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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 第2期广东省香港商会会刊

庆祝香港回归祖国 25周年
回归廿五载 立足大湾区 

" 超级联系人" 拓宽新未来 

——专访全国政协副主席梁振英 

大湾区初创的挑战与机遇 

香港贸发局经贸研究与汇丰研究项目 

如何写好“深港双城记”？ 

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创院院长 海闻教授





20 2 2 年，香 港 回 归 祖 国二十五 周

年，这一年，对香港，对国家皆是不

平凡的一年。

在过去的二十五年里，香港经历了

亚洲金融风暴、非典疫情、国际金融海

啸等诸多逆境，在中央政府一次次的帮

助下突破难关，香港仍屹立在国际金

融、航运、贸易的中心地位。过往三年，

反复的疫情席卷全球，国家的关爱之情

更显珍贵，祖国始终是香港最坚强的后

盾。这些都令香港回归二十五周年，增

添了更深层次的意义。

今年五月，李家超先生成功当选香

港特区第六任行政长官，这是完善选举

制度后的首次行政长官选举，选举依法

依规、公平公正，相信新一届特区管治

团队在行政长官的带领下，必定能够凝

聚共识，把握机遇，应对挑战，为香港

开创新篇章。

正如习近平主席所说，“发展是永

恒的主题，是香港的立身之本，也是解

决香港各种问题的金钥匙”。“一国两

制”构想提出的目的，一方面是以和平

的方式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另一方面

回归廿五载 同创新篇章

就是为了促进香港发展，保持香港国际

金融、航运、贸易中心地位。

香港既要巩固及提升香港四个传

统中心持续发展，更要提升、建设和发

展四个新兴中心。与此同时，粤港澳大

湾区建设也在快速发展，香港如何能在

这片5.6万平方公里，8000万人口的热

土上，把握协同发展的机遇，为国家的

发展贡献力量。我们期待在数年之后，

粤港澳大湾区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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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俗语讲，“苏州

过后无艇搭”，香港需珍惜机遇、抓住

机遇，把主要精力集中到搞建设、谋发

展上来。事实已证明，经济发展，融入

国家发展大局，是香港解决各类矛盾

的根本途径。

借回归二十五周年之际，本期会刊

将聚焦香港回归以来与内地合作的累

累硕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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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顾二十五载征程，展望香港新未来，

继续谱写不朽香江名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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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SIDENT’S VOICE 会长的话

广东省香港商会会长

罗慧馨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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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省港澳办为业务主管单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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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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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省香港商会成为香港选举委员会“内

地港人团体的代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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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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全国委员会 副主席

梁振英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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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阮苏少湄太太 J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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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华人民共和国

香港特别行政区 行政长官

李家超先生，SBS，PDSM，PM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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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健峰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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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邓强光先生

常务理事
香港维港教育集团有限公司
董事长

罗慧馨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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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2022 年度理事局成员

胡凯欣女士

常务理事
新世界中国地产有限公司 
项目财务总监（华南区）

陈建荣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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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嘉信先生

常务理事
广州市桐江贸易有限公司
总经理

陈冠羲先生 

常务理事
HIQ Group Limited
董事

曾沛源先生

副会长
金利来集团有限公司
集团房产总经理

杨家声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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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翟云霆先生 

常务理事
加拿大哥伦比亚国际学院 
海外发展部助理总监

杜源申先生

常务理事
伟博儿童福利基金会
发起人

吴健心先生

副会长 
南丰房地产控股有限公司
总经理 - 广州

叶泽荣先生

副会长
店融易（深圳）信息科技
有限公司
联合创始人

郑伟干先生

副会长
广州富力君悦大酒店
总经理

曹景昌先生

常务理事
景博行（广州）商业服务有限公司 
董事总经理

吴文慧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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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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事

顾问 法律顾问 副秘书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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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谭伟豪博士 
深圳市斑马星球科创加速有限公司
创始合伙人

林煌权博士 
香港中文大学深圳研究院
执行院长

徐惠贤先生
东亚银行（中国）有限公司广州分行
行长

彭富强先生 
毕马威企业咨询（中国）有限公司
华南区咨询服务首席合伙人

林远栋先生
渣打银行（中国）有限公司
大湾区行政总裁

王舜宜女士 
普华永道咨询（深圳）有限公司
合伙人

林智生先生 
东莞松山湖凯悦酒店
总经理

范家珩先生 
EY 安永
合伙人 | 私人客户服务、
中国商业税务服务

林烈先生 
渐进资本（大中华）有限公司
创始人兼董事长

郑思怡女士
深圳思益孵化器有限公司
创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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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ACT：回归25年来，巩固与提

升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地位，一直是国家

对香港的殷切期望；同时我们也看到，

国际金融市场动荡不止，中美金融纷争

错综复杂，地区内国际金融中心竞争者

如新加坡摩拳擦掌……面对这一系列挑

战，香港应如何做好预案和应对？

梁：香港 是国家唯一一个高度开

放、高度国际化的金融中心，在这个问

题上，香港的优势与短板是并存的。大

家讲得比较多的是优势，我来简单谈

谈短板方面：由于历史的原因，香港这

个高度开放和国际化的金融中心里，主

要的金融机构——不论是投资银行或

商业银行——都是由外国机构主导。因

此，我们需要思考如何维持高度开放和

国际化的同时，也维护香港和整个国家

的金融安全，这是十分重要的，且具有

很强的现实意义和迫切性。

我们具体维护金融安全的人才，现

在需要把大家组织起来进行研究，制定

一些方案并去落实。

在制定方案时，可思考在一国两制

的安排下，香港和内地拥有两种金融制

度、两种货币制度以及两种金融管理制

度等等的优势。通过一国两制香港可以

发挥一定防火墙的作用，即国家利用香

港高度开放和国际化的金融平台，可以

进行金融活动从而达到金融（政策的）

目标，但同时也会提供安全的保障。

CONTACT：您刚才提到了防火墙的

作用。那么，作为国际金融中心，在助力

国家赢得国际金融竞争的过程中，香港

还可以扮演怎样的角色？

梁：除防火墙的作用外，香港仍然

是很重要的资金管道。回顾在国家改革

开放过程中香港在这方面所起的作用，

也经历了不断演变。以股票市场为例，

大概30年前，青岛啤酒是第一家内地企

业在香港上市，当时对资金需求比较小，

拿的主要是香港本地市场的资金，但到

后來巨无霸企业如工商银行等到香港上

市，香港本身的资金池就不足以满足其

集资需求，于是香港摇身一变，从池塘

变成管道，这条管道是通往海外汪洋大

海的资金市场。所以，香港作为国家的金

融中心，其作用是在不断演变的。

其实在金融服务的门类中，我们已

经有很多工作可以做，可以不断扩大。

我举一个例子给大家参考：例如航运融

资的工作。我们国家是航运大国、海洋

大国，而香港在基本法下，是有自己独

立的船舶注册制度。现在香港的船舶注

册以吨数计排全世界第四，我相信以后

还会有上升的空间。因此，香港可以发

展很好的海事金融，包括海事保险等，

这是方兴未艾还有待发展的产业。

国际海上保险联盟（International

Union of Marine Insurance，IUMI）

对香港这方面的作用非常重视，就是

想通过香港这个平台来做整个中国的

生意。

举这个 例子，意 思是说我们 现在

已经在做的金融门类——包括刚才所

讲的股票市场和刚开始不久的债券市

场——服务门类是有所增加，但还可以

不断发展。香港如果要做更大更强的

国际金融中心，完全可以对照伦敦，可

回归廿五载 立足大湾区
“超级联系人”拓宽新未来

——专访全国政协副主席梁振英

2022年是不平凡且充满挑战的一年。7月，香港将迎来特别行政区成立25周年的大日子；下半年，万众瞩目的中国共产党第

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将要召开。而肆虐全球的新冠疫情已进入第三年，世界政经局势中不确定因素又有所增加。在这样的大背

景下，《CONTACT》编辑部专访了全国政协副主席梁振英先生，请他就香港的下一步发展、粤港合作共赢、内地港人如何克服

通关困难等问题与会员们进行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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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把伦敦所做的金融活动门类列成清

单，对照一下，看看香港有什么是做得

比较大，有什么是刚刚开始，还有什么

是完全没有做。我相信，这会有很大的

启发。

CONTACT：现在，我们有大湾区规

划发展纲要，香港会和深圳、广州还有珠

三角等更紧密连接在一起。请问在拥有如

此庞大的腹地之后，香港在金融方面，是

否可以做一些以前不太容易做的工作？

梁：香港和深圳、广州等地在金融

方面的合作关系，并不只是我们提供金

融服务，其余地方提供市场，从而令香

港的金融服务业有所发展。（在大湾区

的背景下）我们要把香港看作是一种金

属，深圳、广州是另一种金属，这两种

金属应该打造成为新的一种合金，即是

一种香港没有、深圳和广州目前也没有

的合金，这种合金应该拥有新功能和新

价值。

具体来说，我们可以看看十四五规

划或者广州南沙、深圳前海的发展规

划，都有提到发展航运服务业。香港航

运服务业的优势在于，一百多年来，我

们已经拥有完整的配套制度包括法律、

金融等等；而前海和南沙所拥有的优

势，是一些优惠政策。香港和前海、南

沙合作，就可以服务全国、辐射全国，

这就是刚才所说的新合金的作用，这样

对香港、南沙、前海等都有好处。

CONTACT：从香港融入国家发展

大局的角度考虑，您一直以“超级联系

人”来描述香港的作用。在回归25年这个

节点展望未来，您认为这位“超级联系

人”有哪些方面会因应变化再提升呢？

梁：正如刚才回答 金融的问题一

样，在服务的门类上，过去“超级联系

人”的角色可能在贸易方面 - 地球上有

市场需要的产品，我们在另一个地方买

完后，可以立即卖出给那个市场，这些

产品不是香港本地消费所需或者生产

所需，亦不是香港生产，所以在贸易方

面我们做得非常成功。

今后，“超级联系人”可以在新的

门类方面有所发展。在这里，我先引述

习近平主席在2018年11月12日会见香

港澳门各界庆祝国家改革开放40周年

代表团时所讲的一席话，习主席讲到香

港、澳门在国家改革开放中的作用确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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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当全面、深刻，我非常希望大家能在

网上下载并认真学习。

习主席肯定了香港、澳门在40年

改 革开放 进程中的 作用，同时，他向

香港、澳门提出四个新的希望，全部以

“更加积极主动”六个字为开始，包括

“更加积极主动助力国家全面开放”、

“更加积极主动融入国家发展大局”、

“更加积极主动参与国家治理实践”，

而最后一个“更加积极主动促进国际人

文交流”，我认为就可以回答你刚提出

的这个问题。

还是举个例子：四年前，香港创立

了国家级国际人道主义医学援助组织 

“共享基金会”（GX Foundation）。

我们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之间，除

了做贸易、金融、政策等方面的相通之

外，也需要做到民心相通，因为民心是

基础。香港有悠久的NGO（非政府机

构）历史，例如东华三院、保良局等慈

善机构，虽然非政府但做得很成功也

很规范，有一百多年的历史。香港在管

理与营运非政府机构方面，有完善的制

度、法律、人才和经验，而这些方面内

地是缺乏的。我向中央提出，可以利用

香港的优势，创立共享基金会，坚持共

商共建共享的理念，到外国做医疗援

助。在与国家有关部门商议后，制定了

短期、中期和远期目标，其中短期是以

“消除白内障致盲”为特色的一个援外

机构。

共享基金会理事成员由12位国家推

荐的代表组成，包括有国家卫健委主任、

中国红十字会的副会长，以及国企民企

代表。香港有八位理事，我是其中之一，

兼任主席。国家看到香港有这方面的优

势，但是，基金会是以中国民间名义运

作，而在香港，无论是招聘、到外地开展

援助工作或者做联系工作等，都比较方

便，以这个作为在经贸领域外的“超级

联系人”的例子可以说是贴切的。

今年全国两会结束后，我在北京、

上海、广州完成民心学校的路演，3月14

日回到香港当晚，就立即前往机场为基

金会成员送机。过去两年因疫情缘故我

们无法出发，3月的时候隔离政策逐渐

放宽，我们决定启程。

共享基金会目前有11位成员，都是

这方面的专家，其中9位这两个月以来

一直在外地奔波，包括有三年前加入的

原香港中文大学医学院助理院长，她是

土生土长的香港人，曾任法国机构无国

界医生亚洲区总监，现在是基金会的总

干事；有一位同事来自北京，在香港读

博士，是公共卫生方面的专家；还有一

位同事，她爸爸是瑞士人，妈妈是香港

人，在香港长大、瑞士读书，懂英文、法

文、普通话、粤语多种语言；另外还有

两位在香港出生长大的印度裔同事，也

有是在香港的广东人等等。他们9人去

完非洲、欧洲等地后，现在集中在柬埔

寨和老挝这两个地方。

共享基金会将秉承“中国人善举”

的旗帜援外。我们现在已经与三个国家

签署合作，分别是非洲的吉布提，东南

亚的老挝和柬埔寨，工作内容是帮助吉

布提和老挝全国，以及柬埔寨的菠萝

勉省全面消除白内障致盲，预计需时将

长达2至5年。香港并没有这么多眼科

医生，所以我们又分别与广西和山西签

订了备忘录，由这两地派医疗队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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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团队则负责其余工作，包括筹款、

安排移动手术车、与当地卫生部门做联

络、组织行政等工作人员在现场等等。

共享基金会是根据香港法律第88

条享有免税的组织，它其实是代表我们

全中国人民的一个公益组织。“消除白

内障致盲”是一项十分艰辛的工作，现

在队员们正在海外工作，最后一名队员

回来香港的时间大概会是在出发后3个

月。在这个项目里，我们所做的就是“超

级联系人”，是将所有事项联系好，而內

地的医疗队则负责手术工作。

“超级联系人”的联系工作不只是

医疗，也涉及人文交流，譬如香港在海

外推广中华传统文化艺术，其实是可

以做很多工作。因为香港人懂英文，同

时又懂中国的传统文化，这些都是成为

“超级联系人”的条件。我希望各位香

港朋友，包括在广东的香港朋友，特别

是年轻的香港朋友，可以思考这些问

题，无论是在自己的工作中，或者在空

余时间帮忙，都可以思考将这些（“超

级联系人”）门类再次拓宽。

CONTACT：就粤港关系来说，当下

最重要的相关国家战略，无疑是 2019年

发布的《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

令人遗憾的是，2020年以来新冠疫情阻

碍通关，对纲要的实施造成严重影响。请

问在暂时无法全面通关的情况下，两地

可以哪些方式进行合作？有没有哪些合

作新尝试、新模式已经体现出一定价值，

可供借鉴或进一步推广？

梁：疫 情之下，线 上沟 通 是 必 然

的，包括利用线上平台会面等等。两周

前，广州南沙粤港合作咨询委员会成立

一周年，我们进行的线上座谈会也是有

效果的。

不过有时候，（沟通）还是需要在

现场举行。我想趁着这个机会鼓励大

家，不要因为有疫情需要隔离而裹足

不前，守株待兔不是办法，因为已经守

得太长时间了。香港与内地往来之间，

目前回内地需要隔离，回香港则有回港

易；从香港到国外，现在大部分国家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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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需要隔离，最新是日本也宣布按照欧

美的做法，六月开始对入境旅客实施免

隔离政策。所以我认为，这时候有需要

的话，香港人就可以到国外或者内地

去，要坐言起行。

这几天我正在安排出访其他地方，

讲好香港故事，讲好中国故事。因为这

两个故事在过去的三年内我们没能很

好地去讲，因此在外国出现一些别有

用心抹黑香港的人，亦有些出于误解的

人，再加上我们的竞争对手在外国做了

很多工作，他们予取予携，令香港输很

多。现在去国外不需要隔离，回香港也

只是隔离一个星期，我觉得无论是半官

方机构、政府部门还是民间机构等等，

例如贸易发展局、商会或者专业团队，

都应该走出去，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大

家一起讲好香港故事讲好中国故事。

去内地也一样，虽然到内地需要隔

离14+7，但我依然鼓励大家要走出去。

譬如南沙粤港合作咨询委员会服务中

心有邀请22个香港的商会、专业团队等

入驻，我不断游说这些组织，让他们选

一两位职员送到南沙隔离后，常驻服务

中心一段时间以推动工作。我希望大家

拥有不惧隔离的精神，克服对隔离的障

碍。我们不能以为疫情将在短期内过

去，继续等待免隔离入内地。

CONTACT：最近您曾表示，特区政

府应全面、大力支持内地港人。商会会员

对此非常认同，也很感谢您对此问题的

关注。请问下一阶段，您会建议特区政府

从哪些方面继续支持内地港人呢？ 

梁：主要可以概括为四大问题，即

子女上学的问题、香港人在内地投票权

的问题、老人生活的问题、医疗服务的

问题，所有这些问题其实都同日常生活

息息相关。

我们现在在广州南沙筹办一间非

牟利的民心学校，这一所学校只不过是

整个工作的开始。大家都知道，（港人

子弟在内地读书）需求很大，一间学校

远远不够，接下来特区政府要在办学

方面有所支持。我在教育方面的想法

是，作为一项服务，钱是应该可以跟着

人走的。譬如香港学生在香港的幼稚

园、中小学都是享有15年免费义务教

育，那么在幼稚园阶段、小学阶段、中

学阶段平均每位学生大概得到政府多

少补贴，这笔钱就应该跟人走。与此类

似的是投票权问题，应该也一样。

老人在内地养老，应该要提供足够

服务去解决生活上的各种需要，譬如医

疗项目需要运营加大加快。

基本上，（港府）对内地港人需要

有一个全面的服务思维，目前，这批人

有37万之多。香港人需要融入国家发展

大局；接下来，如果香港人到内地后在

各个方面都得不到特区政府的支援，而

香港社会或者政府对于这些已经到了

内地的港人抱着“他们已经离开香港

了，可以不理”的态度，是行不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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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ACT：教育确实是一个重要的

发展范畴。虽然受疫情影响，但我们看到

在这一领域粤港合作还是取得了众多成

果，譬如遍布湾区的港澳青年创新创意

园区，又譬如多个城市正在推进的粤港

教育项目——不少商会会员，都是相关

项目的参与者、推动者。请问您对接下来

的粤港合作有何预期？哪些领域有可能

会率先发展？

梁：我认为科研是一个，创科行业

方兴未艾，香港的科研力量比较强，而

大湾区的转化能力在世界上数一数二，

这时候如果两地可以做到双剑合璧，香

港的科研结合大湾区的转化能力，我觉

得对推动社会经济发展，改善民生生活

等等都会有好大帮助。

CONTACT：疫情之下其实存在一个

很现实的问题，就是有很多涉及两地的

创科项目，参与的人才无法跨境通勤。这

方面是否有可能采取特别安排，譬如广

州、深圳这两个城市的隔离能力、防疫能

力或者医疗资源都是比较好，是否有可

能作为试点，适当放宽对跨境人士的隔

离安排？

梁：防疫是国家层面的政策，大家

都知道国家以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为宗

旨，所以对隔离要求相对严格。而香港

现在依然每日仍有数百宗案例，所以我

觉得短期内降低隔离标准这个机会并

不大。

我依旧是那句话，求诸己，不能因

两三个礼拜的隔离而被吓到退缩。香港

科技大学广州校区的校长原是港科大

副校长，早前一个礼拜就带队出发，整

个团队并没有豁免或优待，他们会在隔

离14+7之后在南沙开展工作。广交所行

政总裁欧冠升先生是在深圳隔离14+7

后前往北京拜访港澳办等机构，完成北

京工作再回广州公干后返回香港。这些

精神我认为大家很有必要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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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ACT：金融、创科是香港乃至

整个大湾区的热门发展议题。不过有一

个会直接影响金融、创科发展质量的重

要话题，却好像相对“冷门”，那就是人

才问题。请问在吸引全球人才的安排上，

大湾区有哪些方面可以形成合力优势，

充分发挥吸引力？

梁：首先，我们要向香港社会讲清

楚一个道理：香港人才去内地例如大湾

区的广东城市发展，不是人才流失。

放眼世界，有实力的经济 体例如

英国、美国、日本、韩国等，经济实力雄

厚，在外工作的人才亦非常多，香港应

该要有同样的态度。英国只有6000多

万人，而我们在全世界都可以见到英国

人的身影，有的移民到当地，有的每个

礼拜来回飞，到不同的国家提供法律等

服务。所以，我们首先要想清楚一个道

理，就是不能有心魔，不能觉得香港人

留在香港才叫“为香港”效力。

具体如何做好？就像刚才提到的

港人子弟教育问题，香港人在内地的子

女读书需要与香港学制衔接，才可以让

香港人安心出去打拼，所以这次在南沙

办学也优先取录港科大派驻南沙员工

的子女。

另外，港人港税在南沙、前海实行的

问题也很重要，南沙现在已经规划有港

式社区，正在建设港式生活和医疗等设

施，这些全都是吸引人才的重要配套。

有一个在社会上很少提到的问题，

是香港人出入交通的便捷安排。我任

特首时曾和广东省协定，并得到中央的

同意，就是单牌车北上。香港人不需要

取得内地牌照就可以通过港珠澳大桥

进入大湾区，这对香港人来说会是非常

方便和重要的。

同时我们要注意，香港居民中，有

不少是没有回乡证而只能用外国护照

的外籍人士，他们每次前往内地都需要

申请签证。我认为，需要给予这些人出

入方便。

譬如，如果是外籍人士但同时拥有

香港永居身份，那么可以给予一张类似

回乡证的大湾区卡，凭护照加湾区卡可

以无限次自由出入内地，而不需要申请

签证或在护照上来回盖章，这是我觉得

非常重要的一件事。

当我在向外国商会推介大湾区商

机的时候，有些机构在香港的业务发展

非常成功，会觉得大湾区消费者与香港

消费者需求大致相同，所以想在大湾区

初试啼声或扩展业务。我会建议这些

机构，有辆单牌车，有一位两地牌的司

机，一位国外派来香港的经理先生，再

请一位30岁的香港青年行政人员，再加

一个秘书，就四个人，已经可以初步开

展内地业务，甚至不需要到内地居住，

每天往返就可以。如果我们能做到这一

点，那么香港的“超级联系人”作用会

更加突出，可以引进更加多的外国企业

到大湾区。

要达到这一目标，第一点要解决交

通问题，第二点是通关证件问题，如果依

旧使用办签证和盖印章的话，我认为是

不方便的。所以这里想指出的，是我们不

能忽略在香港生活的外籍人才，在香港

定居的外国人才，这些都是香港人才。

CONTACT：感谢副主席指出这个非

常现实的问题，因为通关证件确实会影

响到在港的海外人才。最后，想看您还有

哪些想法，希望通过会刊转达给会员？ 

梁：在内地港人们，包括广东省香

港商会的会员们，你们是践行者，是实

践香港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尤其是融入

大湾区的践行者；你们也是先行者，在

广东或在其他地方工作、发展事业、体

验当地生活。这些，对在港的香港人，

尤其是在港的青年人有很重要的启发

和引领作用。因此我希望广东省香港商

会的朋友能够将大家在广东或者内地

其他地方所见所思所闻，多与香港的朋

友们分享。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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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1/3以上土地面向港企出让，累计注

册港资企业1.19万家，合作区企业所得

税优惠政策延期，优惠目录拓展至五大

类30项，前海国际人才港启用。此外，

国务院印发实施《广州南沙深化面向世

界的粤港澳全面合作总体方案》，南沙

科学城、中科院明珠科学园加快建设。

香港回归祖国25年以来，以粤港澳

大湾区发展为机遇，正加速融入国家发

展大局。《十四五规划纲要》又进一步

明确香港的定位和角色，为香港融入国

家发展大局提供了最佳路径，除一如既

往支持香港提升四个传统中心，包括国

际金融、航运、贸易、亚太区国际法律

及解决争议服务中心，亦首次加入四个

新兴中心或地位，分别是支持香港提升

国际航空枢纽地位、建设国际创新科技

中心、建设区域知识产权贸易中心，以

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推动香港融入国家发展

驻粤办主任陈选尧在粤港澳大湾区
服务交流会上致辞

驻粤办与香港创业青年交流

2017年7月1日，在国家主席习近平

见证下，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与粤港

澳三地政府在香港签署《深化粤港澳合

作推进大湾区建设框架协议》，为粤港

澳大湾区（大湾区）建设订下合作目标

和原则，亦确立合作的重点领域。2019 

年2月18日，国务院公布《粤港澳大湾区

发展规划纲要》。

大湾区是一个充满活力的城市群，

总人口逾8,600万，本地生产总值约1.7 

万亿美元，经济潜力庞大。大湾区是在一

个国家、两种制度、三个关税区、三种货

币的条件下建设的，国际上没有先例。

大湾区经济规模比拟全球第九大，

比澳洲更大，亦是全国开放程度最高、

经济活力最强的地区之一。科技创新、

金融服务、专业服务均在全国前列，加

上有整个内地作为其经济腹地，发展空

间巨大，是香港融入国家双循环发展大

局的最佳切入点。2021年大湾区经济总

量约12.6万亿元人民币，比2017年增长

约2.4万亿元人民币。截至2021年，粤

港澳大湾区内的万亿GDP城市已有5个

（深圳、广州、香港、佛山、东莞）。

在经济总量提升的同时，粤港澳

大湾区也着力推进协同创新，加快科技

创新资源集聚，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的

影响力显著增强。2021年，广东区域创

新综合能力排名蝉联全国第一，实现

了全国「五连冠」；全省研发经费支出

超3800亿元，占地区生产总值（GDP）

比重达3.14%，其中深圳全社会研发投

入占GDP比重更是达到了5.46%；「深

圳-香港-广州」科技集群蝉联全球第

二位。

粤港澳重点合作平台建设正在加

速推进。例如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管

委会、执委会和省派出机构揭牌运作，

合作区个人、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落地

实施。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统

筹推进「物理扩区」和「政策扩区」，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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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发展中外文化艺术交流中心。

香港既是国家改革开放的「参与

者」、「贡献者」，同时亦是「受惠者」。

香港在国家改革开放的过程中，一直以

香港所长，贡献国家所需，与国家同发

展、共繁荣。香港既为改革开放作出了

重大贡献，同时也受益于内地的高速发

展，成功转型成为内地连接世界市场的

重要桥梁，建立和巩固了香港今天作为

国际商贸、物流、航运、金融和专业服

务中心的地位。 

香港一直以来是广东省最大的外

商直接投资来源地。截至2021年底，广

东省累计设立港资企业达20.3万家；累

计实际使用港资3,156.8亿美元，占全

省总额近七成。

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驻粤经济贸

易办事处（驻粤办）自2002年成立以

来，致力加强粤港的经贸联系，透过与

广东省和各市政府部门沟通和合作，增

进两地之间的了解，进一步发展及促进

两地的经贸关系。

驻粤办不时走访港资企业，透过面

对面的交流讨论，实地了解他们的运营

和发展；有时更会与当地政府部门一起

走访企业，就企业提出的问题即场跟

进，例如企业曾提出的土地供应、员工

子女就学、电力供应等问题，都通过这

些走访，得到当地政府的关注和跟进，

得以协调和解决。

驻粤办透过《驻粤办通讯》及微信

平台，发放最新经贸信息，并不时举办

交流会和专题讲座，邀请政府部门代表

介绍最新热点政策、专家讲者解读政策

分析，以及业界代表分享成功经验，协

助企业了解有关法规、国家政策和发展

新趋势。

驻粤办亦为港商搭建沟通平台，例

如2022年6月14日，驻粤办、香港贸易

发展局和广东省香港商会合办「粤港澳

大湾区服务业交流会暨2021金领航奖

颁奖典礼」，嘉许在大湾区有杰出表现

的港资企业，并邀请了约200位港资企

业代表参加。

驻粤办亦协助在内地的港资企业

将其意见或要求转达予相关特区政府

部门或内地机关跟进，更委托服务机构

向有需要的香港居民提供「免费法律咨

询服务」，透过热线电话或安排当值内

地律师与求助人见面，提供初步意见。

针对创业青年的需要，驻粤办与大

湾区内地城市港澳部门合作，印制《青

创地图》，向香港青年介绍大湾区内地

城市的主要创业基地。另外，驻粤办于

2021年8月主办「粤港澳大湾区青年创

业交流会」，邀请广州市港澳办介绍青

年创业扶持政策、专家讲者分享企业税

务和融资等内容，在线点击率达6,000

多次，十分成功。今年6月23日，驻粤办

举办「青创内地法律交流会」，邀请法

律专家讲解在内地运营企业、签订商务

合同的法律问题和税法的一些观念，协

助青年到大湾区内地城市创业。

为进一步推动香港青年到内地创

走访企业

业，帮助他们开拓内地市场，以及在未

来举办的活动中向商会和商业团体做出

推介，驻粤办还编制《初创企业名册》，

邀请在广东省内成立不超过五年的香港

初创企业，免费加入。

随着香港与内地关系日趋密切，驻

粤办的工作范围亦早已延伸至协助推动

不同范畴的交流合作，例如创新科技、

教育、青年发展、文化等。

广东省香港商会是驻粤办重要的合

作伙伴之一，一起致力为在广东省内的

港人提供服务。展望未来，我们将继续

与商会及香港的机构合作，为港人港商

提供更多的支持及服务。

欢迎关注驻粤办官方微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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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写好“深港双城记”？ 

从香港元朗眺望对岸，是深圳中心区繁华的都市天际线。在香港北部的新界、元朗，大片未开发的荒芜土地，与对岸

深圳成熟的都市区形成鲜明的对比。而在未来十数年，这种反差极大的景象或将被打破。2021年10月6日，香港特

首林郑月娥在本届任期最后一份施政报告中提出建设北部都会区构想，将在新界北兴建90万伙住宅单位，供250万

人居住，又将给香港、深圳以及整个大湾区带来哪些不一样的机遇？

深圳“向南”，香港“向北”！随着粤港联系日趋紧密，粤港澳大湾区及海内外各界精英和意见领袖，纷纷解画大湾区一

体化背景下，深港“相向而行”、融合创新的广阔前景和未来。北京大学校务委员会副主任、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创院

院长海闻教授就“香港建设北部都会区”“香港再迎转型机遇”“深港互为师”等话题分享了自己的观察与思考。

香港建设北部都会区释放了什么信号？

海闻教授表示，香港 提出建设北

部都会区，首先释放的是香港要进一步

跟内地融入的信号，因为香港过往的主

要中心区都是在维港两岸，现在想要建

立一个新的中心区，把香港的很多创新

企业和高等教育等业态放在更加靠近

深圳的地方，这种地理位置的靠近本身

也是一种信号，就是希望将来能够把香

港的经济、教育、科研、金融更多地跟

内地融合。

“这不仅仅是一个地理上的靠近，实际

上确实是一个明确的信号。”

海闻教授强调说：“这一点确实是

香港回归以后的一个重要的转变，可

能跟近几年的变化也有关系，至少通

过这段时间的经历让香港更加认同：

香港的发展，跟中国内地的发展必须

紧密地融合在一起，而且必须借助内地

的这种经济发展和巨大的市场潜力，

来推动香港的进一步转型和发展。同

时我也认为是一个非常明智的做法，

因为香港在这块地区实际上还是属于

待开发的地区，而且这块地方离深圳又

很近，所以通过开发既更好地利用了资

源，同时也更好地靠近了整个内地，跟

深圳进一步融合。”

优化产业改善民生  香港再迎转型机遇

毫无疑问，香港开发北部都市区这

一具开创性的构想，无论是给香港还是

深圳以及整个大湾区，都会带来不同于

过往的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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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 闻

北京大学校务委员会副主任 

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创院院长 

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院务委员会主任 

北京大学原副校长

在海闻教授看来，这个机遇对于香

港来说，首先是将获得一个新的发展空

间。他表示，香港本身经济已经很发达

了，但现在也到了一个新的转型期，除

了发展原有的金融、法律这些现代服务

业之外，香港也想要发挥自身在科技方

面的优势和力量，需要有一块新的地方

来发展新的产业。北部都会区将会给香

港创新企业的发展提供一个新的空间，

也将为香港转型提供一个新的机遇。而

由于这个空间离深圳很近，在这里发展

来源：香港商报  策划、撰文：李颖

创新产业，也有利于更好地加强香港与

内地的合作。

深港互为师  成就全球创新湾区

多年来，深圳一直是向香港学习的

模范生，到今天，深圳的GDP已经超过

香港，在这种情况下，深圳还可以向香

港学习什么？

海闻教授表示，虽然深圳 GDP已

经超过了香港，但是深圳向香港学习的

空间还有很多，比方说香港的法制。对

一个社会来说，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对

创新创业成果包括个人奋斗成果的保

护，都是非常重要的，他认为深圳还要

进一步向香港学习法制建设。

此外，香港的国际视野也值得深圳

学习。作为一个国际大都市，香港跟国

际社会的交往频繁，全世界大部分国家

在香港都设有办事机构，这一点也表明

了香港较高的国际化程度，而深圳在这

个方面其实还有相当的差距。

“我们要思考怎么能够像香港一样成为

一个真正的国际化都市，不仅仅是有人愿

意来，还要有人来创业，甚至有人愿意来

长期居住，在国际化方面，深圳还应该很

好地向香港学习。”

海闻教授亦指出，香港作为有百年

发展历史的国际化大都市，在控制金融

风险方面，特别是在金融创新的同时保

持对金融风险的管控这些方面，仍然有

很多地方值得深圳学习。

在深圳崛起的过程中，开放包容的

心态、敢闯敢试的精神，以及创新科技

的发展，都是不可或缺的重要发展动

能，这给贫富差距加大，饱受产业空心

化困扰，经济过度依赖于金融、地产的

香港，带来什么启示？

海闻教授指出，深圳也有很多地方

是值得香港学习的，其中最重要的一点

就是创新。深圳就不怕犯错，这一点可

能是香港企业的弱项，也是需要有进一

步改进的空间。

“深圳最大的特点是勇于创新试

错，敢于打破条条框框，敢于去探索一

些未知的领域，这一点我认为应该值得

香港的企业家去学习，就是更好地创

新，做一些从来没有做过的事情，这方

面香港应该向深圳的企业学习。”

海闻教授补充说：“还有一点，我

认为香港的企业家也要有一个大格局，

就是说在发展当中不应该仅仅想到香

港的发展，要把香港融入到整个中国的

大环境下来考虑，这也可以让香港的企

业家有一种更大的格局来制定企业或

者公司的发展战略，这也是深圳另外一

个值得香港学习的长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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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中，香港贸发局经贸研究与汇丰合作，向粤港澳大湾区的初创企业进行问卷调查和深度访谈1，以了解大湾区

初创生态系统的发展趋势和表现，以及初创企业对大湾区营商环境的意见，从而分析如何加强香港作为大湾区初创

平台。研究报告全文近3万字，分为四个章节，包括：大湾区创业生态系统的发展情况、大湾区创业者与企业的特征、

大湾区创业生态系统的优势与弱点以及摘录刊登于会刊的《大湾区初创的挑战与机遇》。

粤港澳大湾区充满机遇及挑战，对于希望在大湾区创立企业的香港朋友来说，会刊编辑部希望借此研究报告，让各位

更深入了解大湾区的初创环境及发展情况。

调研背景及目的

2019年2月，中央 政 府正 式公 布

《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下称

《纲要》)，标志着由两个特别行政区

(香港、澳门)及9个内地城市(广州、深

圳、珠海、佛山、惠州、东莞、中山、江

门、肇庆)组成的粤港澳大湾区(「大湾

区」)发展战略正式启动。大湾区内汇集

了先进制造业、现代服务业、创新科技

于一体，其特别之处还在于其齐集了粤

港澳，有3个不同的地方政府管治、有两

种制度、3个司法管辖区、3套关税政策

及3种货币。正正是这项特色，给予大

湾区在促进人员、资金、货物、信息的

有序流动，带来挑战及机遇。《纲要》

更明确支持粤港澳在创业孵化、成果转

化、国际技术转让、科技服务业等领域

展开深度合作，建立国家级科技成果孵

化基地和粤港澳青年创业就业基地等

平台。

2021年3月，全国人大代表大会正

式通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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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五规划》)，为2021 

至2025年的发 展 提 供蓝图和行 动纲

领。《十四五规划》确立了香港在国家

整体发展中的角色和重要功能定位，以

及在多个重要范畴的发展空间和机遇。

除了巩固及提升香港4个传统中心持续

发展，即国际金融中心(包括强化全球

离岸人民币业务、国际资产管理和风险

管理的业务)、国际航运中心、国际商贸

中心以及亚太地区国际法律及解决争

议服务中心外，更首次加入提升、建设

和发展4个新兴中心，支持香港成为国

际航空枢纽中心、国际创新科技中心、

区域知识产权贸易中心以及中外文化艺

术交流中心的新兴地位。

在《纲要》及《十四五规划》的布局

下，为香港的初创发展及创新科技带来

庞大的机遇。为了解目前大湾区初创企

业生态系统的发展状况，香港贸易发展

局及汇丰合作进行一项关于香港作为

大湾区初创平台的研究，目的是收集大

湾区内初创企业对大湾区营商环境的

意见，以及了解大湾区初创生态系统的

主要趋势和特征，从而分析如何加强香

港作为大湾区初创平台。

这次调研主要通过问卷调查及深

度访谈两种方式进行。香港贸发局经贸

研究于2021年8月至9月以网上及电话问

卷，成功访问308家于2016年或以后成

立、并在大湾区设立公司总部或办公室

的初创企业，以了解大湾区初创生态系

统的发展趋势和表现，以及业界对香港

作为大湾区初创平台的看法。同时，与 

10位不同持份者——包括大湾区初创

企业的始创人、企业孵化器和初创支持

平台管理层等进行深入访谈，以了解不

同持份者对香港作为大湾区初创平台的

看法，并作重点案例分析。是次研究涵

盖大湾区初创圈的主要行业，包括生物

科技、信息科技与硬件制造、创新与专

业服务、新经济和新零售。报告对问卷

调查中收集到的数据进行分析，并从深

度访谈中收集到的见解进行整合。

大湾区初创的挑战与机遇
资料来源_香港贸发局经贸研究与汇丰合作的研究项目《探索粤港澳大湾区初创生态》

1 受访者在深度访谈所发表之言论只为其个人意见，并不代表香港贸易发展局或汇丰之立场。香港贸易发展局或汇丰对受访者言论内容之准确性、完整性

及适时性概不负责，若因上述内容产生或引致任何损失，香港贸易发展局或汇丰亦毋须负上责任。

CONTACT 019

REPORTS专题报道



报告摘要

大湾区创业生态系统的发展

初创企业为社会带来创新科技、产

品或服务，也为经济注入新的增长动

力。大湾区内各城市政府通过不同的政

策措施和资助计划，致力培育初创企

业，从而提升城市竞争力。同时通过政

策鼓励研发、汇聚创科人才和促进科技

成果产业化等方面，加强大湾区内城市

互利合作、错位发展。

大湾区聚集大量创投资金、本地和

海外优秀科研人才；加上先进的科技基

建及丰富的创业资源，支持初创企业蓬

勃发展。根据《2021年全球初创企业生

态系统指数报告》，大湾区两个城市位

列全球50名之内，包括第21名的深圳

及第32名的香港。以创新科技驱动经

济增长是全球经济发展的新趋势。由香

港、深圳及广州的创新及科技业组成的

广深港科技集群，是亚洲一个战略性商

业平台及科技交易市场，也是一个日益

壮大的本地研究集群。根据《2020年

全球创新指数》，以专利及科学刊物数

量计算，广深港科技集群已成为世界第

二活跃科技集群。

为进一步促进粤港澳青年创新创

业的交流和合作，广东省发布《关于加

强港澳青年创新创业基地建设的实施

方案》，于广州南沙、深圳前海、珠海横

琴3个自贸片区打造港澳青年创新创业

基地；及在2025年，于珠三角九市各建

立最少1个港澳青年创新创业基地。因

此，大湾区拥有发达的经济、领先的创

新能力、活跃的创新创业氛围以及良好

的营商环境，是初创企业创业的理想地

点。在大湾区建设的带动下，区内11个

城市将发挥各自的优势，促成区内的深

度融合，进一步推动区域初创企业生态

协同发展。这次调查显示，81%受访初

创企业对大湾区的创业生态系统表示

满意。

大湾区创业者与初创企业的特征

近年大湾区各城市的政府、大学及

专上学院都积极重点培育校园初创，通

过资助鼓励师生团队把其创意理念结

合研究成果，转化为对市场及社会具

有价值的产品或服务。例如，香港创新

科技署的「大学科技初创企业资助计

划」、澳门大学发展基金会的「创新创

业资助计划」、深圳大学创业园的「大

学生创业专项扶持资金」等。因此，大

湾区内的初创生态圈充满高学历和年

轻的创业者。是次调查显示，接近所有

(97%)的创业者拥有大学或以上的学

历，有21%和10%更已经取得硕士和博

士学位。创业者除了拥有高学历外，也

有年轻化的趋势。当中20%的创业者只

有22至30岁，61%的创业者年龄介乎 

31至40岁。

大湾区作为中国最高度开放和国际

化的地区之一，其广阔的发展前景也吸

引了来自海外的优秀创业者落户。不少

来自海 外的创业者接触大湾区的契机

源于被原本受聘的公司外派到大湾区工

作，因而深入了解大湾区的营商环境和

产业运作模式，并认识到大湾区的市场

机遇，因此吸引他们到大湾区创业。

大湾区创业生态系统的优势和弱点

受访初创企业对其总部所在的城

市进行评分，当中深圳的初创企业对当

地的整体初创生态系统满意度最高，

其次是香港，广州排第三。在支持初创

企业发展的4项范畴中，包括「科研环

境」、「营商环境」、「资金支援」及「创

业支援」，各城市有各自的独特优势和

弱点。

科研环境方面，深圳拥有国家级的

「科研设施」及充裕的「研发人才」；而

香港除了本地大学培育的专业人才外，

更吸引世界各地多家顶尖大学和科研

机构进驻，深港两地能进一步协同发

展，把科研成果产业化。不过，香港与深

圳的初创企业都面对「人力成本」高昂

的问题，增加了营运压力。

营商环境方面，深圳初创企业对

「信息和资金流通自由」的评价颇高。

除了信息和资金可在国内迅速流动外，

深圳企业更可以便利地利用邻近香港

的国际化体系联系境外。香港的金融、

法律等专业服务配套十分成熟，专业

人员具备海外及内地市场的专业知识，

因此，香港初创企业对香港的「专业服

务」的评价最高。

资 金 支 援 方 面，深 圳、广州 及香

港的初创企业对当地的「私营资金」和

「政府及公营资金资助」的满意程度差

距也不大。然而，资金不足是初创企业

面对的主要挑战之一。

创业支持方面，近年大湾区的创业

气氛浓厚，区内有不少孵化器和创科园

区为初创企业提供创业指导及场地支

援。不过，深圳、广州及香港的初创企业

都期望，当地政府能完善激励创业的机

制，发挥先导者角色，率先使用初创企

业发明的创新产品和服务，借以增加社

会对初创企业的信心。

挑战与机遇

大湾区人口超过8,600万，拥有庞

大的市场和商机。然而，调查发现大湾

区初创企业目前面对的主要困难包括

资金不足、难以寻找投资者及难以获

取客户信任。只有约三成的受访初创

企业有意在未来3年进一步扩张销售

市场，主要原因包括资金不足、市场不

确定性、以及市场竞争激烈。新冠疫情

持续，也窒碍了部分初创企业扩张的

步伐。

话虽如此，大湾区初创企业对发展

前景仍感到乐观，71%受访者预计公司

收入在未来3年增长达25%或以上。按

行业区分，生物科技的预期增长速度最

快，近三成生物科技的初创企业预计公

司收入在未来3年增长达100%或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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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的影响下，全球各地越来越注重生

物科技的发展，从而为生物科技初创企

业创造新机遇。

大湾区内汇集了先进制造业、现代

服务业、创新科技于一体，各市凭着自

身优势融合发展，定能进一步提升大湾

区初创生态系统的竞争力。香港作为大

湾区内最国际化的城市，在国际金融、

航运、贸易中心具有优势，再加上香港

定位发展国际创新科技中心，将为大湾

区创科产业带来更广阔的发展空间。

大湾区初创的挑战与机遇

总体而言，81%受访初创企业满意

(7分或以上)大湾区的创业生态系统，

按行业来看，新零售初创企业的满意

度最高，90%评分为7分或以上。其次

是新经济86%，资讯科技与硬件制造

85%，创新与专业服务76%，及生物科

技73%。

调查发现，大湾区初创企业认为大

湾区拥有庞大的市场和商机，近三成受

访大湾区初创有兴趣进一步拓展大湾

区其他市场。然而，资金不足、市场的

不确定性，以及湾区市场竞争激烈，增

加初创企业进一步扩张市场的难度。此

外，调查发现，大湾区初创对香港专业

服务的需求强烈，超过八成大湾区初创

预期未来3年会使用香港提供的服务，

当中，以银行服务占最多数(如贸易融

资、跨境清算和结算、贷款服务)，其次

是会计、审计和税务咨询服务(如尽职

调查)及会展和交易会。

大湾区初创前景乐观

大湾区人口达8,617万，区内近年

经济稳步上升，中产阶层持续壮大，带

动区内消费、创新和科技应用增长，为

初创企业带来庞大的商机。调查结果显

示，大湾区初创企业对发展前景感到乐

观，71%受访者预计公司收入在未来3 

年增长达25%或以上。更有18%预计公

司收入在未来3年可录得超过1倍的增

长，收入增长是初创公司估值的主要推

动力之一，充分体现大湾区初创对前景

的信心及发展潜力。

按地区分布，深圳的初创企 业对

其发展前景感到最乐观，35%的受访深

圳初创预计公司收入在未来3年增长达

100%或以上，另有17%认为公司增长

将介乎50%至100%之间。香港的初创

企业也有17%预计公司收入在未来3年

增长达100%或以上，其余大多(66%)

预计增长50%或以下。同样地，大部分

(78%)广州的初创企业预计公司收入在

未来3年增长50%或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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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行业分布，大物科技的预 期增

长速度最快，近三成生物科技的初创

企业预计公司收入在未来3年增长达 

100%或以上。在新冠疫情的影响下，

全球各地越来越注重生物科技的发展，

生物科技已成为增长最迅速的板块之

一，更多资本流入该行业，从而为生物

科技初创企业创造新机遇。其余行业也

预期录得可观的增长，增长介乎25%至 

75%不等，反映大湾区的整体创新创科

行业拥有巨大的发展潜力。

扩张版图主要在大湾区内

近 三成的初创企 业有意在 未来3 

年进一步扩张销售市场，以扩张至大湾

区其他城市最为常见。对在创业初期的

企业来说，大湾区市场庞大且多元化，

足以支撑企业早期的发展，待企业发展

较成熟后，才考虑开拓海外市场。

其中，深圳(67%)、广州(36%)和澳

门(34%)最受香港的初创企业欢迎。值

得留意的是，澳门市场虽小，但仍有不

少初创企业表示希望拓展该市场。有受

访企业分析其中原因：「澳门市场虽小，

但对初创企业更为有利，因为产品能在

短时间内广泛接触各阶层，让企业迅速

得到市场的回馈意见。」

在 总 部 位 于 大 湾 区 内 地 城 市 的

初创中，较多企业表示希望扩张广州

(42%)、中山(39%)、东莞(27%)和香港

(27%)市场。受访者认为，东莞是世界知

名的制造业基地、具有配套齐全的产业

链，是中国重要的出口基地，因此，扩

张东莞市场有助初创企业发展。而香港

人口多元化，消费群体发展成熟，是内

地企业进军外国市场理想的跳板和先

导测试的地点。加上，香港是一个国际

金融中心及优越的商业中心，扩张香港

市场可以便利内地企业吸纳国际资金，

以及加强与国际间的联系。

有意扩张销售市场的初创企业中，

超过一半的新经济和新零售初创企业

看中广州市场的发展潜力。根据海关统

计，广州的跨境电商进出口业务规模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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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全国首位，2020年广州市跨境电商进

出口总值约367亿元，按年增长120%。

由此可见，新经济和新零售，如电子商

务和零售科技等行业在广州充满发展

空间。此外，35%资讯科技与硬件制造

的初创企业有意拓展深圳市场，深圳是

全球重要的电子信息产业聚集基地和

全球电子产品原型的原产地，拥有众多

上下游企业，孕育了大量电子制造相关

的新兴企业。

值得留意的是，有意扩张销售市场

的初创企业中，超过六成生物科技企

业有意拓展珠海或澳门市场。虽然珠

海的医药制造业规模较小，但近年来，

珠海相继设立高技术产业园区，利用较

低营商及生活成本吸引外地企业和外

来人才落户，开展生物医药研发和生产

业务。例如珠海市的金湾生物医药基地

已成为广东省三大生物医药产业集群

之一，集聚了多家知名医药企业。此外，

《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建设总体方案》

也列明生物医药产业为澳门和横琴重

点合作发展的方向之一，为生物科技企

业带来大量商机。

大湾区初创企业面对的主要挑战：资金

不足

然而，有约七成受访初创企业在未

来3年没有扩张市场的计划，主要因为

资金不足(56%)、市场不确定性(31%)，

以及市场竞争激烈(31%)。不少初创企

业表示如果有资金支持的话，业务增长

可能会更快，但碍于市场竞争激烈，现

时的投资机构更愿意投资发展规模已

经较成熟的初创企业，以及倾向高科技

含量的项目，以寻求更高回报，因此，公

司规模较小的初创难以筹得资金用于

扩张市场。在深度访谈中，有企业表示：

「在Pre-A轮融资时，因为我们的核心

产品无法立刻创造盈利或有很好的销

售数据，虽然与不少投资人接触，但融

资非常难。」

扩张的地区(按行业分布)

生物科技

新经济

基数:所有有扩张计划的受访初创企业(91)

资料来源:香港贸发局大湾区初创调查2021

基数:没有计划扩张大湾区其他市场的受访初创企业(233)

资料来源:香港贸发局大湾区初创调查2021

新零售

资讯科技与硬件制造 创新与专业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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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进一步了解所有大湾区初创

企业现时面对的困难和挑战。资金不足

(40%)是整体大湾区初创目前面对最严

峻的挑战，与没有扩张市场计划的原因

一致，其次是难以寻找投资者(34%)，以

及难以获得客户信任(33%)。值得注意

的是，生物科技、创新与专业服务和新

经济等专业性较强的行业均表示较难

聘请到合适的员工。而对于新零售行业

来说，面对最大的困难不是产品制造，

而是产品商品化(32%)，发展创新的产

品定位与销售模式，才有机会在竞争激

烈的市场(39%)内站稳阵脚。

香港初创期望政府进一步支持

受访的香港初创企业中，约10%认

为香港的创业生态系统仍有较大的进

步空间。当中，超过四成受访者认为政

府支持不足，期望政府能进一步提供支

持，特别是在推动科技应用，以及政策

检讨或立法方面。有受访者举例：「以

无人驾驶汽车为例，不少国家都已立法

使全自动驾驶汽车合法化，唯在香港现

行的法律框架下，无人车仍无法登记及

领牌。」

另 外，部 分 企 业 有 感 香 港 市 场

和人 员缺 乏创造 力 (11%)，人 才不足

(11%)。有受访企业主理人建议：「香港

在人才培训上应增加多些国际元素，

让创业者了解内地以及外国的创业行

情，以便日后按需要在合适的地区拓展

市场，同时让他们视野更国际化，加强

整体的竞争力。」

香港优势：国际化的服务

虽然香港在创业支援和推动科技

应用方面仍有改善空间，但香港在专业

服务方面拥有明显的优势。作为亚洲商

业枢纽，大部分香港的专业服务机构拥

有符合国际惯例和水平的知识和经验，

为本地、内地及海外客户提供优质、高

效的服务，因此，香港是内地和海外初

创企业开拓亚太市场理想的落脚点。调

查显示，有76%受访的大湾区企业预计

初创企业在大湾区面临的主要挑战

整体 生物科技

40.3%

34.4%

32.8%

31.8%

25.6%

25.6%

25.6%

23.7%

20.8%

38.8%

37.8%

33.7%

33.7%

44.4%

41.7%

30.6%

30.6%

31.7%

31.7%

39.0%

34.4%

34.4%

42.7%

37.8%

45.9%

48.6%
资金不足

寻找投资者

获得客户信任

雇用合适的员工

产品/服务商业化

市场竞争激烈

缺乏指导

产品差异化

管理知识产权

雁用合适的员工

资金不足

寻找投资者

获得客户信任

雇用合适的员工

资金不足

寻找投资者

资金不足

寻找投资者

获得客户信任

市场竞争激烈 

资金不足 

产品/服务商业化 

创新与专业服务

新经济

新零售

资讯科技与硬件制造

雇用合适的员工

资金不足

寻找投资者

获得客户信任

基数:所有受访初创企业(308)

资料来源:香港贸发局大湾区初创调查2021

基数:所有在香港设立总部的受访初创企业(175)

资料来源:香港贸发局大湾区初创调查2021

基数:不满意香港创业生态系统并以香港为总部的初创企业(17)

资料来源:香港贸发局大湾区初创调查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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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未来3年会使用香港的银行服务，如

贸易融资、跨境清算和结算，以及贷款

服务等，也有69%会使用香港的会计、

审计和税务咨询服务。

此 外，有约四成 大湾区初创企 业

预计在未来3年会使用香港的会展和交

易会服务。作为全球最佳的会议、展览

及奖励旅游以及商务旅游城市之一，香

港每年共举办逾100项展览，吸引超过 

160万名会议、展览及奖励旅游的海外

过夜旅客来港参加，为初创企业提供一

个理想的平台以拓展市场、建立人脉和

增加曝光。有受访企业表示曾参加香港

的展览会，并赞赏香港的展览会是一个

有效的平台，让企业和品牌接触潜在投

资者或合作厂商。

在深度访谈中，澳门青年创业孵

化中心相关负责人指出：「香港作为国

际商业枢纽，与欧美、东南亚的市场有

频繁商务交流，不少海外国际企业在香

港设有办事处，初创企业可以在香港接

触海外企业。」已在香港设立分公司的

广州初创企业负责人表示，未来将负责

海外合作业务，包括与外国的社交媒

体Facebook、Instagram等合作。他

指出：「相比内地，海外企业普遍较熟

悉香港商业环境，而海外客户一般不需

要签证到香港，加上可以用英语在香港

沟通；而我们到香港也很方便，因此香

港是内地企业与海外市场联系的最佳

桥梁。」

对香港银行服务需求旺盛

香港是全球最大和最重要的离岸

人民币业务中心，拥有国际化的金融体

系、稳定的金融市场环境。不少大湾区

内地企业均选择香港作为其集资融资

平台，以及进行海外业务扩张的平台，

因而经常使用到香港银行提供的服务。

调查发现，大湾区初创企业最常用到

香港银行提供的贸易服务(36%)，例如

进出口融资、保险理赔和担保函服务

等。来自内地的创业者和海外的创业

者均对此类服务的需求最大。此外，创

基数:所有受访初创企业(308)

资料来源:香港贸发局大湾区初创调查2021

基数:所有受访初创企业(308)

资料来源:香港贸发局大湾区初创调查2021

大湾区初创企业对香港银行服务的需求

整体 香港创业者

贸易服务

24小时客户服务

专业咨询及顾问服务

跨境支付

市场/营商资讯

企业联系网络

在地客户服务支持

交易追踪

环球账户及环球转账

外币兑换

跨境银行服务

保险及投资产品/服务

数码理财服务及方案

强积金服务

内地创业者

海外创业者

贸易服务

跨墳支付

环球账户及环球转账

外币兑换

强积金服务

贲易服务

跨墳支付

市场/营商资讯

专业咨询及顾同服务

24小时客户服务

24小时客户服务

专业咨询及顾向服务

贸易服务

在地客户服务支持

市场/营商资讯

企业联系网络

35.7% 36.7%

35.3%

32.7%

28.7%

27.3%

27.3%

40.2%

39.3%

35%

34.2%

32.5%

34.1%

34.1%

31.7%

29.3%

29.3%

33.4%

32.1%

31.8%

30.2%

27.9%

26.3%

23.7%

22.7%

22.1%

19.2%

19.2%

17.9%

16.2%

业者期望银行能提供24小时客户服务

(33%)，当中，来自香港的创业者对此类

服务的重视程度较高。

另外，35%来自香港的创业者表示

需要银行提供专业咨询及顾问服务，而

来自内地的创业者和海外的创业者则

较常使用到跨境支付服务。调查也发

现，三成初创企业透过银行掌握及时的

市场和营商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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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阅《探索粤港澳大湾区初创生态》完整报告

大湾区融合发展

大湾区各个城市有各自的特点和优

势，香港拥有完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

世界级的科研能力、稳健的金融体系监

管和国际化的服务产业，既是国际连通

内地的门户，也是内地与全球接轨的桥

梁。然而，香港与澳门自身土地资源紧

张，人力资源和营运成本相对内地高，

加上港澳缺乏生产厂房，对初创企业构

成一定压力。深圳、东莞、广州等内地

城市拥有成熟的供应链、生产配套和

科研设施，因此，大湾区融合有助港澳

初创企业更有效地推动技术转化及应

用，同时，内地初创也可善用港澳市场

的优势开拓海外市场、把产品推到国际

市场，以及寻找海外投资者。

总结问卷调查结果和公司访问中

所得的信息，大湾区初创企业普遍乐见

大湾区融合，并相信大湾区发展能为企

业带来庞大的机遇。但是，初创企业认

为区内各市的联系可以更为紧密，在推

进大湾区融合的政策上仍有改善空间。

其中，不少企业共同提到的建议包括：

(1)希望可以放宽内地工作人员到香港

的通关政策，包括逗留时间等，为企业

提供弹性安排，加强自由流动；(2)香港

生活成本较高，希望香港政府能加强对

内地创业者在香港的资金支持，例如租

金减免等；(3)希望政府机构能为外地创

业者提供更多创业咨询相关的服务；以

及(4)进一步推动两地检测认证接轨，例

如在内地注册的医疗产品，可以直接获

香港相关机构认可或通过简单备案后

可以在香港市场销售，反之亦然。

总括而言，在粤港澳大湾区的区域

合作下，大湾区各城市的创业创科发展

迎来难能可贵的机遇，香港也得以发挥

在研发、国际化及作为国际金融中心方

面的优势，聚集大湾区和全球各地的创

新资源，推进初创生态系统的竞争力。

总结

初创企业为社会带来创新科技、产

品或服务，也为经济注入新的增长动

力。粤港澳大湾区内各城市政府通过不

同的政策措施和资助计划，致力培育

初创企业，从而提升湾区竞争力。是次

调查发现，大湾区初创企业普遍满意大

湾区的创业生态系统。受访者认为，大

湾区的创业气氛浓厚，区内有不少孵化

器和创科园区为初创企业提供创业指

导及场地支持。然而，不少大湾区初创

企业现时面对资金不足、难以寻找投资

者，以及难以获得客户信任等问题和挑

战。创业者期望，政府能完善激励创业

的机制，加强资金支持，例如租金减免

等，并发挥先导者角色，带头采用创科

产品和服务，提高初创企业的知名度。

近年，香港的创科创业发展生机勃

勃，政府在4年间投放超过1,300亿港

元推动创科发展。根据《2021年施政报

告》，香港的创科旗舰机构科学园已有

约900家科技企业和初创，涵盖人工智

能、生命健康、环保技术等范畴，也培

育了4家独角兽企业。过去3年其租户/

培育公司成功筹募330亿港元资金。按

估计，科技园公司每投资1港元便吸引

外间投资13港元。此外，数码港也拥有

不少科技企业，培育了5家独角兽企业，

涵盖金融科技、智慧生活及数码娱乐领

域。数码港每投资1港元便吸引外间投

资13港元，过去3年其初创企业吸引了

超过125亿港元投资。香港的初创企业

数目也持续上升，较2017年增加68.5%

至3,755家。

大湾区发展为香港的创科发展带

来难能可贵的机遇，使香港得以发挥

在科研、国际金融中心、国际化专业服

务，以及作为通往内地和国际市场双向

通道方面的优势，并聚集大湾区和全

球各地的创新资源，推进本地创科创业

生态系统的竞争力。为加强香港作为

大湾区初创平台的角色，受访者建议，

香港政府可为初创企业简化资助计划

申请流程、推出更多一对一投资配对计

划，以帮助初创企业联系私人投资者

等，并强化配套，吸引海外创投基金落

户香港，推动香港创业生态的发展。同

时，政府宜担当先导者的角色，率先使

用创新企业发明的产品和服务，发挥

牵头作用，借以增加社会的信心，为初

创企业提高知名度。此外，香港的展览

会是一个有效的平台，让企业和品牌接

触来自世界各地的潜在投资者或合作

厂商，大湾区初创企业可多参与香港的

会议和展览，拓展市场、建立人脉和增

加曝光。

总括而言，大湾区内汇集了先进制

造业、现代服务业、创新科技于一体，

香港、深圳拥有优越的科研能力；其他

大湾区内地城市拥有成熟的先进制造

业产业链；澳门是中葡创业者的桥梁，

各市凭着自身优势融合发展，定能进一

步提升大湾区初创生态系统的竞争力，

而香港也将继续与大湾区各市的创科

发展相辅相成，成就《粤港澳大湾区发

展规划纲要》和《十四五规划》下的国

际创新科技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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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医务中国

联合医务集团（股票代码722:HK）成立于1990年，是香港及澳门领先的医疗保健平

台，旗下自设及联营的1100多家医疗服务机构分布于粤港澳大湾区、北京、上海及天

津等多个城市。作为集团成员，联合医务中国与内地多个城市合作开展港式家庭医

生培训及医疗服务合作，培养逾1400名金牌医生及护士，为客户提供线上线下结合

的港式医疗服务。

公司代表 / 李家聪先生
电话 / 86-130 6841 9187
电邮 / Felix.Lee@ump.com.hk
网址 / www.ump.com.hk
地址 / 深圳市福田区福华三路卓越世纪中心1号
 楼3804-3805单元

工合科技（香港）有限公司

工合空间是一个粤港澳创业服务平台，致力成为内地、港澳和海外的“超级联系

人”。通过与大湾区内外政企、机构和院校的密切合作，为创业者对接丰富的创业资

源、信息和服务。工合空间荣获“粤港青年创新创业基地”官方授牌，同时是香港数

码港官方认可的加速器，并与香港中文大学、香港科技大学等6个香港青年发展基

金单位达成合作。

公司代表 / 叶兴华先生
电话 / 0757-8676 9630
电邮 / cs@gunghospace.com
网址 / www.gunghospace.com
地址 / 佛山市南海区三山新城港口路12号
 三山科创中心C7座首层粤港青年创新创业基地

思城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思城投资发展是香港思城控股（HK1486）在大陆设立的总部，在建地标形总部大

楼位于广州市白云区。

业务包括：建筑环境设计，规划及城市设计，室内和景观设计，文物保育。为政府和

企业提供全流程IT和数字化转型解决方案，建筑资讯模型（BIM），智能家居产品

和AIot全方位解决方案。跨境金融业务：绿色认证、绿色债券、绿色贷款和基金。

公司代表 / 邓立鸣先生
电话 / 8620-3660 0901
电邮 / leodang@cchengholdings.com
网址 / www.cchengholdings.com
地址 / 广州市白云区鹤龙街尖彭路371号
 有趣创意社区B115-116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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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友银行有限公司深圳分行

集友银行由爱国侨领陈嘉庚先生所倡办，于1947年在香港注册成立，在香港共设有24

间分行，在深圳市、福建省福州市及厦门市共设有5间分支机构。集友银行深圳分行于

2018年12月29日正式开业，立基深圳和粤港澳大湾区，致力服务本地、内地及海外侨

胞客户，提供全方位跨境金融服务，打造“亲切、灵活、贴身、专业”的银行形象。 

公司代表 / 黄明生先生
电话 / 0755-3690 8888
电邮 / chiyushenzhen@chiyubank.com
网址 / www.chiyubank.com
地址 / 深圳市福田区益田路6003号
 荣超商务中心A座32楼

港中大研究院（深圳）有限公司

为促进香港中文大学成员创新创业的发展，港中大深圳研究院结合区内产业需求，积

极推动大学科研成果转化，并于2018年成立深圳研究院众创中心，秉承“技术创新，

开放共享”的理念，进行初创公司培育孵化，支持大学教授、学生、校友在大湾区的创

业活动，促进深港两地产学研合作，为粤港澳大湾区乃至国家的发展做出贡献。

公司代表 / 林煌权先生
电话 / 0755-8692 0066
电邮 / cuhkszri@cuhkri.org.cn
网址 / www.cuhkri.org.cn
地址 / 深圳市南山区高新区南区粤兴二道10号
 香港中文大学深圳研究院大楼

中科天诚（深圳）集团有限公司

中科天诚集团是全国领先的防癌抗癌系统解决方案的引领者和首创者。中国首创精

准“非药物肿瘤康复”为定位理念的精准防癌抗癌系统解决方案。打造国内首个完

全打通线上-线下，链接院内-院外的肿瘤康复专业服务体系。推动实现《健康中国

行动-癌症防治实施方案》，改善癌症患者生活质量，提高癌症患者的生存期。

公司代表 / 刘朝辉先生
电话 / 0755-2668 4296
电邮 / 394007119@qq.com
网址 / www.zktcjt.com
地址 / 深圳市南山区招商街道沿山路28号

深圳市拉克洛斯棍网球发展有限公司

深圳市拉克洛斯棍网球发展有限公司（简称SLDL）致力于在中国地区发展棍网球运

动，通过举办各类本土棍网球赛事、活动、培训，组织本土队伍参与国际棍网球赛事，

推动国内棍网球运动的可持续发展。SLDL亦创立了青少年发展项目品牌: 无境棍网

（Eternal Lacrosse），以兴趣为起点，在团结活泼的棍网球活动中，强健体能，感受

体育文化和团队氛围。

公司代表 / 方刚先生
电话 / 0755-2107 5457
电邮 / info@laxchina.com
网址 / www.chinalacrosse.com/races/
地址 / 深圳市龙华区民治大道大岭社区
 龙光玖钻北甲期A座916

香港宽频集团

香港宽频是全港唯一拥有三重光纤网络的运营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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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可提供跨境专线和VPN加速服务。

广州市苏明达光学有限公司源自香港明达眼镜镜片有限公司，是阿波罗镜片的中国

区销售公司。苏明达光学秉承着匠人钻研精神，不断推陈出新，为不同年龄层消费者

提供定制化的光学镜片产品；更因应不同场景，研发多款不同用途镜片供消费者所选

择，提供优质的产品及更完善的服务。让消费者真正体会“视，有不同”的品牌理念。

公司代表 / 廖蔚斌先生
电话 / 86-135 6004 0328
电邮 / webber.liu@hkbn.com.hk
网址 / www.hkbnes.net
地址 / 广州市中山五路五月花广场10楼全层

广州苏明达光学有限公司

公司代表 / 施信诺先生
电话 / 8620-8135 0131
电邮 / gzoffice@hkoptlens.com.cn
网址 / www.hkoptlens.com/cn/
地址 / 广州市越秀区东风西路191号国际银行中心1116

公司代表 / 伍可先生
电话 / 0755-8326 6785/86-139 2345 7340
电邮 / bonroyhk@163.com
网址 / www.bonroyhk.com.cn
地址 / 深圳市福田区福田街道岗厦社区
 福华三路88号财富大厦28E

佰润国际商务深圳有限公司

香港佰润国际咨询有限公司总部位于亚洲金融中心香港，深圳分公司：佰润国际商

务深圳有限公司。

公司由业界多名资深专业顾问建立，专注于香港业务一站式香港移民留学的服务咨

询公司，项目包含：香港硕士，学士，副学士，优才，专才，IANG，受养人，投资移民

续签，无条件逗留，永居护照办理，香港房产，香港保险，中港车，香港医疗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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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 / 86-186 2099 5480
电邮 / Jsytung@yahoo.com
地址 / 广州市越秀区东风东路745号紫园国际16楼
微信公众号 / 高山投资

董羡恩女士 Jenny Tung
毕业于伦敦帝国理工土木工程系及商学院金融系，为注册金融分

析师（CFA）。 曾在香港麦格里投资银行担任股票分析员及在美

国国际集团AIG 资产管理公司新兴市场部任职分析师。 现定居

广州及在高山投资担任董事，高山投资是由德高信集团和广州呼

研所共同发起，专注于医疗健康与生物科技的私募股权投资，致

力推动医学科学研究、临床试验和产业转化。

从事OA和IT行业20多年，现任职广州其士科技工程有限公司，

广州其士是香港其士集团属下公司，主要业务包括智能化解决方

案，智能办公自动化设备，通讯系统和IT网络工程。

其士集团是以香港为基地的立足于全球的多元化公司，业务范围

包括建筑及机械工程，物业投资，物业发展及营运，保健护理投

资及汽车代理等。

医学抗衰美学设计师，从事美业接近十年。在这个颜值即正义的

时代，变美已然成为全民共识，医疗美容也随之越来越风靡。它

蓬勃发展的背后，伴随而来的是各种行业乱象，以及求美者对美

的误解。在良莠不齐的大环境下，追寻着对美的生活态度，坚守

「有一种美，无需大动干戈」的初心，让求美者们在无需大动干戈

下体验自然美丽抗衰老。

陈英诒先生 Glenn Chan

电话 / 86-139 2224 6638
电邮 / glenn_chan@chevalier.com.cn
网址 / www.chevalier.com
微信 / GlennChan001
地址 / 广州市越秀区东风东路粤海集团大厦703室

梁恩婷女士 Flora Leung

电话 / 86-136 0006 9614 / 852-6911 4010
电邮 / 13600069614@139.com
地址 / 广州市越秀区烟雨路24号二沙汇5楼

霍振峰先生 Fok Chun Fung
本人在中港两地从事食品生产行业已超过十年，在2009年加入玮

基咖啡有限公司出任营运总监一职。在职期间，成功为多间连锁

人气餐饮体系提供饮品原材料及解决方案，让公司累积合作客户

数目已超过7000间，目前合作客户包括澜记港式饮品专门店、九

龙冰室、米芝莲港式饮品专门店、奈雪之茶等。

电话 / 86-185 6636 3835 / 757-2836 9162
电邮 / 18566363835@163.com
地址 / 佛山市顺德区乐从镇良教村马三组

广州市斯凯奇商业有限公司

舒适科技公司斯凯奇诞生于1992年，现已在180多个国家及地区开设销售渠道。自

2008年进入中国市场以来，斯凯奇已在中国大陆地区开设近3000家门店。斯凯奇向

成人及儿童提供涵盖专业运动、时尚潮流、生活休闲风格的鞋履、服装及配件，为全

年龄段消费者打造舒适、健康、自在的生活方式，使每一个人都更自信地拥抱生活中

的每一刻。

公司代表 / 陈家德先生
电话 / 8620-8916 0222
电邮 / cedrick_tan@skechers.cn
网址 / www.skechers-store.cn
地址 / 广州市天河区黄埔大道西华穗路406号之二
 保利克洛维广场二期中景大厦28楼

广州殷港达明贸易有限公司

达明集团于1981年创立，一直秉持着「以人为本」的理念，不断为顾客搜罗世界各地优

质墙纸、数码印刷墙画、布艺、地板、地毯、家具等装饰物料，细意挑选极具创意及切

合需求的新颖产品，至今已发展成为具规模的建材集团。集团在香港、澳门、北京、上

海、广州、深圳、成都、新加坡、越南、马来西亚拥有超过15间陈列室及办事处。

公司代表 / 邓晓环女士
电话 / 8620-8928 0337
电邮 / daisy@tatming.com
网址 / www.tatming.cn
地址 / 广州市天河区林和西路9号
 耀中广场B座9楼918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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粤港澳大湾区服务业交流会
暨「2021 金领航奖」颁奖典礼

为加强粤港澳大湾区内香港服务企

业之间的交流，分享企业如何成

功抓紧大湾区市场的机遇及其营商经

验，广东省香港商会与香港特别行政

区政府驻粤经济贸易办事处及香港贸

易发 展 局，在 6 月 14 日合办“粤 港澳

大湾区服务业交流会暨「2021 金领航

奖」颁奖典礼”。

粤港澳大湾区的飞速发展，为香港

服务业带来无限机遇。金领航奖除嘉许

在服务业及相关管理范畴有杰出表现

CONTACT 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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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香港商会会长罗慧馨女士香港贸发局华南首席代表吴文慧女士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驻粤经济贸易
办事处主任陈选尧先生



主题分享：企业大奖金奖得主广州
华泛信息服务有限公司业务发展及
客户服务部总监杨浩先生

中小企奖获奖企业合影留念 感谢各位评委的支持企业大奖获奖企业合影留念 青年创业奖获奖企业合影留念

主题分享：青年创业奖金奖得主深圳市
蜜蜂科技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联合创始人
戴健进先生

主题分享：中小企奖金奖得主广州史
伟莎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华南区总监
吴楚坚先生

和成就的企业外，还希望通过评选，促

进及加强大湾区内港企的交流互动，提

升公众对香港服务业的认识和认可。本

次交流会，我们邀请了金领航奖三位金

奖得主分享他们在内地的发展情况，以

及如何利用科创协助企业把握大湾区

商机。

最 后，我们感谢各 位 到场的企 业

家，希望能迎着大湾区发展的东风，为

祖国的发展贡献企业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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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交流

香港贸发局华南首席代表吴文慧女士开场致辞

服装零售业代表曾沛源先生

商会代表与港商代表合影留念

融资信贷业代表马聪先生（左）和生活服务业代表王健峰
先生（右）

建筑设计业代表杨家声先生

创意设计业代表蔡展鹏先生

为了解港企在大湾区的经营情况、

运营挑战及发展诉求，香港贸易

发展局携同广东省香港商会于 4 月 24

日在广州举办“港商茶聚”交流活动，

广东省香港商会会长罗慧馨女士、香

港贸发局华南首席代表吴文慧女士主

持活动。当天，有来自生活服务、餐饮

连锁、酒店、金融、会计、物流、设计

等十位不同行业的港商代表出席，畅谈

发展经验，互商跨界合作。

港商茶聚 @ 广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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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商现场热烈交流

香港贸发局深圳代表、广东省香港商会副秘书长曾沂靖先
生主持活动

医疗行业代表、广东省香港商会会员李家聪先生

文创行业代表陈润富先生

金融行业代表黄丽桦女士

珠宝行业代表姚蔚然先生来宾合影留念

继在广州举办的港商茶聚收到了业

界人士的积极反馈后，为了解更

多在大湾区发展的港商所面临的困难

与挑战，4 月 28 日香港贸发局携同广

东省香港商会在深圳举办了“在深港商

茶聚”。

不少港商表示，与内地其他企业一

样，疫情对港企的经营影响很大，尤其

是餐饮等行业。但同时，不少港商亦表

示，港企在深圳、大湾区要成功，更重要

港商茶聚 @ 深圳

的是不断转型升级，特别是加快数字化

转型，拥抱新媒体、新零售、新经济、新

科技应用，积极融入大湾区，适应当地的

文化和营商环境，持续提升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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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嘉宾：汇丰私人财富规划广州营销督导负责人陈蓉女士广东省香港商会副会长曾沛源先生主持活动

交流会现场

来宾合影留念来宾互动交流

近年来，我国富裕人群规 模 持 续

增长。财富规模扩大的同时，金

融投资的需求也在不断释放。此次活

动非常荣幸得到汇丰私人财富规划的

大力支持，为来宾分享最新理财资讯。

交流会现场敬备精美点心和美酒，让

30 多位到场来宾在轻松气氛下互动交

流。

主题交流会 ：后疫情时代下的家庭财富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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捐赠仪式现场合影

驻深圳联络处主任邓秀娴开场致辞

来宾合影留念

南洋商业银行（中国）的专家为参加者解答问题

罗慧馨会长致辞 来宾互动交流

香港 疫 情爆 发，医疗体系超负荷，

缺医少药等问题令防疫抗疫工作

举步为艰。香港疫情牵动着“内地港人

团体”的心，作为在粤主要的港人团体，

广东省香港商会一直十分关注香港的

情况。为支持香港抗击新冠疫情，我们

向会员企业及广州市各界团体发起募

捐抗疫物资支援香港同胞。

广东省香港商会与内地10个香港

商会联手，共筹集了17,000盒连花清瘟

胶囊（总计港币556,416元）及2万支检

测试剂等抗疫物资，捐赠予全港抗疫

义工同盟，透过“线上医疗咨询服务行

动”，送予有需要的香港市民，共克时

艰，战胜疫情。

广东省香港商会募捐抗疫物资援香港同胞

香港特区政府驻深圳联络处于 4 月

14 日主办线上专题讲座，广东省

香港商会及香港贸易发展局、香港生产

力促进局、全港各区工商联作为支持

机构受邀出席活动。会上由南洋商业银

行（中国）的专家解说与港澳个人及企

业相关的跨境金融政策，并邀请金杜律

师事务所的律师分享竞业限制热点难

点和年度劳动法的案例，驻粤办入境事

务组的代表亦介绍了办事处为港人提

供的服务。本次活动在线观众逾 400人，

来自广东、香港及其他省市，点击率超

过 1,000，提问反应热烈。

2022 年跨境金融服务及内地劳动法专题讲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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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税讲座现场

安永（中国）企业咨询有限公司广州分公司人力资本
总监康炯毅先生分享实操经验

广州市税务局个人所得税处一级主任科员朱建女士解读政策

安永（中国）企业咨询有限公司广州分公司合伙人、广东省香
港商会常务理事陈建荣先生致辞

来宾提问环节

在疫情防控常态化的大环境下，各

级 财税部门加大力度落实党中

央、国务院减税退税政策，积极的财政

政策应对经济下行压力主动作为，通

过财政收入的“减法”，换来企业效益

的“加法”和市场活力的“乘法”。为

协助港人港企进一步了解大湾区的个

税及企业补贴政策，广东省香港商会

联同香港贸易发展局、安永（中国）企

业咨询有限公司，特别邀请到广州市税

务局代表，于 2022 年 5 月 30 日举办

线上线下个税讲座，解读政策及答疑解

难。

聚能大湾区
从中国个人所得税角度浅谈后疫情时代下的挑战和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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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香港商会常务理事王健峰先生主持本场活动 演讲嘉宾合影留念

会员合影留念

活动现场

来宾互动交流

近年来，内地餐饮业市场规模持续

壮大，即使受到疫情的影响，餐

饮业依然是促进经济增长、带动消费回

升的主要行业。6 月 8 日晚上，藉会员

聚会的欢乐时光，我们非常荣幸邀请到

三位来自不同国家 / 地区，享誉餐饮行

业的餐厅创始人，以访谈的形式与会员

们分享他们来内地发展的原因、创业经

历以及他们给创业者的建议。

会员聚会 & 餐饮行业经验分享

广东省香港商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吴文慧女士致辞

CONTACT 0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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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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158 0202 4369

联系人：Mr.Enid Ji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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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MB1350/晚

豪华套房 RMB2250/晚

1.以上房价均需加收16.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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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州圣丰索菲特大酒店

高级房 RMB 699/晚

豪华房 RMB 933/晚

（以上房价已包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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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893

联系人：Ms. Amanda Lu

中国大酒店

豪华客房RMB550/晚

（以上房价需加15%服务费和税费，含单人早餐）

地址：广州市流花路122号

电话：(8620)8666 6888-3228

联系人：Ms.Mon K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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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88

联系人：Ms. Cathy Gu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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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豪华客房800元/晚/单早

豪华江景客房900元/晚/单早

尊荣江景客房1000元/晚/单早

（以上房价均需+10%服务费，6%增值税费）

地址：广州市海珠区会展东路1号

电话：（86）131 4577 9992

联系人：Mr. Jason Wong

广州香格里拉大酒店

中信广场公寓 富财公寓

一居室： 689元/房/晚

两居室：1166元/房/晚

三居室：1696元/房/晚

1.以上价格已包含服务费和增值税，不含早

2.以上价格不适用于大型展会期

3.需提前3天或以上预订

地址：广州市天河区天河北路233号

中信国际公寓西塔

电话：（8620）8991 2220 / 189 3392 4687

联系人：Mr. Randel Feng

CONTACT 0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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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持有香港商会有效会员卡即可享受以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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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kccgd.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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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豪路易士嘉玛发廊

广州和睦家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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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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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NTACT 0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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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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NTACT 04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