粤港

两地政商界的认可及赞誉。

粤港澳大湾区经济飞速发展，为港人港企带来众多发展机遇，香港商会在

促进粤港合作方面将发挥更重要、更积极的作用；为会员提供更切身的服务，

助力港人港企融入大湾区发展。2021年5月，香港商会得到广东省人民政府批

准及广东省港澳办的支持，在广东省民政厅注册并正式改名为“广东省香港商

会”。8月，香港商会正式成为香港选举委员会“内地港人团体代表”界别分组的

选委代表。

香港商会自成立以来，一直得到众多热心社会事业的政商界人士的支持。

全国政协副主席梁振英先生、香港特区政府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女士担任“永远

荣誉会长”；现任香港总商会，香港中华厂商联合会，香港中华总商会的会长/

主席出任商会“永远名誉会长”，关注及指导商会工作。

现任会长由广州市富景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康莱德酒店分公司业主代表罗

慧馨女士担任，罗会长连同16位来自不同行业的热心人士组成的理事局，竭尽

所能，为港商会员们提供服务，协助加强与广东省及各市有关政府部门的沟通

与联络，致力构建交流、合作、发展和社交的平台。

秘书处

广州市越秀区环市东路 339 号广东国际大厦主楼 909 室（510098）

电话：（8620）8331	1653        电邮：info@hkccgd.cn

深圳联络处

深圳市福田区深南大道2007号金地中心2405-06室(518031)

电话：(86755)		8228	0112转商会 电邮：kacey@hkccgd.cn
广东省香港商会微公号
网站：www.hkccgd.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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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

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

林郑月娥女士

大紫荆勋贤，GSB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全国委员会

梁振英副主席

永远荣誉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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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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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副秘书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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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2022 年度理事局成员

王健峰 Wong Kin Fung

常务理事
广州市苏豪嘉玛策划管理
有限公司
创始人兼行政总裁

邓强光 Lucas Deng

常务理事
维港教育集团
董事长

罗慧馨 Angelina Law 

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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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凯欣 Heidi Woo

常务理事
新世界中国地产有限公司	
项目财务总监（华南区）

陈建荣 Rio Chan

常务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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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ason Chan

常务理事
广州市桐江贸易有限公司
总经理

陈冠羲 Kenneth Chan

常务理事
HIQ	Group	Limited
董事

曾沛源 Kant Tsang

常务理事
金利来集团有限公司
集团房产总经理

杨家声 Ben Yeung

副会长
杨家声建筑设计事务 ( 广州 )
有限公司
董事长&主创设计师

翟云霆 Ivan Zhai

常务理事
加拿大哥伦比亚国际学院	
海外发展部助理总监

杜源申 Sonny Doo

常务理事
伟博儿童福利基金会
发起人

吴健心 Sammy Ng

副会长 
南丰房地产控股有限公司
总经理 -广州

叶泽荣 Alan Yip

副会长
店融易（深圳）信息科技
有限公司
联合创始人

郑伟干 Sam Cheng

副会长
广州富力君悦大酒店
总经理

曹景昌 King Cho

副会长
景博行（广州）商业服务
有限公司	
董事总经理

吴文慧 Mandy Ng 

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
香港贸易发展局
华南首席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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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少彼此“不知道”需三部曲

大湾区合力会有“化学反应”
——专访全国政协副主席梁振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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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ACT：几年来，您频繁往返于内地

及大湾区众多地区，见证《粤港澳大湾区

规划纲要》颁布以来的变化，积极推动各

项政策的实施。我们想请您分享下，在此

期间，有没有哪些所见所闻，或者哪些时

刻，是让您感受最深的？

梁：从行政长官的职位退下来以后，跑

了全国很多个城市。远至宁夏、西藏，

近就是大湾区，做了很多对接的工作。

我去内地这些地方，不只是看当地的情

况，而是要认真去了解香港和当地有什

么是可以合作的。

自从香港有黑暴开始，内地朋友少

了来香港，加上新冠疫情的影响，隔断

了两地交往。所以最近这两年，我不断

在两地往来，有机会还会带一些香港的

专家去内地考察，与内地对接，从而弥

补一下由于两地交流中断而造成的影

响，促进两地沟通。

我最 大的感受 就是，内地幅员广

阔，发展真的很快，可以提供给香港的

合作机会很多，多到做不完。有很多地

方应该去看看他们后续的发展情况，但

说实话，除了大湾区之外，就算是我去

得比较多的如广西、上海，想持续关注

各地最新发展情况，也不容易。

在这些考察和对接过程中我们不

断发现，香港不知道这些地区在做什

么、他们也不知道香港在做什么、以及

大家有什么可以一齐合作的，双方都不

知道。所以这也是我经常说的，存在很

严重的“不知道”问题。

CONTACT：确实，在您接受的不少访问中，

我们注意到，香港和内地彼此“多了解”、

“减少不知道”是您多次提到的。是什么样

的原因，让您对这个问题这么重视？

梁：要促进内地与香港的合作，最重要

是要知道对方在做什么，也要让对方知

道我们在做什么。举个最简单的例子，

大家知道香港是一个航运中心，当我去

到内地有航运功能的城市，讲到香港航

运中心的功能，他们都以为“航运”只

是一个码头的概念，其实不是的。

你看伦敦，他们可以做跟航运有关

的各类业务如买卖、租赁、融资、保险、

注册登记等等，而所有这些都需要法律

服务。伦敦没有货柜码头，但他们跟航

运有关的这些服务业做得很成功，比上

海港或香港做码头赚到的钱更多，而一

个海事法律师的收入也是很高的。

我们国家在发展航运和船业的时

候，应当有一个城市，就像我刚刚提到

的伦敦那样，可以提供（与航运）有关

的服务。而香港传统以码头为主的航运

中心的功能，也在逐步发展成类似伦敦

那样的现代高增值航运服务。

香港也是世界数一数二的贸易中

心，但香港很多做葡萄酒的朋友不知道

宁夏已经是中国最大的红酒产区，有30

多只葡萄酒在国际上获奖。不少香港旅

游业的朋友，也不知道宁夏的旅游业发

展得很成熟，包括葡萄酒庄旅游，那里

有很好的四星五星酒店，可以看星空、

品红酒。而且现在香港去宁夏的交通也

大湾区发展日新月异，粤港合作前景无限，如何把握时代机遇？日前，会刊

编辑部荣幸地连线专访全国政协副主席、广东省香港商会永远荣誉会长梁

振英先生，请他从粤港沟通、南沙新规划、港青北上等方面，为广大会员擘

画蓝图。

此次专访，也是会刊创刊以来首次与国家级领导人直面对话，从中亦可见国

家对在粤港商港人群体的高度重视和殷切期盼。

要促进内地与香港的合作，最重要是

要知道对方在做什么，也要让对方知

道我们在做什么。

减少彼此“不知道”需三部曲

大湾区合力会有“化学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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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方便，有去银川的直航班机。

经 过 这 四 年 多 的 两 地 往 返，我

就 有 了 这 样 的 结 论：要 解 决“ 不 知

道 ”问 题，要 有 三 部 曲。第一 是调 查

研 究 r e s e a r c h，包 括 去 现 场 看，在

网 上 或 市 场 上 做 资 料 收 集 工 作。第

二是沟通com mu n ic at ion，t wo -

w a y  c o m m u n i c a t i o n，第 三 是

engagement，就是要大家坐在一起，

看有什么可以一起做。

现在，已有香 港 红酒 商与宁夏合

作，协助宁夏葡萄酒经香港出口等等。

所以在一些领域，我们的推动已经逐渐

有了成果。

CONTACT：您一直都很鼓励香港专业人

士团体与内地相关部门多对接，以便把握

内地发展机遇。而香港专业服务业的水

平，无论在国际还是在内地，早已受到高

度认可。根据您的观察，在大湾区目前这

个发展阶段，有哪些领域的专业服务，特

别符合国家规划的思路或大湾区市场的

需要？

梁：内地的市场很大。20年前我在香港

倡议成立香港专业联盟，当时有10个

专业团体（基本上已经包括了香港全部

的专业团体）加入了联盟。当时很多人

都认为，香港专业人士在内地是没有竞

争力的，因为内地专业人士的水平并不

差，而且收费更有竞争力。

现在回看一下，至少有五个专业领

域，香港专业人士在内地的经营收入会

比在香港还要多：建筑设计、测量、城

规、环境、园林，这几个行业在内地拥

有相当大的市场。可以说，这几个专业

如果没有了内地市场，整个行业会受到

难以想象的冲击。

对于内地发展而言，香港最有价值

的行业不是以前的金融服务这些，而是

建筑设计、房地产评估，我们把这些服

务拓展到国内这个更大的市场，去扩大

我们的服务范围。从更长远来说，这个

拓展对香港更有价值，对国家也有更大

不只是为广东提供多优质大学教育资

源。我们要知道，港科大在香港清水湾

校区所做的创科研究，在香港本地并没

有下游产业可以承载并转化为商品。而

大家都清楚，广东是全世界做科研成果

转化最成功的地方，大量制造业厂家汇

集在珠三角，（做转化）又快又便宜量

也大。这就响应了我刚提到的“化学作

用”。港科大到南沙设立校区是如鱼得

水，双方如双剑合璧，大学的科研成果

以后可以很快在广东完成转化。

港科大是一所香港的大学，未来，

将会有大批香港或曾经在港科大任职

的教授、教职员进驻。港科大项目规模

相当大，第一期会有55座建筑物，到明

的贡献。这就是在内地利用到了香港专

业服务方面的基础优势。

像前海现在要发展现代服务业，如

果结合香港的基础优势和前海的平台

优势，双方合作能产生“化学作用”，就

能打造出新的产品或服务。

譬如航运中心方面，香港现在已经

在提高航运服务水平，包括海事法方面

的服务。香港律师事务所在海事法方面

已经具备一定基础，我们的事务所有百

多年的积累，管理非常严格。同时，我

们的事务所还有两文三语的优势，这些

都是香港的基础优势。

如果我们利用这些基础优势进入

前海，大力发展海事法的服务，并进一

步辐射全国、服务全国，那么，我们就

有机会减少对外国律师事务所在海事

法方面的依赖，从而避免若干年后再出

现被人“卡脖子”的情况。这个就是对国

家做出了贡献。

所以我现在主要考虑的就是有什

么新的东西，能够通过香港和内地的合

作产生出来。

刚才我讲到“化学作用”，可以做

一个比喻：香港是一种金属，内地各个

城市是另一些金属，我们将双方的优

势融合在一起，做成新材料——一种合

金，然后再用这种合金去促进其他领域

的发展。这就像我们把合金利用在航

空、潜艇等方面，合金更坚硬、有力，会

比单一金属更有价值。这样，我们融合

在一起，对国家的贡献就会更大。

CONTACT：南沙自贸区是大湾区规划纲

要中的重点区域之一，也是大湾区地理

位置上的中心，所以大家都想听您多讲

一下南沙的发展。譬如不少商会会员看到

您提出“在南沙规划建设港式社区”，都

觉得很特别，所以想请您再详细分享一下

这方面的思路。

梁：南沙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香港

科技大学已经落户，我们必须高度重视

这个元素。港科大南沙校区的意义，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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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5月南沙方面就会把校区交给港科

大。所以，这会是港式社区一个很重要

的“锚”。

港式社区的另一个“锚”，将是港

人子弟学校，南沙方面也已经立项。学

校将会是中小学一条龙，中学是全寄

宿，小学12班，中学24班，一共36班，

这将是内地第一间非牟利的港人子弟

学校。它的招生对象除了在广东的港人

子弟之外，还可以招收内地其他地区如

上海的港人子弟。据了解，目前有大约

8000多港人子弟在上海当地的国际学

校读书，这是在现时完全没有选择情况

下的结果。如果上海的港人家长把孩子

放在南沙这间学校，总比送到英国、苏

格兰读书要方便。那么南沙这间港人子

弟学校就可以解决内地其他地区一些

港人子女就读的问题。

除此之外，在香港的港人家庭当然也

可以送子女到南沙读书。这样，上述这两

所学校，就会是港式社区很重要的部分。

港式社区大概有1平方公里，在内

地来讲不算大，它的正式名称叫粤港

深度合作园。我们咨询委员会的基本构

思是，在南沙促进粤港合作，除了（正

式的）合 作 项目，还 要 将一些港人活

动——无论是社会活动还是经济活动

都集中在南沙，并做出一定成绩。

这里要重点讲一下，就是这个港式

社区不是一般概念上的供香港人居住、

香港是一种金属，内地各个城市是另

一些金属，我们将双方的优势融合

在一起，做成新材料 一种合金，

然后再用这种合金去促进其他领域

的发展。

2021年10月11日，梁振英副主席在咨委会服务中心启用仪式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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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沙只是一个平台，我们的目的是做

好粤港合作，这就需要不同企业和

行业在广东有不同的合作项目。不过

前提还是要全面了解广东各个城市

的最新发展情况，以便从中找到合

作机会。

港人在这里买楼或退休那种。我们所

追求的，是社区除了提供居住环境外，

还要有其他涉及香港人的活动，包括投

资、经营、教育等等。这个社区正在规

划之中，并已经有一定的眉目。

港式社区的规划方面，就要讲一下

咨询委员会。委员会有9个工作小组，其

中一个土地规划小组，组长是我任特首

时香港特区政府的规划署署长。他退

休之后做了很多公益工作，也有在大学

教书，我邀请他成为15个委员之一。规

划小组还有另外几位专家，目前也有在

内地工作的。所以港式社区的规划，是

会按照香港的标准、要求来做，正如我

们咨询委员会主任岳毅先生所讲到的，

我们是要做出有香港味道的社区。

明年9月，当港科大及港人子弟学

校开学后，大概在明年年底，我们就可

以看到很多香港人、香港学生在香港和

南沙之间来来往往，到时就能见到这个

社区最初的样子。我们做家长的都明白

一个道理：孩子在哪里，心就在哪里。

CONTACT：去年以来，由于疫情原因，

香港与内地包括大湾区之间的人员往

来，受到很大影响。在这样一个特别的阶

段，您觉得香港各界可以采取哪些方式，

来增加对内地政策以及大湾区各城市发

展的了解？

梁：咨询委员会服务中心已经有两个会

员机构派人进驻，一个是大湾区香港中

心，另一个是一国两制研究中心。接下

来，他们不仅会做关于南沙的研究，还

会研究整个广东与香港合作的机遇，并

定期通过newsletter的形式在香港分

享相关信息。

另一方面，11月我还会带两个团前

往南沙。这两个团会由服务中心会员机

构（商协会）的负责人组成，他们亲身

到南沙现场考察后，希望能将所见所闻

带回香港给他们的会员，从而在资讯共

享方面，解决“不知道”这个问题，并进

一步拉动香港各行各业来广东。

南沙只是一个平台，我们的目的是

做好粤港合作，这就需要不同企业和行

业在广东有不同的合作项目。不过前提

还是要全面了解广东各个城市的最新

发展情况，以便从中找到合作机会。

稍后，我们也将在广东接触 那些

驻本地的外国商会。外国商会是本国政

府在内地的耳目，相信他们了解更多粤

港合作的信息之后，也会反馈到自己的

国家，那么（在粤港合作信息分享上），

香港就能成为一个超级联系人。我们希

望，咨询委员会下一步在沟通、促进中

国与国际的信息交流中，也能起到一定

作用。

现在，媒体对中国的报道加强了很

多，这不单是为了吸引更多外国投资，

也是为了让西方国家更多地认识中国。

一些西方人士对中国的认识仍然停留在

三四十年前，他们对中国是有成见和偏

见的。

CONTACT：您一直都在呼吁港青北上创

业、就业，并且在这方面做了相当多的工

作。在这里，我们也很荣幸地向您汇报一

下，年初您与商会理事局会面时，我们曾

计划的一项工作，日前已经完成了：由驻

粤办、贸发局和香港商会共同筹备的《青

创地图》，已于8月完成并正式发布；我们

还通过线上论坛的方式，与港商、港青进

行了深入交流。我们希望这份地图，可以

成为港青北上时的可靠参考，帮助他们放

心迈出第一步。

您已经见过很多港青的北上故事，

请问有没有一些可以分享给我们的年轻

会员？ 

梁：由于香港的经济结构比较单一，以

金融、贸易、航运、专业服务等现代服

务业为主，制造业、科研等则很少，这

就导致在相关领域读书做研究、学有所

成的青年人，不能在香港本地做到学以

致用。这种情况其实在外国的都会城市

如伦敦、纽约也都存在，譬如，如果你

读aircraft engineering，那么你毕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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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是不会留在伦敦工作的；如果你要坚

持留在伦敦，那就要转行了。

香港就是有大批青年人，毕业后不

离开香港就要转行，而如果他愿意走进

内地，则不需要转行。例如我经常提到

的aircraft engineering和air space 

engineering，在珠海，已经研发出全

世界最大的水陆两栖飞机；而在南沙，

则是在做火箭，再运去海南。那么，读

航天工程和航空工程的同学是不是应

该考虑一下南沙和珠海呢？

我们希望青年人在学有所成之后

有机会踏出香港，就是想减少就业的

错配。这个错配，据我了解其实也是香

港青年怨气的来源之一。当然，生活或

住房问题肯定也是一个原因，但你想一

下，如果一个青年考到香港科大的航天

工程，当他即将毕业时，就会考虑毕业

后怎么办。如果没有对口工作，要转行

去做金融，那他如何与在科大读金融的

同学去竞争呢？

所以，我也希望广东省香港商会能

帮到这些同学。不只是通过香港政府的

就业计划，保证他们能拿到一万八千元

的工资，让他们可以在广东工作。钱当

然是一个问题，但年轻人在广东人生路

不熟，在广东的生活是怎样的，要怎么

开银行户口等等这些问题，我希望广东

省香港商会能协助香港青年人融入在

广东的生活，踏上新的轨道。

我相信，无论是因为文化、语言还是

地域的原因，越来越多有意北上的香港

青年人，主要会选择广东，所以广东省香

港商会可以在这方面做出很大的贡献。

CONTACT：2021年在广东省香港商会

发展历史上，非常重要的一年。作为商会

的永远荣誉会长，请问您对商会未来的

定位和工作，有哪些新的期待？

梁：广东省香港商会在未成立之前，我

已经和中国香港（地区）商会有很多联

系。香港商会一直很团结，为会员和在

广东生活居住的香港人办了很多有意

义的活动。我很希望广东省香港商会能

吸收更多香港人成为会员，使商会的力

量更加壮大。尤其是能吸收、支持那些

北上到广东的香港青年人成为会员，协

助他们尽快融入在广东省的生活，让他

们在工作上无后顾之忧。

另外我也透露一下，自从香港有国

安法后，（大学）校园已经平静下来。我

也和在读的同学们沟通过，一些同学胸

怀祖国，他们很关心大湾区的情况，但

之前因为校园气氛，令他们不敢办活

动。今年9月开学后，他们发现气氛已

经有所不同，所以他们都说，等到通关

之后，就会去近一些的地方考察，例如

广东。届时，我们也会请商会帮忙，协

助带领大学生到内地参观。

CONTACT：最后，还想看一下您有没有

什么想法或心里话，希望通过会刊可以

转达给商会会员？

梁：在粤港合作方面，广东省香港商会

需要做，同时可以做、值得做的事情很

多，希望广东省香港商会的朋友能继续

努力，商会更加发展壮大。

2021年11月4日，梁振英副主席视察南沙香港科技大学在建项目，了解进度及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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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自贸试验区实施范围116.2平方

公里，涵盖南沙、前海蛇口、横琴

三个片区，其中广州南沙新区片区（以下

简称南沙片区）占地60平方公里，面积

最大。三个片区区域功能各有侧重错位

发展。

“十四五”期间，南沙片区将建设：

◎ 粤港澳大湾区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 

 主要承载区

◎ 国际人才特区

◎ 进口贸易促进创新示范区

◎ 粤港澳全面合作示范区

◎ 打造联动湾区

◎ 面向世界的高水平对外开放门户

“十三五”时期，广东自贸试验区

各片区形成了各具特色、多元发展的产

业格局。2020年，广东自贸试验区实际

利用外资79.36亿美元、超过全省1/3，

外贸进出口3412.8亿元、占全省4.8%，

税收1119.42亿元，新引进34个世界500

强项目。

南沙片区坚持创新驱动，推动先进

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融合发展，积极推

动汽车、半导体及先进装备制造业加速

发展。集聚发展新一代信息技术、人工

智能、生物医药、新能源、新材料等战

略性新兴产业，累计设立高新技术企业

475家，集聚200多家人工智能企业，金

融和类金融机构稳步增加，落户金融和

类金融企业6587家。

国 际 航 运 枢 纽 功 能 持 续 提 升，

2020年累计开通114条国际班轮航线，

南沙港集装箱吞吐量1721.68万标箱，

商品车吞吐量达到116万辆，位列全国

第二大平行汽车进口口岸、全国最大国

际邮轮母港开港运营，邮轮出入境旅客

量居全国第三。

“十三五”时期，广东自贸试验区

固定资产投资超过5000亿元，构建了

以高速铁路、城际铁路和高等级公路为

主体的快速交通网络，推进港口群和机

场群重大交通基础设施对接，构建区

域交通枢纽。

南沙片区融 入粤 港澳 大湾区“半

小时交 通圈”加快 形成，首条货 运 铁

路——南沙港铁路施工建设，广深港高

速铁路庆盛高铁站开通使用，广州地铁

18号线首段建成开通，南沙大桥建成通

车，深中通道进入施工阶段，南沙港集

装箱三期工程6个万吨级深水泊位建成

投产，四期全自动智慧码头开工建设。

2025年自贸区进出口总额预计达

4000亿元，围绕打造高水平对外开放

门户枢纽，广东自贸试验区将建设引领

体制机制创新的先行区、世界级的贸易

链接平台、粤港澳大湾区融合发展的示

范区、现代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先导区。

《规 划》明 确了“十 四 五 ”时 期

广东自贸试 验区发展的主要目标。到

2025年，广东自贸试验区制度创新高地

作用更加凸显、营商环境进一步优化、

高质量发展水平稳步提升、粤港澳协同

发展水平显著提升。

进出口总额达4000亿元，集装箱

吞吐量达到3700万标箱；全口径税收

收入年均增长5%左右；累计实际利用

外资金额400亿美元左右，实际使用港

澳资金额350亿美元左右。

展望2035年，广东自贸试验区全

面形成要素自由便利流动、国际国内两

个市场高效统筹、规则制度机制与国际

高标准有效衔接的对外开放新格局，建

成全球高端资源要素配置、具有较强国

际市场影响力和竞争力的经济功能区，

成为我国深度融入经济全球化的重要

载体。

《规划》还明确了“十四五”时期

广东自贸试验区发展的重点任务

广东自贸区“十四五”
南沙最新定位曝光

9月22日，《中国（广东）自由贸易试验区发展“十四五”规划》（粤府办〔2021〕26号，以下简称《规划》）在广东省人

民政府官网上挂出。结合省“十四五”规划工作部署，突出广东自贸试验区特色，广东省制定出台《规划》，列入省级

专项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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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在营造市场化、法制化、国际化营商

环境方面

提出深化“放管服”改革，创新投

资管理体制，优化法制环境，实施自由

便利的人才流动政策，强化风险防控与

监控等举措。

2.在建设粤港澳大湾区国际航运枢纽方面

提出提升货物贸易自由便利化水

平，发展国际贸易新业态，开展数字贸

易创新试点，推动国际航运贸易中心发

展等举措。

3.在打造金融开放创新示范窗口方面

提出进一步扩大金融业领域开放，

深化与港澳金融业合作，促进金融支持

实体经济发展等举措。

4.在推进粤港澳深度合作方面

提出进一步扩大对港澳服务业领

域开放，深化粤港澳口岸通关便利化改

革，建设重大合作平台等举措。

5.在促进现代产业集聚发展方面

提出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高质

量现代产业体系，加强与粤港澳 大湾

区、海南自由贸易港、“一带一路”沿线

国家和地区产业联动发展等举措。

6.在高标准打造国际化城市新中心方面

提出统筹推进跨区域海陆空铁交

通和智能化信息基础设施建设，优化区

域空间功能布局，完善市政公用设施体

系等举措。

根 据重 点工作任 务，立 足各片区

发展实际，《规划》在航运贸易枢纽能

级提升、粤港澳深度合作、现代服务业

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基础设施

互联互通、国际化城市新中心建设等6

资料来源：广州南沙发布

个方面梳理了“十四五”时期的重点工

程，并对41个重点投资项目的内容及规

模进行了阐述，旨在强化实施支撑，推

动美好蓝图落到实处。

南沙发展，未来可期。

打开微信扫一扫	

查看南沙15个重点项目清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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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产业融合发展 完善企业服务机制

今年1-8月，南沙区经济延续强劲

增长势头，市场主体高质量增长，新设

企业4.9万家，同比增长1倍；新增外商

投资企业207家，同比增长56.8%；实

现实际利用外资6.16亿美元，同比增

长1.8%。新引进广州期货交易所、物产

中大金属集团、大昌行汽车控股等20

个世界500强企业投资项目（累计217

个）。

南沙深谋“链长制”招商，推进“产

业+产业链+产业集群”共振发展，加强

产业链头部企业靶向招商。在给科创企

业的发展建设良好环境方面，南沙区研

究出台“科创16条”专项政策，对“科学

发现、技术发明、产业发展、人才支撑、

生态优化”科技创新全链条给予扶持。

“人才是企业发展的资源”，为加快创

建全国首个国际化人才特区，南沙区印

发实施《广州南沙新区创建国际化人才

特区实施方案》，人才政策和服务保障

广州南沙粤港深度合作园
联通粤港澳  深度拓融合

南沙区位于广州最南端，与香港和澳门分别距离28海里和41海里，区位优势明显。《十四五规划纲要》提出要打造“广

州南沙粤港澳合作示范区”，明确要求南沙重点推进携手港澳建设高水平对外开放门户、共建创新发展示范区、建设

金融服务重要平台和打造优质生活圈等四方面任务，积极推动粤港澳合作共赢协力发展。而在《广州南沙新区发展规

划》中，南沙区又被赋予了建设粤港澳优质生活圈，打造粤港澳全面合作示范区的战略定位。过去一段时间，南沙新区

不断拓宽与港澳及周边地区合作的广度和深度，经济社会发展取得新成效，基础设施“硬联通”和规则机制“软联通”

水平持续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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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沙港

创享湾项目港科大效果图

体系进一步优化提升，为大湾区以及相

邻地区的企业发展提供了有力的人才

支持。

南沙持续完善产业政 策供给，围

绕服务链、产业链、创新链、资本链、

人才链五大板块，按照“总纲引领、五

链融合”框架，构建具有南沙特色、惠

企 惠才、系统高效的产业政 策体系，

精准有效助推企业发展壮大。2020年

“1+1+10+N”政策审议拨付金额超7.3

亿元，全力支持南沙企业做优做强。截

至2021年5月止，共有181间世界500强

企业在南沙投资。

无论是早于2004年就进驻南沙的

广汽丰田；还是2016年成立，但已成为

自动驾驶的明日之星，且已收获了不少

国际领先的机构投资者和整车厂投资

的小马智行；还有中科航宇（广州）科

技有限公司2021年在南沙设立的主要

用于开展系列化固体、液体运载火箭的

研制、生产、试验、总装及测试工作的

中科空天飞行科技产业化基地等众多

高新、智能企业的扎根南沙飞速发展，

令南沙区经济活力迸发。

现代化综合性国际门户枢纽港

作为国际物流中心的南沙区，未来

将进一步优化港口功能布局，引导货运

功能向南沙港区集聚，建成南沙港四

期、南沙港铁路、南沙国际物流中心，

推进国际通用码头、南沙港五期等项目

建设，将南沙港区建成现代化综合性国

际门户枢纽港。一方面深化与香港、深

圳在航运服务等领域合作，探索与港

澳共建大湾区航运要素交易中心，打造

粤港澳大湾区国际航运功能重要承载

区。另一方面推动与珠江口内及珠江西

岸的港口资源整合，共建世界一流港口

群。

与此同时，南沙区还将加快推进综

合保税区建设，持续发展对外贸易新业

态、新模式，建设大型设备进口全球基

地、华南地区最大综合型汽车进出口枢

纽港、全国领先的跨境电商示范基地。

借南沙港铁 路建成为契机，开拓

中欧贸易新路径，加强与西部陆海新通

道衔接，建设“一带一路”多式联运物

流枢纽，加强国际产能合作，携手港澳

建立实体化中国企业“走出去”综合服

务基地。同时，实施南沙综合交通枢纽

规划（2020-2035年），未来将构建铁

路、航运、航空、公路“四位一体”的现

代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强化与广州主城

区、珠江口东西两岸城市快速连接，加

快构建大湾区“半小时交通圈”。

粤港深度合作园庆盛起步区

粤港深度合作园庆盛起步区占地

面积约1平方公里，建筑面积超500万平

方米，总投资约700亿元，将建设庆盛

枢纽站场综合体、港式社区基础配套

设施、粤港澳双创产业园、香港科学园

广州南沙孵化基地、港人子弟学校、国

际学校、国际医院、境外来粤居民办事

中心等。

粤港深度合作园庆盛起步区以保

障产业导入基础设施刚性需求为主，通

过先行建设起步区带动合作园整体开

发建设。该项目将衔接香港标准，以共

建共享为原则，重点在资讯科技、专业

服务、金融及金融后台服务等八大产业

领域深化粤港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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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人子弟学校项目效果图

“校区-园区-社区”融合发展

在粤港深度合作园庆盛区起步区

建 设中，除 港 科大 广州校园、基础设

施、港人子弟学校、创享湾等一批重大

合作项目开工落地外，还与国内外知名

学校共建执信中学、南沙学校等10所中

小学，华南师范大学附属南沙中学、广

州外国语学校附属学校等也落户并投

入使用，南沙区的教育水平与品质持续

提升。而一批香港商协会的入驻，将更

有效发挥南沙粤港澳全面合作示范区

作用，促进港澳融入国家发展大局。

香港科技大学广州校园一期建筑

已经全面封顶，她是自《粤港澳大湾区

发展规划纲要》发布以来获批的首个

具有法人资格的内地与香港合作办学

机构，将在数据科学、机器人与自动系

统、生物医药及生物医学工程、先进材

料、智能制造及人工智能等交叉学科领

域培育人才，深化粤港澳大湾区教学产

研合作，推动大湾区科技创新、产业升

级和高质量发展。

与此同时，南沙区将围绕香港科

技大学（广州）产、学、研综合开发，

按照“校区-园区-社区”融合发展理

念规 划建设粤港深度合作园庆盛 起

步区，有利于构建香港科技大学（广

州）- 港 式 社区-庆 盛 交 通 枢 纽 的 综

合硬件支撑，营造“港人熟悉，国际一

流”的空间环境，吸引港资、港企、港人

进驻，建设粵港青年创新、创业基地，

打造集多种经济和社会功能于一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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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地铁18号线 汽车、半导体及先进装备制造业

广州南沙发布广州商务

位于广州市最南端、珠江虎门水道西岸，

是西江、北江、东江三江汇集之处；东与东

莞市隔江相望；西与中山市、佛山市顺德

区接壤；北以沙湾水道为界与广州市番禺

区隔水相连；南濒珠江出海口伶仃洋。地

处珠江出海口和大珠江三角洲地理几何中

心，是珠江流域通向海洋的通道，连接珠

江口岸城市群的枢纽，广州市唯一的出海

通道，距香港38海里、澳门41海里。

南沙区

在十四五规划的助力下，南沙发展不断推

进，在经济飞速发展之余，南沙的旅游资

源也相当丰富。如欲了解更多南沙发展情

况，请扫码关注以下公众号。

资料来源：南沙区融媒体中心

	 广州商务-投资广州

优质港式社区。

南沙港人子弟学校作为仅次于港科

大（广州）的一个重大教育项目，学校

选址位于港式社区内，投资估算约6亿，

总用地面积约93亩。规划建设非盈利

性香港学制的十二年一贯制中学，学校

将依托香港优质教育资源，聚焦港人子

女入学需求，努力为在内地城市工作及

生活的港人子女提供高质量的教育，计

划于2022建成使用。

畅通南北 提速湾区

近日正式印发的《广州市交通运输

“十四五”规划》（以下简称《规划》）

中提出，至2025年，要高标准建成畅

通全市、贯通全省、联通全国、融通全

球的现代化交通网络，基本建成全球

重要交通枢纽和国际物流中心，实现

“人便其行，物畅其流”。“十四五”期

间，广州拟建9条地铁（含延长线），合

共245.7公里。9条新线包括：2条高速

地铁、2条快速地铁、5条普速地铁。其

中，15号线、22号线以及26号线都与南

沙息息相关。

而规划中的15号线全程都在南沙

区，为区内地铁环线。一期工程先建设

横沥-南沙客运港-南沙站，共30.8公

里，建成后会将南沙的4号线、18号线、

22号线接通。

南沙现已开通的两条地铁——4号

线和18号线均为南北走向，重点加强

南沙与市区联系，两条线路在蕉门水

道一江之隔，没有交汇。而9月28日开

通的广州地铁18号线首通段（冼村至

万顷沙），是一条时速高达160公里的

市域快线，全长58.3公里，设站8座。令

南沙至广州天河的行车时间狠狠缩短

至半小时。15号线建成后会将南沙的4

号线、18号线、22号线接通。特别是横

沥-蕉门段，可串联起明珠湾起步区、

蕉门河中心区等重要功能区，构成南沙

轨道交通网络。

22号线南延段是“十四五”规划的

策划地铁新线中，排行第一顺位的线

路。虽然中途站点没有公布，但线路大

致走向此前已多次曝光，由番禺广场南

下，经过南沙客运港，过江进入东莞，

至长安步行街，全长58.5公里。未来，

还计划延伸对接深圳地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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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造南沙与香港各界沟通对话、交流合

作的平台

为 深 入 推 进 穗 港 两 地 更 紧 密 合

作，推动粤港澳大湾区高质量发展、融

合发展，在全国政协副主席梁振英先

生的大力推动下，2021年4月14日，广

州南沙粤港合作咨询委员会正式成立，

是合作园开发开放和建设管理的高层

广州南沙粤港合作咨询委员会成立
27名香港内地“最强大脑”助力发展

《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明确提出将广州南沙打造成为粤港澳全面合作示范区，支持在广州南沙规划建设粤

港产业深度合作园。国家“十四五”规划强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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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

化粤港澳高水平互利合作，共建重大发展平台拓展粤港澳协同发展空间。

次决策咨询服务机构。

咨询委员会由全国政协副主席梁

振英先生担任顾问，委员实行聘任制，

建立沟通联系、会议举办、成果转化等

工作机制。首批咨委会委员由16名香港

委员和11名内地委员组成，将致力于打

造成为粤港全面合作、深化合作的“思

想库”、“参谋部”和“超级联系人”。

在成立仪式上，全国政协副主席梁

振英先生表示：粤港合作有优异的成

绩，是区域合作的典范。通过广州南沙

粤港合作咨询委员会，粤港深度合作园

可在政策研究、土地规划、产业布局等

方面吸取香港成功经验，确保合作园内

的软件硬件符合南沙的发展目标，满足

香港企业、香港机构和香港人的发展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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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相信在咨询委员会这个创新的机制

内，香港和内地的委员可以共展所长，

为广州南沙的规划和建设出谋划策，也

为香港的未来发展开拓新的空间。

广州市委副书记、广州市市长温国

辉先生：成立广州南沙粤港合作咨询委

员会，对于深化粤港合作、推进粤港澳

大湾区建设具有重要意义。广州将大力

推进大湾区制度机制“软联通”、基础

设施“硬联通”、科技创新“智联通”、

交往交融“心联通”，携手大湾区城市

共建国际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希

望咨询委员会及各位委员充分发挥“思

想库”和“超级联系人”作用，为推进粤

港合作、大湾区建设贡献智慧力量。

广州南沙与香港地缘相近、人缘相

亲，合作历史悠久。为凝聚各方力量加

快推动粤港深度合作园等重大合作平

台建设，在全国政协副主席梁振英先生

的大力倡议和指导下，在省、市的共同

推动下，广州南沙粤港合作咨询委员会

正式成立。

咨委会邀请来自内地和香港的政

商学界精英、行业翘楚担任委员，致力

于打造广州南沙与香港各界沟通对话、

联系互动、交流合作的重要机制和平

台，将在推动粤港深化合作、融合发展

中发挥积极作用。

专家委员们将发挥“超级联系人”

作用，致力于加强粤港两地在科创、金

融、商贸、数据信息互联互通及专业服

务等方面深度合作，把更多的港资及外

企、专业人士推荐到南沙发展，争取把

南沙粤港澳全面合作示范区建成香港

及国际科创企业发展的首选地，香港年

轻人就业的理想地，港味十足、适合香

港人居住的生活区。

咨委 会委员将发 挥全 球化智库国

际资源与国际影响力作用，推动各类型

智库在南沙集群建设，聚集国际顶级智

慧，加快建设南沙国际化人才特区，为南

沙深化与香港合作出谋划策，积极为大

湾区乃至国家的发展贡献智慧力量。

咨委会内设9个专业工作组

首批咨委会委员共有27名，其中16

名为香港委员，11名为内地委员，涵盖

两地政商学界“最强大脑”。

根据委员专业背景和南沙建设发展

需要，咨委会内设9个专业工作组，积极

推动粤港两地在商贸合作、科技合作、信

息科技和数据联通、土地规划发展、政

策研究与推动、专业服务、舆论宣传、青

年创业就业、金融合作等领域率先开展

深化合作，形成示范效应。随着工作开

展和推进，必要时各小组将增加成员。

广东省香港商会罗慧馨会长则担

任商贸合作小组成员，与前香港商务及

经济发展局局长苏锦樑先生、原香港贸

发局副总裁叶泽恩先生一同，为合作区

的商贸发展出谋划策。

咨委会及其委员将对南沙积极参与

“一带一路”和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推

动粤港紧密合作等重大事项主动开展调

研，提出战略性、前瞻性意见和建议；

为南沙粤港深度合作园规划、建设、管

理所涉及的重大问题、重大政策、重大

项目等，提供咨询意见和建议；深度参

与和推进南沙粤港深度合作园开发建

设、产业导入和政策研究等工作。

资料来源：南沙区融媒体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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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中国香港特区公布的规模最大

的一份规划蓝图，“北部都会区

发展策略”的核心是构建一个占地300

平方公里的都会区，提供90.5万至92.6

万伙单位，共容纳约250万人口。该规划

之被命名为“都会区”，则因其涉及全

面的城市空间，并不只是一个新市镇。

这一跨度达20年的发展规划既旨

在 推 动 香 港 进 一 步 融 入 国 家 发 展 大

局，亦为香港各界所普遍关心的土地住

屋、创新科技、深港融合发展等问题给

出了框架性的解决方案。如能借机将香

港新界地区的边陲地带建设成为新的

“宜居宜业宜游的都会区”，则既可以

成为与南部（维港）都会区配套发展的

新平台，亦可与其仅一河之隔的深圳特

区形成“双城三圈”的战略性布局。

“三圈”指香港北部由西向东与深

圳相邻的“深圳湾优质发展圈”“港深

紧密互动圈”和“大鹏湾╱印洲塘生态

康乐旅游圈”。相关地区涵盖了深港口

岸经济带和深圳发展最成熟的都市核

心区，以及香港拥有较大发展潜力的新

界北部地区。

“北部都会区”有望成为香港城市

空间发展史上的一次战略性改变。香

港将最终形成包括中环金融中心在内

北部都会区 

——香港城市空间发展史上的一次重要改变

10月6日，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发表其本届任期内最后一份《施政报告》。全文达3.4万字的报告大篇幅

提及“北部都会区发展策略”，被认为是其中最大的亮点。

CONTACT 020

REPORTS 专题报道



的维港都会区，与国际创新科技中心为

重点的北部都会区的区域经济新格局。

前者重点对标国际市场，北部创科中心

既要面向世界，更要与深圳对标，与大

湾区共融。此外，“双城三圈”空间概念

有利于深港间共同促进经济、基建、创

科、民生和生态环境的紧密合作，通过

强强联手产生一加一大于二的效益。

从2021年初起，如何开发新界北地

区，逐渐成为香港相关业界人士的热议话

题。部分议员更是接连向特区政府提交

相关报告，阐明“新界北新中心”计划，并

指出香港应实现“北创科、南金融”。

近百年来，香港一直实施的是“南重

北轻”的城市发展空间格局。重心就是

以南部维多利亚港两岸的香港岛和新界

南为主。集中在维多利亚港的海边沿岸，

大概位于上环、中环、湾仔，到铜锣湾一

带，逐渐伸延到鲗鱼涌和太古区域。

与之相比，毗邻深圳的新界北部地

区一直是香港的边陲地带，大部分为生

态和乡村区，仅有一些属于边远型的市

镇、口岸，如屯门、元朗、落马洲、上水、

粉岭、文锦渡等等。以该区内的天水围

为例，其虽被视为发展相对成熟的新市

镇，但因缺乏相关产业，人们的生活与

本文摘自：《财经杂志》粤港澳大湾区系列
报道之二十三

工作分离，每天需耗费大量时间通勤。

在与其仅一河之隔的深圳，则在改

革开放的几十年当中，形成了罗湖、福

田、南山等核心城市发展区域。这与香

港北部地区形成了深港两边极大的空

间视觉和经济差异。

香港特区政府推出相关规划的目

的之一，是解决香港发展面临的严重缺

地问题。在与深圳连片发展并不被重视

的情况下，为增加土地供应，香港的替

代性方案是明日大屿填海计划。在产业

发展方面，为与中环形成呼应、构建2.0

版本的CBD，九龙东亦被纳入规划。

10月6日，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女士

在解释相关新规划的背景时则指出：这

是“一国两制”框架下首份由香港特区

编制，在空间观念及策略思维上跨越港

深两地行政界限的策略和纲领，充分考

虑了国家“十四五”规划中对香港的支

持、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对香港的期盼，

以及“前海方案”为香港带来的大量机

遇。“北部都会区”将是香港境内促进

港深融合发展和连系大湾区最重要的

地区，通过7个跨境口岸和未来兴建港

深西部铁路等，使港深两地能跨越“两

湾一河”，形成“双城三圈”的空间格

局，帮助香港更好融入国家发展大局。

整 个双城 三圈政 策，涉及非常庞

大的发展内容，既有土地使用、交通规

划，以及产业支持等一系列政策，当中

不可避免会涉及大量的利益重新分配

问题，也可能会遇到不小的阻力。能否

有足够的魄力冲破利益藩篱，准确贯彻

发展宗旨，以推动香港加快融入国家发

展大局，对特区政府及社会各界都是巨

大的考验。

为实现工作与生活处于相近区域，

《北部都会区发展策略》还提出建议

称：将制定明确政策及行政指引，尽量

把“无地域限制、带动就业机会”的政

府设 施及写字楼迁往北部都会区。此

外，林郑月娥亦表示：有信心惯常处于

核心商业区的专业服务会选择去北部

都会区发展，由于前海占地125平方公

里，是港岛的1.5倍，而定位是现代服

务业商业枢纽，由香港前往只需两个车

站，将为会计及律师等专业服务业带

整体而言，“北部都会区”对香港

发展格局产生的影响可能会表现在以

下方面：首先，其总面积达300平方公

里，未来可建16万至18万个单位，改变

过去“小打小闹”觅地建屋方式；其次，

此区域内宜居宜业宜游，为科技发展

及其他产业提供土地空间，将成为未来

二十年城市建设和人口增长最活跃的

地区，这与传统新市镇相比，层次有了

更大的提升；其三，由政府主导规划建

设，打破“小政府、大市场”窠臼。

随着香港社会逐渐恢复稳定，如何

抓住相关发展机遇，聚焦经济发展，是

香港社会各界高度关心的话题之一。前

述“北部都会区”规划如能真正落地，

则被认为是香港重要的发展新机遇之

一。在执行过程中能否克服此前一系列

规划遇到的类似难题，亦成为该规划所

面临的重要考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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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完善选举制度

（综合修订）条例草案

完善选举制度的法律基础和过程

重新构建选举委员会

选举投票日

3月11日

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

大会四次会议通过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关于完善香港特别行政区

选举制度的决定》

3月30日

基本法第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务

委员会获授权通过

新修订的《基本法》

附件一、附件二

4月14日

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

向立法会提交

《2021年完善选举制度

（综合修订）条例草案》

2021年9月19日＞ 选举委员会界别分组            2021年12 月19 日＞第七届立法会            2022年3 月27日＞第六届行政长官

职能
 提名及选举行政长官

 选举产生40名立法会议员

 提名所有立法会选举候选人

规模
 由4个界别1200人增加至5个界别1500人

第一界别：工商、金融界

第二界別：专业界

第三界别：基层、劳工、 宗教等界

第四界别：立法会议员、 地区组织代表等界

第五界别：香港特别行政区全国人大代表、香港特别行政区全国政协委员和有关全国性团体香港成员的代表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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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会选举

产生办法

1
2

3

由界别分组内的指明职位人士
（即指明人士）出任当然委员

 例如立法会议员、全国人大港区代表、全国政协港区委员、

大学校长、法定或重要机构负责人等

由界别分组内的指定团体提名
出任委员

 例如宗教界别分组、科技创新界别分组的中国科学院和中

国工程院香港院士等

由界别分组内的合资格团体或
个人透过选举产生余下名额的
委员

 界别分组候选人须获得该界别分组5个选民的提名，其本人

须为地方选区登记选民及该界别分组选民或与该界别分组

有密切联系

 投票人为该界别分组的已登记合资格团体或个人选民。若

不属法例列明的团体，只有取得相应资格后持续运作三年以

上的团体方可登记为选民

各界别分组的指明职位、指定团体和合资格团体或个人的名单，详列于条例草案和专题网页。

宣誓要求
所有选举委员会委员须作出宣誓，符合「拥护《基本法》、效忠特别行政区」法定要求和条件，并引入处理违反誓言的机制。

选宣誓要求委会任期
新一届选委会将于2021年10月22日组成，任期5年。

行政长官选举
 候选人须获得选举委员会不少于188名委员联合提名，5 个界别每个界别参与提名的委员不少于15 人

 选举委员会以一人一票无记名投票选出行政长官候任人，候任人须获得选举委员会全体委员过半数（即超过750名选委）支

持，再由中央人民政府任命

产生途径 选举委员会（40席） 功能团体（30席） 分区直选（20席）

谁可参选

所有年满21岁、在紧接提名前的
3年内通常居港的地方选区登记
选民(非选委会委员亦可参选)

所有年满21岁、在紧接提名前的3
年内通常居港的地方选区登记选民
及在有关界别为登记选民或与该界
别有密切联系

所有年满21岁、在紧接提名前的3年内通
常居港的地方选区登记选民

提
名
门
槛

来自选举
委员会/

竞逐的界别/
地区的提名

10	-20人 10	-20人 100	-200人

来自选举
委员会的
提名人数

五个界别
每个界别
2-4人

五个界别
每个界别
2-4人

五个界别
每个界别
2-4人

选民基础
1500名

选举委员会委员
合资格的个人或

团体选民*
全港选民

投票方式

 全票制
（即每名选委须投票选40人）
 候选人当中得票最多的40人
当选

 除劳工界选出三人外，其他
界别每名选民选一人

 得票最多者胜出

 双议席单票制（即每区两席，每名选民
选一名候选人）

 得票最多的两名候选人当选

   
 

* 若不属法例列明的团体，所有团体都要在功能界别取得相应资格后持续运作三年以上方可成为选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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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3 4        排队的关爱安排

为便利年长或有需要的选
民投票，票站主任可在投
票站设立优先取票队伍
有需要的选民包括：

 70岁或以上人士

 孕妇

 因其疾病、损伤
或残疾令身体会因排队而有

剧烈疼痛或痛苦的人士

十个地方直选的选区

选举委员会

进行选民登记

设立资格审查委员会

优化选举安排

当然委员 所有符合资格成为当然委员的个人，须于7月5日前提交登记表格

由指定合资格团体提名产生 指定团体毋须登记，留待提名期内参与提名选委

参与投票的合资格团体或个人选民 所有合资格选民，不论目前是否选民，都必须于7月5日前重新登记

立法会
功能界别     因界别和选民基础增减而受影响的选民，可于7月5日前重新登记

新增界别

废除界别

合并界别

 港区全国人大代表、港区全国政协委员及有关全国性团体代表界       商界（第三）    科技创新界

 区议会（一）     区议会（二）         资讯科技界

 医疗卫生界（选民基础将会包括来自中医业的代表）

登记资格有
改动的界别

取消个人票
的功能界别

 饮食界       体育、演艺、文化及出版界   地产及建造界      渔农界     航运交通界
 旅游界     纺织及制衣界                 批发及零售界    进出口界

 饮食界            体育、演艺、文化及出版界   医疗卫生界  商界（第二）  工业界（第一）
 金融服务界  纺织及制衣界  批发及零售界  进出口界

地方选区     一般地方选区选民如欲今年投票，必须于5月2日前登记

组成  资格审查委员会的主席及成员由行政长官委任

  只有《基本法》第四十八条第（五）项所指的主要官员才有资格出任成员

职能  审查并确认行政长官、选举委员会和立法会议员候选人的资格，包括符合「拥护《基本法》、效忠特别行政区」的法定要求

       修订《选举(舞弊及非法     
       行为)条例》

为了采取措施，依法规管操
纵、破坏选举的行为，条例
草案建议：

 任何人在选举期间内藉公开
活动煽惑他人不投票、投白票

或废票，即属干犯非法行为

 任何人故意妨碍或阻止另一
人在选举中投票，即属干犯舞

弊行为

        电子选民登记册

 为提升有关发票程序的效
率 和准确性，建 议由今 年的

选委会界别分组选举及立法

会 选 举 开始，使 用电子选民

登记册

 选民出示身份证明文件，票
站人员用电子仪器核对和发

票，毋须再用纸本和划线

        查阅和编制选民登记册

为了维持选民登记册的透明
度，同时保护选民的私隐，

建议修订查阅和编制选民登
记册的安排：

 只限传媒、政党以及候选人
查阅登记册

 遮蔽登记册上选民的部分个
人资料

 提交住址证明的要求扩展至
所有新选民登记申请，增加市

民对选民登记制度的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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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荣幸，广东省香港商会能成为香港选

举委员会“内地港人团体的代表”界别的代表之

一，在此我要感谢理事局成员的信任，委任我代

表商会出任这个选举委员会代表的职位，本人深

感任重道远。

作为香港商会的一份子，感觉非常高兴和自

豪，本次能成为选委代表之一，足证香港商会的

工作得到了粤港两地政府的认可；中央政府相信

香港商会是一个由爱国爱港人士组成的团体。林

郑月娥行政长官以及全国政协梁振英副主席已

应邀担任我们的永远荣誉会长职务，参与并指导

商会的发展及各项工作。

9月2日，香港商会举办媒体介绍会，邀请了

五家媒体代表与我们一齐分享新选举制度的方

方面面。本次选举制度改革，更注重社会各界和

内地港人的意见，作为内地港人团体的代表，让

我们有机会参与到立法会和特首的选举中，我们

将充分利用商会这个平台，团结内地港人，了解

他们所需，为他们发声。我们会选出一位爱国爱

港、德才兼备、有能力有魄力为香港及香港市民

谋福祉的领袖。

我在广州工作生活已经有36年，亲身经历了

国家的发展和强大。我们的会员都是在大湾区工

作及生活的香港人，相信很多在内地的港人和我

的感受都一样，人在内地，心系香港。修例风波

后，我们很担心在香港的家人的安全，以及子女

在香港的教育问题。相信大家都会认同推行“国

安法”和完善选举制度能帮助香港走出困境，迈

出新的一步。

我们会代表大家去提名和投票选出爱国爱

港的有能人士去管治香港，同时希望香港政府能

多了解和明白我们这些在内地工作和生活的港

人所面对的问题和需求。在此，我们呼吁大家多

关注和积极参与未来半年在香港的几个选举，相

信只要大家团结一致才可以令香港重新出发。

团结一致 香港再出发

杜源申荣誉会长寄语

9月2日，商会召开媒体介绍会，杜会长接受媒体采访。

10月8日，杜会长在驻粤办宣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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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辉实业（深圳）有限公司

始创于1980年的明辉集团，是以旅游用品为核心的卓越品

牌国际企业，是国际领先的酒店用品、航空用品、旅游用

品，以及身体护理产品综合型服务商。2007年11月, 明辉

国际控股有限公司在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主板上市, 

是行业内首家上市公司(HKSE:3828)。

公司代表 / 刘子刚先生

电话 / 86-138 0270 1202

电邮 / alex.liu@mingfaigourp.com

地址 / 深圳市龙岗区平湖白泥坑明辉工业城

司徒维新律师行有限法律责任合伙

司徒维新律师行有限法律责任合伙是一家以香港为基地的

律师事务所。我们提供的服务包括企业和家庭事务、民事

及刑事诉讼、商业及物业交易、中国公证及国际公证、遗嘱

及遗产承办、上市融资、信托、资产管理、中国和跨境事务、

仲裁及调解等服务。

我们设立了金桥司徒邝(南沙)联营律师事务所，成为广州第

一家粤港澳联营律师事务所。

公司代表 / 冯健华先生

电话 / 852-2521 6333

电邮 / enquiry@hksunlawyers.com

网址 / www.hksunlawyers.com

地址 / 香港夏悫道18号海富中心2座

 21楼02室

广州和睦家医院有限公司

植根广州10多年，广州和睦家医院为成人及儿童提供一站

式的国际化综合医疗服务。医疗团队由专业国际医生及国

内专家组成，为患者提供优质的诊疗和预防保健服务。提供

包括内科、外科、妇产科、儿科、全科、皮肤科、口腔科、康复

医学科、中医门诊、24小时急诊等在内的多学科专业服务，

以及全科家庭医疗、家庭式一体化产房、产后康复中心、新

生儿重症监护室等特色服务。

公司代表 / 夏凯莉女士

电话 / 8620-3610 2000

电邮 / gzumarketing@ufh.com.cn

地址 / 广州市海珠区琶洲大道31号

汇华（北京）信息咨询服务有限公司（广州分公司）

汇华资讯(CBI)成立于1996年，是亚太地区权威的商业资讯

公司，20多年来专注于为国内外企业提供雇员背景调查、企

业信用调查、合规审查、尽职调查、实地认证等服务。CBI 5

家公司分布在香港、北京、上海、广州和西安，拥有业内最专

业的服务团队，服务范围覆盖200多个国家及地区，为企业

提供最新、最准确、最全面的商业资讯。

公司代表 / 黄影虹女士

电话 / 86-135 6012 2283

电邮 / ella.huang@chinacbi.com

地址 / 广州市天河区黄埔大道西33号

 三新大厦12D室

广州爱朋得公关顾问有限公司

广州爱朋得公关顾问有限公司于2015年在广州注册成立，

服务全国客户。在这6年里，我们凭着过去10多年的个人经

验，开展经营传播策划管理咨询服务，包括产品推广策划，

执行，传播创意，线上线下新媒体效果专案，产品推广活动

组织策划，营销技术开发与管理等广告相关服务；依附着新

媒体经济动力而发展，以创新内容在广州奠定基础。

公司代表 / 黄慧敏女士

电话 / 8620-6197 2607

电邮 / ada.wong@ipanda.social

地址 / 广州市天河区华穗路406号之一

 中景大厦B座15楼1502单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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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菱电梯制造（广东）有限公司

富菱电梯制造(广东)有限公司是一家全外资企业，公司总部

成立在香港。富菱电梯产品制造和服務於国内40年，集研发

设计、销售制造、安装改造，维修保养、技术培训为一体。旗

下商业投资业务面向全球各地，产品更享有自主进出口权。

富菱电梯制是第一批最早取得中國电梯制造生产许可证及

安装改造许可证的老品牌企业。

公司代表 / 梁科先生

电话 / 86-139 0284 8031

电邮 / mike@fulingelevator.com

网址 / www.fulingelevator.com

地址 / 佛山市南海区平洲工业园区永利路

 （富菱电梯有限公司）

罗曼古堡国际控股有限公司

业务介绍：产业园、孵化器开发运营，产业化项目投资；政

府招商引资平台，引荐资方项目落地，助力政府招商引资。

投资信息咨询服务；商务咨询服务、公共关系服务；社会

经济咨询服务，市场调研服务；商务活动策划、会议展览

服务。

搭建平台，链接人脉，打造圈层。服务政府，扶持创业，孵

化项目。

公司代表 / 孙泉先生

电话 / 86-186 8224 5698

电邮 / 604886200@qq.com

地址 / 深圳市前海合作区华润前海中心32层

梁黄顾建筑师(香港)事务所有限公司

LWK+PARTNER是一家扎根香港、领先行业的建筑设计

事务所，在全球开设12所工作室，提供国际级的建筑环境

设计方案，横跨建筑设计、规划与城市设计、室内设计、景

观设计、文物保育、BIM、品牌体验及灯光设计多个范畴。

事务所发展逾 35 年，完成多个出色项目涵盖综合用途、商

业、住宅、教育、TOD，及休闲与公共设施项目等。

公司代表 / 卢建能先生

电话 / 852-2574 1633

电邮 / kennethlo@lwkp.com

网址 / www.lwkp.com

地址 / 香港特别行政区尖沙咀海港城

 环球金融中心北座15楼

广州木启商务咨询有限公司

木启咨询是由资深财税领域专业人士合伙创办，致力为企

业或个人提供财税咨询、投融资对接及其他商务咨询服务。

我们从新一代管理者的实际需求出发，提供“国际化视野，

本土化方案，高效费比”的专业服务，手把手解决企业不同

阶段的经营问题，实现共同进步，持续发展。想了解更多财

税新政与行业新规请关注“吾系四大”公众号。

公司代表 / 吴茵女士

电话 / 8620-2232 0219/86-186 0202 8930

电邮 / wing.wu@woodsstart.com

微信公众号 / 吾系四大

地址 / 广州市天河区华夏路26号

 雅居乐中心31楼F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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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肇棆先生 Alan Tso
英国剑桥大学土地经济学士及硕士，CBD迷你仓创始人兼

CEO。曾任职光大安石、美林证券及汇丰投资银行。社会职

务：北京市青年联合会委员、北京市海外联谊会青年委员、

陕西省海外联谊会理事、北京市海淀区海外联谊会理事、香

港互联网专业协会理事、香港专业人士（北京）协会创新工

商委员会副主席、亚洲迷你仓商会董事会成员。

电话 / 86-138 1076 3886

电邮 / alan@cbdmnc.com

网址 / www.cbdmnc.com

地址 / 广州市天河区高唐路235号301房

黄永和先生 Alex Wong
1985年开始从事酒店行业至今，先后在凯悦集团、万豪集

团、豪生集团等国际知名品牌下属酒店担任高级管理及区域

总经理职务，有丰富的酒店管理经验。现任香港信兴集团旗

下酒店管理公司总经理, 负责酒店公寓业务, 商场及写字楼

业务。信兴集团为一所建基于香港的大型企业并建立了深厚

的根基和领导地位，为Panasonic产品之港澳地区总代理。

电话 / 86-186 1002 0432

电邮 / alexwongww@gmail.com

地址 / 广州市天河区天河北路233号

 中信广场公寓西塔2204室

陈永轩先生 Joe Chan Wing Hin

住在广州的香港人，北科生命科技股东合伙人，自有服装品

牌生产商。2017年机缘巧合下加入干细胞行业，本着「严谨、

创新、关爱、服务」的创业理念，致力推广干细胞技术发展

为身边的朋友健康造福而不懈追求。业余也是一名车手，曾

参与国内大小卡丁及房车比赛并夺得奖项。人生箴言：以德

为根，以诚为本；乐在于志，业精于勤。

电话 / 86-135 3892 4897

电邮 / 648561285@qq.com

地址 / 深圳市南山区粤海街道高新区社区

 高新南九道59号北科大厦

廖蔚斌先生 Webber Liu
于2004年加入香港宽频，专注电讯行业17年，任职商业市场

及中国业务经理, 致力协助公司开发及拓展大湾区市场，提

供跨境专线和VPN加速服务。香港宽频企业方案为企业市

场提供优质及多元化的信息及通讯科技方案，服务范围涵

盖宽频、数据连接、Wi-Fi管理服务、流动通讯、话音服务、

数据中心、信息保安、系统整合及综合云端方案等服务。

电话 / 86-135 6004 0328

电邮 / webber.liu@hkbn.com.hk

WhatsApp / 52291953

微信 / webberlwb

地址 / 广州市越秀区中山五路五月花广场

 10楼全层

何国光先生 Ho Kwok Kwong
香港侦探总会创办人、香港企业保安有限公司创办人、香港

客属总会会长、世界华人协会常务理事、孔教学院副院长、

中国反侵权反假冒联盟副理事长、新界总商会常务董事、香

港中华厂商联合会顾问、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理事。透过不

同商会积极为港人开拓国内发展商机，加强国内外工商界交

流合作，风雨前行，是香港年轻人的典范。

电话 / 852-6888 8880

电邮 / jeffho@hk-cs.com.hk

网址 / www.hk-cs.com.hk

人物百科 / zh.wikipedia.org/wiki/何國光

地址 / 香港九龙尖沙咀广东道

 新港中心2座1206室

林智生先生 Stanley Lam
30年奢华酒店管理经验，现任东莞松山湖凯悦酒店总经理

兼东莞外商协会副会长，作为足球发烧友，踢得一场好波，带

得一队好Team，曾先后在香港君悦、广州富力君悦担任重要

管理职位，2017年担任重庆富力凯悦总经理屡创佳绩。重返

广东，Stanley以无限新奇创意带领松山湖凯悦，承此，业主

丰华集团及Hyatt集团将再度携手合作四家豪华酒店。

电话 / 86-139 2880 6720

电邮 / stanley.lam@hyatt.com

网址 / www.hyatt.com/en-US/hotel/

 china/hyatt-regency-dongguan/

 dongg

地址 / 东莞市松山湖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沁园路东莞松山湖凯悦酒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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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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计划仅限广东省香港商会会员参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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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852-9326 0820

电邮 / kevin.lee@redspotscreative.com

地址 / 广州市天河区中山大道439号26楼11房

辛妮诗女士 San Ni Sze Zeta
低碳、智能，一直是人类发展的方向。来自香港的她，3年前

第一次接触到碲化镉这种可以在雨天发电的新型光伏材料

时，她便萌生了要创办一家把太阳能融入日常生活中，在带

给人们便利、舒适的同时减轻环境压力的生态环境的公司。

这便是集思电力科技有限公司的太阳能Stand-along产

品——“零碳系列”的核心要素。

电话 / 86-184 2002 0955

电邮 / zeta@bi-et.com

地址 / 广州市南沙区环市大道南2号

 资讯科技园软件楼南3002-3室

林健华先生 Joanus Lam
华语乐坛著名词曲创作及音乐制作人，曾发布歌曲超过350

多首，合作超过100位巨星歌手，曾任台湾滾石和金牌大風

制作人和音乐总监；并创办了J10音乐娱乐，进驻到广州珠

江琶醍，发展湾区音乐娱乐事务。

代表作：莫文蔚《忽然之间》、张学友《有病呻吟》、古巨基

《必杀技》、陈奕迅《与我常在》《我的快乐时代》、杜德伟

《情人》等。

电话 / 86-139 2244 0586

电邮 / vincent@stylus-studio.com

地址 / 广州市天河区岗顶天娱广场西塔9103

电话 / 86-185 6514 2992

电邮 / jmusicstore@163.com

地址 / 广州市海珠区新港东路磨碟沙大街

 118号第19、20栋自编七仓1铺

李嘉俊先生 Lee Ka Tsun
香港出生，红点子创作(香港)有限公司创办人暨CEO，粤港澳

大湾区杰出青年企业家。于2007年开始创业，2011年创立红

点子公司，2013年在广州成立红视博公司AR技术团队。2018

年开始专注高新科技文化产业，推出“虚拟主播及动画快制

系统”，并获得由香港特区政府颁发的《最佳数码娱乐互动

设计金奖》及香港科技界最高荣誉《2019年度全年大奖》。

张广坚先生 Vincent Zhang
张广坚在巴黎获得其室内建筑学硕士学位，在2005年成为

首位被法国室内建筑学会（CFAI）认证的华人会员。他精通

广东话，普通话，英文及法文。张广坚曾于Gettys设计集团

香港公司担任总监，其丰富国际设计基础及推陈出新的设

计理念，于2016年获颁香港年轻设计领袖殊荣。2013年张

广坚和曾昊香港创立Stylus工作室, 自此工作室声名鹊起，

于2021年成立广州分公司。

利光泽先生 Lee Kwong Chak Billy
香港人，老人家有句俗语说得好“男人要闯过先不枉此生”，

刚好在人生中遇上时机，20岁开始打工，30岁开始做生意，

到40岁作出人生中极大的转变，由工程老板变身成为东南亚

食材品牌国内总代理，最终创立《梦之比》，意思是有一个梦

想的比利，大家想食得健康又食得特别，不妨与我联络！

您“梦”想到，我都“比”到！Beyond The Magician 

电话 / 86-198 9651 1134

电邮 / billylee@bnmltd.com

地址 / 广州市天河区天河路621号天娱广场

 西塔九楼9126单元9110室

CONTACT 0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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藉中秋佳节的来临之际，广东省香

港商会与各位会员相聚广州康莱

德酒店，共同回顾商会的各项工作情况

以及展望未来的发展方向。

在首先召开的会员大会上，罗慧馨

会长介绍商会最新情况，简述了广东省

香港商会自2021年7月1日起正式运作；

全国政协梁振英副主席以及香港特区

政府林郑月娥行政长官担任广东省香

港商会永远荣誉会长职务；杜源申荣誉

会长担任“内地港人团体的代表”界别

分组选委代表；罗慧馨会长担任广州南

沙粤港澳深度合作咨询委员会商贸合

作小组成员等内容。

随后吴文慧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

总结商会工作情况，来宾借此可了解现

阶段的财务状况并回顾商会的活动以

及期待周年晚会的来临。

2021 年度会员大会

会员大会现场

罗慧馨会长（左）与吴文慧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右）汇报商会工作

会员相互交谈

CONTACT 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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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港澳事务办公室副主任黄锻炼
先生应邀出席活动并致辞

恭喜以上中奖的会员

全体合照留念

香港特区政府驻粤经济贸易办事处
主任陈选尧先生应邀出席活动并致辞

香港中联办广东联络部主任范克胜
先生应邀出席活动并致辞

广东省香港商会荣誉会长杜源申先生致辞

中秋联谊酒会继会员大会结束后举

行，现场有幸邀请到香港中联办

广东联络部、广东省港澳办、香港特别

行政区驻粤办的领导莅临现场，共祝

中秋佳节。现场有美味的佳肴、醇厚的

美酒、欢乐的灯谜、丰富的礼品，并伴

随着红灯笼的衬托下节日气氛格外浓

郁，让参加本次活动的来宾感受到不

一样的温暖，在此感谢此次出席活动

的来宾以及赞助商的大力支持。

中秋联谊酒会

CONTACT 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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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 8 月 26 日下午，香 港 特区

政府驻粤办联同广州市港澳办、香

港贸发局及广东省香港商会联合举办

“粤港澳大湾区青年创业交流会”，共

同探讨香港青年在粤港澳大湾区内地

城市创业的政策优惠及创业支持。交

流会全程以直播形式分为两部分进行，

第一部分由主办机构代表致辞，第二部

分邀请到专家及青创企业家进行主题

分享。据统计，此次活动共计六千余人

次观看，非常感谢各位的大力支持。

主办机构代表与演讲嘉宾合影留念

广州市人民政府港澳事务办公室主任詹德村先生致辞

广东省香港商会会长罗慧馨女士致辞

企业代表主题分享

香港特区政府驻粤办主任陈选尧先生致欢迎辞

香港贸发局华南首席代表吴文慧女士致辞

粤港澳大湾区青年创业交流会

CONTACT 0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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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开放程度最高、经济活力最强

的区域之一，粤港澳大湾区正成

为带动全球经济发展的重要增长极。同

时，越来越多港澳青年正融入国家发展，

将大湾区建设视为创业追梦的契机。

粤港澳大湾区是国家的重要发展

战略。经过多年的建设和发展，粤港澳

三地政府目标明确：携手推动大湾区建

设成为国际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

11个城市拥有不同的定位和发展策略，

区域之间取长补短、产业相互融合互相

支撑，城市之间相融合同发展。

在区内，支持港澳青年创业就业的

政策体系正在加快制定和落实。例如，

近年大湾区内的青年创新创业基地发

展迅速，为双创活动提供大量软硬件支

持。成功落户双创基地的港澳青年除了

可受惠大湾区各市政府出台的优惠政策

措施，亦可享受基地提供的孵化及辅导

服务，减低创业面对的风险。

编印大湾区《青创地图》   助香港青年湾区圆梦

为进一步宣传推介粤港澳大湾区

支持港澳青年创新创业的政策措施及

港澳青年创新创业基地服务项目，香港

特别行政区政府驻粤经济贸易办事处、

香港贸易发展局及广东省香港商会共

同发布了《粤港澳大湾区青创地图》，

支持港澳青年实践创业梦。

《青创地图》介绍包括广州市、深

圳市、肇庆市、江门市、佛山市、中山

市、珠海市、东莞市、惠州市9个城市共

30个有获得政府支持及资助的创业园

区资讯，旨在让港澳青年更直接了解大

湾区内主要青创基地的信息，紧跟快速

发展的节奏，把握不断涌现的机遇，收

获持续释放的红利，助力他们在湾区各

地学以致用，一展所长，开启乘风破浪

的航程。

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驻粤经济贸易办事处

电话：（8620）	3891	1220				

电邮：general@gdeto.gov.hk

地址：广州市天河区天河北路233号

	 中信广场71楼7101室

香港贸易发展局

电话：（8620）8331	2889				

电邮：guangzhou.office@hktdc.org

地址：广州市环市东路339号

	 广东国际大厦主楼909室

广东省香港商会

电话：（8620）8331	1653				

电邮：info@hkccgd.cn

地址：广州市环市东路339号

	 广东国际大厦主楼909室

扫描二维码
下载地图电子文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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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 4 月，广州南沙粤港合作咨询

委员会（咨委会）在全国政协副

主席梁 振英 先 生的推动下正 式 成 立。

10 月 11 日，咨委会服务中心在南沙创

享湾举行启用仪式，广东省香港商会杜

源申荣誉会长、吴文慧常务副会长兼秘

书长、杨家声副会长以及翟云霆常务理

事应邀出席。

活动上，全国政协副主席梁振英

先生、广州市委书记张硕铺先生、南沙

区委书记卢一先先生、咨委会主任岳

毅先生分别在南沙创享湾现场及香港

分会场进行致辞。在过百位粤港两地

嘉宾的见证下，咨委会服务中心正式启

用，我们期望服务中心能在连通粤港，

加强信息互通上起到更大的作用。

启动仪式主礼嘉宾合影

广东省香港商会代表与梁振英副主席合影

启动仪式现场

现场交流

广州南沙粤港合作咨询委员会服务中心启用仪式

CONTACT 0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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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 10 月 14-19 日，首次以“促

进国内国际双循环”为主题的第

130 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简称：

广交会）于线上线下融合举办。广东省

香港商会杜源申荣誉会长及吴文慧常

务副会长兼秘书长应邀出席了广交会

的开幕式并参加了首届珠江国际贸易

论坛，聆听李克强总理对广交会发展

的寄语及期望。

 本届广交会秉持“广交世界 互利天

下”的理念，以新形象新面貌开广大

之门、邀五洲宾客、谋互利发展，受到

各方高度关注，线上线下融合成效显著。

第 130 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 @ 广州

2021 年 9 月 28 日晚，国务院在北

京人民大会堂召开国庆招待会，热

烈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七十二周

年，广东省香港商会荣誉会长杜源申先

生应邀赴京出席本次活动。会上李克

强总理指出：“我们将继续全面准确贯

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

澳’、高度自治的方针，维护国家主权、

安全、发展利益，促进香港、澳门与祖

国内地同发展共进步，推动民生不断

改善，保持长期繁荣稳定。”

国庆招待会 @ 北京

广东省香港商会会长罗慧馨女士应

邀出席由香港特区政府于 2021

年 10 月 1 日举办的庆祝中华人民共和

国成立七十二周年升旗仪式暨国庆酒

会。当日上午八时，升旗仪式在香港会

议展览中心外的金紫荆广场举行，仪

仗队伴随着《歌唱祖国》的乐声以中式

步操进场。随后，特区政府在会展中心

三楼大会堂举行国庆酒会，行政长官林

郑月娥女士担任酒会主礼嘉宾。

国庆升旗仪式暨庆祝酒会 @ 香港

与香港政府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合影

CONTACT 0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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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08 年开始，广州市旧城改造

开始大范围推进，随着城市退二

进三的发展，大批工厂开始撤离市中

心，废旧的工厂急需改造活化。在 8 月

6 日的会员聚会中，广东省香港商会建

筑及房地产业委员会邀请共 35 位会员

前往参观旧厂活化项目：O2 Park 创客

公园，以及新一代城市青年创客社区：

O2 青创社。活动上邀请到创客公园运

营总监萧亮有先生介绍创客公园情况

以及杨家声建筑设计事务（广州）有

限公司董事长杨家声先生介绍青创园

区。

创意园区参观 & 会员聚会

成立不到两年的天河区港澳青年之

家总部可说是成绩斐然。作为一

家由香港青年运营管理的青创基地，青

年之家总部获得了天河区委区政府和

统战部的大力支持，协助青年会员了解

最新的创业扶持政策，充分利用政府

资源，助力企业发展。

2021年9月27日，受广州市天河区

港澳青年之家总部之邀，一齐组织会员

前往参观交流。首先，由天河区港澳青

年之家总部总经理陈贤翰先生带领商

会会员参观并作介绍。随后，由陈贤翰

先生介绍进驻总部的企业代表为始，双

方参会人员相互讨论并互换名片为终，

结束活动行程。

走进天河区港澳青年之家总部

杨家声建筑设计事务（广州）有限公司董事长杨家声先生
介绍青创园区

CONTACT 036

REVIEW 精彩瞬间

创客公园运营总监萧亮有先生介绍创客公园情况

参观港澳青年之家总部

来宾互动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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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r.Jack Ch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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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s. Dolly L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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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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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809

联系人：Mr. Ron Liang

佛山岭南天地马哥孛罗酒店

高级房RMB600/晚

豪华房RMB7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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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s. Cathy Guo

广州花都皇冠假日酒店

高级客房 RMB 800/晚

豪华客房 RMB 900/晚

豪华套房 RMB 1400/晚

地址：广州市花都区迎宾大道189号

电话：(8620)3690 0888-8808

联系人：Ms. Yvon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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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NTACT 0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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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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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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州和睦家医院

Hong Fu Loi Chinese Medical Clinic

中信广场公寓 富财公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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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房一厅  RMB 15,000元/月

两房两厅  RMB 21,000元/月

三房两厅  RMB 28,000元/月

（以上价格为含税净租金）

地址：广州市天河区天河北路233号中信公寓西塔

电话：（8620）8991 2202 / 139 7738 3840

联系人：Mr. Kevin Qin

优惠项目：

1、口腔科10%折扣；

2、其他医疗服务20%折扣

以下项目不包含在会员折扣范围内：

- 套餐或活动促销项目等

- 其他

（详细内容请与医院联系）

地址：广州市海珠区琶洲大道31号

电话：(8620) 3610 2108 / 186 8045 7353

联系人：Mr. Jacky 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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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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ong Fu Loi Chinese Medical Clinic

CONTACT 039







所有价格以人民币计算并已包含15%服务费。
All prices are quoted in RMB and including 15% service charge.
查询及预订 For more information or reservation：+86 20 3705 6580

海鲜刺身·和牛涮涮锅放题 
SASHIMI & WAGYU BEEF SHABU-SHABU BUFFET

时节流转，尝新正当时。尝市全日餐厅推出海鲜刺身·和牛涮涮锅放题，邀您一同开启味
蕾之旅新体验。四款锅底可选，款款汤浓味美；海陆精品齐齐登场，带来鲜味满足；更有

精致甜品，甜蜜来袭；各式饮品无限畅饮，酣畅淋漓。
Calling all Shabu-shabu lovers!  Sense all-day-dining restaurant newly pres-
ents Sashimi & wagyu beef Shabu-shabu buffet in this falling season. Enrich 
your taste buds with our exquisitely prepared array of fresh ingredients to 
add into your soup - including unlimited sliced beef, seafood, seasonal vege-
tables and many more with crafted desserts and free-flow beverage. 

微商城价Wechat store price：
268元每位 per person
门市价Original price：515.2元每位 per person

至"德"版  Regular Package

门市价Original price：699.2元每位 per person

微商城价Wechat store price：
368元每位 per person

劲"德"版 Deluxe Package 

No.222 Xingmin Road, Zhujiang New Town, Tianhe District, Guangzhou, 510623, China
中国广州市天河区珠江新城兴民路222号，510623｜电话tel+86 20 3739 2222｜www.conradguangzhou.conradhotels.com

关注我们
FOLLOW U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