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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10A股大漲3% 三個月最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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粵港合作聯席會議第十七次工作會議昨日在新政府總部
舉行，會議由政務司司長林瑞麟與廣東省副省長招玉芳共同
主持。特區政府相關的主要官員和廣東省政府有關部門負責
人出席了會議。雙方在會上回顧了落實《二○一一年重點工
作》的進度，並定下今年的具體工作計劃。

把握 「十二五」 機遇
會後，林瑞麟與招玉芳代表兩地政府，簽署《二○一二

年重點工作》，作為今年雙方合作交流工作的藍圖。林瑞麟
表示，面對不明朗的世界經濟前景，本港今年的經濟增長會
有所放緩，加上在新學制下有兩批學生畢業，可能對就業市
場造成影響。他指出，粵港兩地必須加強合作，把握當前國
家 「十二五」規劃的機遇，以及李克強去年八月訪港時所宣
布的三十多項中央促進香港進一步發展的措施，共同面對挑
戰。

兩地政府今年的一項重點工作，是協助港資企業在內地
升級轉型，尋找新增長點，以應對國際經濟危機。其中，特
區政府將根據行政長官曾蔭權去年在施政報告中提及的建議
，成立為期五年的十億元專項基金，支持港企在內地發展品
牌、拓展內銷和拓展業務，並舉辦香港周推廣品牌，首場香
港周將在重慶舉行。同時，會繼續實施 「中小企業發展支援
基金」、「中小企業市場推廣基金」、 「中小企業信貸保證計劃
」，支持在粵的港資來料加工企業發展。

港在粵投資增7%
現時，港資企業佔廣東省貿易總額約七成。招玉芳指出

，儘管國際形勢嚴峻，但去年粵港合作仍富有成效，去年首
十一個月，粵港進出口貿易總額同比增長百分之十六點八，
香港在廣東省內的投資額亦同比增加百分之七，兩地政府會
密切留意外圍環境，為內地港企提供協助，加快企業升級轉
型步伐。

招玉芳表示，兩地政府過去一直致力落實粵港合作工作
、協助港企發掘商機，包括提供政策扶持港企開拓新興市場
、鼓勵港企進口自動化設備、搭建內銷平台、提供通關檢驗
便利化措施減低流通成本、減免緩二十七項行政收費、提供
措施解決用地用電問題等。她舉例表示，在升級轉型下，港
資企業能調整步伐，生意較之前有明顯增長，有傳統的毛紡
企業，引進新工藝及技術後，去年接單量增長一倍多。

此外，《粵港合作框架協議》簽署至今已兩年，兩地合
作步伐明顯加快，而CEPA補充協議八的簽署，更為粵港合
作增添新動力。招玉芳表示，雙方在服務業合作、落實
CEPA各項 「先行先試」措施成效明顯，粵港金融合作穩步
推進，跨境基礎設施建設、通關便利化合作得到加強，在醫
療、教育、環保等重點民生領域的合作繼續深化，廣東年內
將制定出台CEPA補充協議八相關實施細則，並在今年上半
年在香港舉辦推介會，介紹四十七項 「先行先試」措施。

(尚有相關新聞刊A2版)

一、跨界基礎設施
●繼續推進港珠澳大橋島隧工程施工，

開工建設橋樑工程
●繼續開展深港西部快速軌道交通各項

研究
●繼續建設廣深港高速鐵路，爭取福田

站段年內開通
二、現代服務業

●擴大粵港跨境貿易和投融資人民幣結
算規模，支持香港人民幣離岸業務中
心建設

●支持廣東法人證券公司、基金管理公
司的香港子公司取得人民幣境外合格

投資者資格（RQFII）
●加快推進廣東交通卡與香港 「八達通
」 互聯互通工作，爭取今年在廣東省
內部分城市及香港試點

●共同開發 「一程多站」 旅遊精品線路
，聯合開展海外宣傳推廣

●進一步推動實施香港取得內地建築及
相關工程專業資格的專業人士在廣東
註冊執業

●廣東重點推進廣東製造業與香港工業
設計、管理諮詢、品牌營運、技術創
新、市場推廣等專業服務業對接合作
三、製造業及科技創新

●總結《深港創新圈建設行動計劃》的
成效及經驗，繼續推進兩地創新科技
合作

●廣東大力支持在粵的港資加工貿易企
業轉型升級，實現穩定發展

●香港設立十億元專項基金，支持企業
在內地發展品牌、拓展內銷和升級轉
型
四、國際化營商環境

●香港提升管制站電腦系統，使符合條

件經常往返香港的內地訪客經登記後
，採用e-道過關

●加快推進蓮塘／香園圍口岸規劃設計
等前期工作

●加快推進一次性臨時來往粵港小汽車
實施準備工作

●爭取國家支持深圳前海在法律服務業
方面對港開放先行先試

●支持香港仲裁機構在前海設立分支機
構

●發揮深圳福田、鹽田、前海灣等特殊

監管區及華南物流園的資源優勢，探
討在檢驗經香港中轉內地的葡萄酒方
面合作
五、優質生活圈

●盡快完成並公布《珠江三角洲地區空
氣質素管理計劃》終期評估結果

●香港繼續跟進紅花嶺地區作為郊野公
園的可行性研究及諮詢工作

●進一步支持香港服務提供者到廣東設
立獨資門診部

●完善雙方居民轉診機制，繼續推進香
港居民病歷轉介安排，進一步擴大深
圳試點醫院數量

●鼓勵香港服務提供者來粵興辦養老機
構和殘疾人福利機構的優惠政策

●正式出版《粵港澳營商防貪指引》
六、教育與人才

●廣東支持香港中文大學與深圳合作舉
辦香港中文大學（深圳）

●廣東部分高校試行實施免內地聯招考
試招收香港學生

●繼續做好廣東工業設計培訓學院共建
項目

七、重點合作區域
●加快研究出台推動前海服務業發展的

政策措施，支持前海建設人才特區
●通過穗港合作專責小組機制，繼續共

同探討推進南沙建設
●爭取明年初完成開展落馬洲河套地區

規劃及工程研究的第二階段公眾參與
工作
八、區域合作規劃

●共同推進實施《粵港澳共建優質生活
圈合作專項規劃》

●共同推進實施《粵港澳基礎設施建設
合作專項規劃》

●共同推進實施《環珠江口宜居灣區建
設重點行動計劃》專項規劃
九、合作機制

●進一步健全推進粵港合作框架協議工
作機制

●共同支持香港六大產業發展等共同關
心問題開展研討

●繼續舉辦珠江論壇，促進民間與政府
的互動

粵港訂86重點合作項目

粵港兩地昨簽署了落實《粵港合作框架協
議》的《二○一二年重點工作》，內容涵蓋商
貿、金融、企業升級轉型、前海發展等多方面
，雙方重點工作增至八十六項，以回應國家
「十二五」 規劃對加強粵港合作的要求，以及
配合早前國務院副總理李克強公布的中央三十
六項促進香港進一步發展的措施，為兩地今年
合作交流繪藍圖。特區政府將設立十億基金助
內地港企建立品牌、升級轉型，亦會在三月落
實一次性跨境車牌，並爭取八達通及內地嶺南
通在年內於試點實施互通。

本報記者 馮慧婷

【本報訊】粵港簽署的《二○一二年
重點工作》涉及跨境基礎設施、現代服務
業、製造業及科技創新、國際化營商環境
、優質生活圈、教育與人才、重點合作區
域、區域合作規劃、合作機制共九大領域
，合作項目增至八十六項，較《二○一一
年重點工作》的七十一項，增加了十五項
，以更好地配合國家 「十二五」 規劃，以
及落實國務院副總理李克強去年中訪港時
所宣布的三十六項中央挺港措施。

在 「十二五」 規劃以至是李克強所公
布的挺港措施，金融方面皆是焦點所在，
而粵港《二○一二年重點工作》也在這方
面着墨甚多。根據安排，粵港會繼續按照
「十二五」 規劃和《粵港合作框架協議》
的原則，逐步實現建設以香港金融體系為
龍頭、珠三角金融資源和服務為支撐的金
融合作區域。其中，雙方會繼續推動兩地
的人民幣業務；全面推進信貸、證券、保
險、期貨、債券市場和基金管理等金融業
務合作；以及繼續深化兩地在金融人員培
訓、交流等方面的合作。

在旅遊合作方面，重點將放在落實李
克強訪港所宣布有關支持香港旅遊發展的
政策，繼續加強合作，進一步開拓海外旅
遊市場，共同吸引國際遊客，並聯手發展
內地出境旅遊市場。廣東會加快將 「一百
四十四小時便利簽證」 政策推廣到全省工
作。

法律及仲裁事務合作方面，雙方認同
香港法律界及仲裁機構的國際經驗，有助
支持廣東企業開拓國際市場，雙方將加快
合作步伐，盡快展開商討，務求早日落實
李克強公布的相關政策措施，包括探索完
善律師事務所聯營方式的工作，以及制定
香港仲裁機構於深圳前海直接提供服務的
具體安排。

此外，粵港兩地在口岸建設和通關監
管方面亦有新進展。今年三月將在深圳灣
口岸啟動粵港過境私家車一次性特別配額
第一階段的試驗計劃，令兩地民眾可享自
駕遊；今年一月起分階段在港方六個管制
站擴展 「e道」 服務；爭取在二○一三年
內開工建設蓮塘、香園圍口岸規劃等。

1010億基金億基金
助港企拓內銷助港企拓內銷

【本報訊】國家 「十二五」規劃強調發展現代服務
業，國務院副總理李克強去年八月訪港期間亦表明，期
望在 「十二五」末期實現兩地服務業及服務貿易自由化
。政務司司長林瑞麟表示，粵港《二○一二年重點工作
》中涉及多個重點合作區域，其中前海作為現代服務業
試點，將主要集中在金融行業及專業服務行業尋找突破
點，中央已展開主導跨部門會議，協助本港金融及專業
服務者盡早落戶前海。

林瑞麟昨日首次以政務司司長身份出席粵港合作聯
席會議，他在會後表示，中央已開展一個由中央牽頭、
跨部門不同部委參與的會議，專責研究如何落實前海政
策，中央的部委、省政府、市政府和特區政府都可以共
同參與商議，特區政府正爭取金融行業和專業服務可盡
早在前海落戶。

林瑞麟指出，在 「十二五」規劃下，中央支持發展
多個新合作區域，他認為，在前海，香港的企業及專業
人士服務，應主要集中在金融行業及專業服務行業尋找
突破點，而在南沙，則可發展物流、內地分銷等領域，
同時可推動船務、遊艇等香港的強項，至於橫琴，港澳
可以有分工，若發展酒店及消閒行業，香港企業亦可考
慮參與。他又表示，雖然前海只有十五平方公里，但金
融及專業服務所需要的空間不多，有別於發展物流及船
務業的南沙地區，最重要是有恰當的政策配合，相信有
關部門商量後，亦會盡快表明稅務和其他優惠港資企業
、專業人士落戶的政策措施。

配合挺港36招
涵蓋涵蓋 大領域大領域99 中央牽頭開會

落實前海政策

粵港今年重點工作粵港今年重點工作（只列部分）（只列部分）

林瑞麟（右）與招玉
芳（左）在粵港《二
○一二年重點工作》
的簽署儀式上向在場
人士揮手致意

本報記者蔡文豪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