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粵港合作聯席會議第十八次工作會議今天在廣州
舉行，香港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與廣東省副省長招玉
芳共同主持。招玉芳在會後表示，通過CEPA補充協
議九的簽署，爭取到17項政策在廣東先行先試，目前
對港先行先試政策已達64項。深化CEPA的先行先試
，來加快粵港澳服務貿易自由化，是今天會議 「討論
最多的，也是最務實的」。而林鄭月娥透露，粵港在
會議上重點提到三個專業服務，包括會計業、律師、
建築及相關工程， 「希望能找出一些先行先試的辦法
」。

完善律師行聯營方式
會計方面，在允許香港專業人士在前海試點擔任

合夥制會計師事務所的合夥人後，粵港今年將重點探
討香港會計師擔任廣東省會計師事務所非執業合夥人
和非常駐合夥人。

其實，自2007年《粵港澳服務業合作法規導引》
發行以來，粵港會計服務合作不斷深入，迄今已基本
建立起工作互訪、信息溝通、學術交流、師資互派、
專業培訓等交流合作機制。據《廣東省註冊會計師行
業發展規劃（2011-2015年）》，廣東將加強與港澳
會計界在人才培養、制度建設、業務合作等方面實現
資源共享；並跟香港會計專業團體建立合作機制，為
兩地會員拓展業務、跨境執業提供綜合服務。

在法律方面，今年粵港將跟進中央政府提出探索
完善香港律師事務所與內地律師事務所實行聯營的方
式，兩地將爭取在粵先行先試，容許香港律師事務所
以合夥形式與內地律師事務所聯營，為內地企業提供
更多樣化和與國際接軌的法律服務。

廣東省律師協會有關人士接受本報採訪表示，歡
迎律師業先行先試，強調將積極配合並推進粵港律師
合作。他認為，借鑒香港律師業的發展經驗，特別是
香港律師業的專業素質、管理水平等，可以促進廣東
律師業的做優做強，而廣東數量眾多的外商投資企業
，也將為香港律師提供廣闊的發展空間。

據悉，去年以來廣東先後組織各部門編制《粵港
澳服務業自由化規劃綱要》和《行動計劃》，廣東省
司法廳亦參與法律服務業部分的編制工作。而廣東去
年向司法部爭取出台《律師特許執業管理辦法》，在
2014年底前，允許符合一定條件的港澳居民通過律師
特許執業制度安排，成為廣東省專職律師。

增專業資格互認領域
在建築及相關工程方面，粵港雙方今年將繼續共

同爭取擴大專業人士資格互認的領域，容許他們以此
互認資格在廣東註冊執業及作為企業資質開業，並會
探索簡便的註冊執業方法，容許香港註冊專業人士直
接在前海提供專業服務。

近年隨內地各種大型市政項目上馬，香港建築
師也紛紛北上淘金。最為知名的要數由香港許李嚴建
築師有限公司設計的廣東省博物館新館項目，該項目
不僅成為廣東的重要文化地標，還榮獲2009年度 「香
港建築師學會全年境外設計大獎」。

香港去年第三產業在廣東投資的項目有
2330多個，實際進廣東的資金為67.7億美元，
佔整個香港在廣東的投資額度的51.9%，可見
兩地在服務業合作方面成效明顯。廣東省副省
長招玉芳在粵港合作聯席會議第十八次工作會
議上表示，兩地政府將聯手向中央爭取進一步
放寬准入政策，力求在金融、商貿、旅遊等6
個重點領域合作率先突破。

招玉芳說，經粵港雙方協商，已共同爭取
國家有關部門支持，力爭提早一年、於2014年
在全國率先基本實現粵港澳服務貿易自由化。
廣東方面亦編制了相關行動計劃和規劃綱要，
有關實施工作機制正在推動建立之中。

她透露，目前推進粵港服務貿易自由化遇
到的主要問題有個別領域准入門檻偏高、服務
範圍限制、准入手續繁瑣等9方面，其中7方面
的事權在中央有關部門，粵港兩地政府宜選擇
一個合適的時間赴北京拜會國家有關部門，共
同爭取政策支持。同時，粵港雙方再擇時聯合
召開一個商會和業界座談會，共同聽取香港商
會和業界的有關意見和建議。

作為今年粵港合作的重點之一，粵港雙方
將深化CEPA先行先試，爭取國家有關部門進
一步放寬准入政策，力求在金融、商貿、旅遊
、專業服務、社會公共服務、科技文化等6個
重點領域合作取得率先突破。

香港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指出，粵港率先
基本實現服務貿易自由化是兩地加快落實《粵
港合作框架協議》兩大目標之一，將會大大促
進兩地服務業的發展，為粵港經濟注入新的動
力。港方希望廣東方面未來能積極改善營商環
境，簡化審批程序，增加透明度等，而香港特
區政府肯定會做出有關的配合。

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在廣州透露，下月起在香港
推出的每月2200港元的長者生活津貼，將探討擴展到「
廣東計劃」，可望進一步方便在粵養老的香港長者。

她說，今年粵港兩地在社會福利合作方面會有新
突破。往時在粵養老的香港長者，須在一年十二個月
內有一段時間留港，才能領取高齡津貼，但今年下半
年起推出的 「廣東計劃」將放寬限制，往後能繼續拿
到高齡津貼的長者在粵退休，不再需在每年找一個時
候回港。而下月起在香港推出的每月2200港元的長者
生活津貼，亦將探討擴展到 「廣東計劃」。

目前，廣東省已有三所香港獨資的安老院，林鄭
月娥稱，香港的安老院舍仍是非常不夠，很多老人家
還在排隊進入政府受資助的安老院舍。她認為，粵港
兩地在這方面可作一個探討，以更好地為兩地老人家
服務。

水客問題備受關注，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
今天與廣東省副省長招玉芳在廣州共同主持粵
港合作聯席會議第18次工作會議，雙方商定今
年內在粵港合作聯席會議機制下建立粵港反走
私緊密合作機制，打擊集團式水貨行為。林鄭
月娥稱，香港的 「限奶令」不是針對內地人，
當局考慮於實施一年後全面檢討措施成效。

「限奶令」 非針對內地人
香港 「限奶令」已實行半個月，其成效及

未來調整方向引起廣泛關注。林鄭月娥稱，春

節期間香港奶粉供應出現了問題，引起香港家
長的不安和焦慮，以及同時存在的水貨活動非
常凌厲，所以當局在考慮並已採取其他方法後
，在迫不得已下，採取法例限制36個月以下的
嬰幼兒配方奶粉離境。

她強調，以法例限制嬰幼兒奶粉出口， 「
肯定不是針對內地人的，因為現在還是有豁免
」，內地遊客到香港，每個16歲以上的成人能在
24小時以內攜帶兩罐總共1.8公斤的奶粉出口。

林鄭月娥稱 「限奶令」有其特殊性，在實
施了一段日子，可能是一年後，香港政府將要

做一個全面的檢討，看看奶粉在香港零售、銷
售等層面的供應，是否能滿足香港家長的需要
，因此這項工作需要做全面的跟進、監督。對
於 「限奶令」引起內地媒體和民眾的討論，林
鄭月娥表示希望得到諒解。

她又表示在昨日的會議上，有就廣東省過
去協助香港打擊水貨活動作出努力表示感謝。
雙方同意需妥善處理水貨活動的問題，維護市
民正常生活秩序，期望加強雙方的溝通交流，共
同採取持續有效措施，打擊集團式水貨行為。

粵港推動服務貿易自由化

三師力爭先行先試

作為《廣東省推動率先基本實現粵港澳服務
貿易自由化行動計劃》的重點項目，南海 「粵港

科技產業升級試驗區」目前建設順利，首
個示範工程 「創享藍海」孵化器已開
業，吸引15家企業進駐，試水粵港產
業合作新模式。下階段還將在南海三
山建設粵港綠色科技示範大樓和粵港
科技產業園，打造 「粵港創新圈」。

廣東省副省長招玉芳在粵港合作
聯席會議第十八次工作會議上表示，
今年將加快南海 「粵港科技產業升級
試驗區」的規劃建設。該試驗區由佛
山市南海區政府與香港科技園公司共
建，以創新粵港兩地科技產業合作模
式，輻射帶動粵港兩地產業轉型升級
，重點發展綠色科技、環保節能、生
物醫藥及電子信息等戰略性新興產業
，力爭到2015年建成一個粵港綠色科
技產業示範基地。據南海區政府透露

，首批入駐試驗區的企業均為創新科技型企業，5家來自香
港、10家來自內地；可同時享受南海在租金等方面的扶持
，以及香港國際化的資源和管理服務。

招玉芳指出，還將推進前海、南沙、橫琴三大粵港澳
合作重點平台的開發建設，爭取國家出台 「比特區更特」
的政策，賦予稅收、人才等優惠政策細則。同時，深化廣
東商事登記改革及登記服務方式創新，完善粵港商標案件
協作處理機制。據統計，去年香港對粵投資項目4525個，
實際外資金額近148億美元，同比增5.38%。廣東經核准在
香港設立企業602家，新增中方協議投資額26.36億美元。

粵港政府今簽署《實施 「粵港合作框
架協議」 2013年重點工作》，內容涵蓋服
務貿易自由化、重點合作平台、環保民生
等9大方面共41條，為兩地今年合作繪就藍
圖。粵港將就服務貿易自由化聯手向中央
爭取進一步放寬准入政策，力求在專業服
務等6個重點領域合作率先突破，其中力爭
會計師、律師、建築師 「先行先試」 。
【本報記者方俊明、黃寶儀廣州15日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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粵港將建反走私合作機制

▲粵港將重點打擊集團式水貨行為 資料圖片

打造粵港創新圈

廣東計劃擬納長津

跨界基礎設施
推進港珠澳大橋主

體工程建設、廣深港高
速鐵路深圳福田站及相
關工程建設，爭取年內
進行香港《鐵路發展策
略2000》之檢討及修訂
研究等

現代服務業
爭取國家批准將粵港已

取得共識的內容納入CEPA補
充協議在廣東先行先試，加
強雙方在保險、證券、銀行
等金融合作，共同支持廣州
南沙、深圳前海、珠海橫琴
創新跨境人民幣業務；促進
兩地旅遊、物流與會展、文
化創意及工業設計、專業服
務合作等

製造業及
科技創新
實施粵港聯合資

助行動，粵港共同制
訂工作目標和實施方
案，推動實施 「香港
─珠三角科技創新走
廊」 合作計劃

教育與人才
重點支持香港中

文大學（深圳）建設
，不斷擴大廣東高校
對港招生規模，推進
粵港職業能力開發評
價合作等

重點合作區域
落實《廣州南沙新區發展規劃

》，編制出台相關配套政策措施；
落實《前海深港現代服務業合作區
總體發展規劃》，細化財稅、金融
、建築、法制、人才等配套政策；
落實《橫琴總體發展規劃》，爭取
國家有關部委盡快研究制定產業優
惠目錄和分線管理通關辦法等優惠
政策實施細則；深港繼續研究落馬
洲河套地區開發計劃及模式，盡快
提出具體建議

合作機制
廣東繼續完善推進實施

CEPA及先行先試工作機制
；完善框架協議實施工作督
查考核評價機制及考核辦法
；在粵港合作聯席會議機制
下建立粵港反走私緊密合作
機制

粵港合作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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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東省副省長招玉芳（右）與香港政
務司司長林鄭月娥簽署粵港合作協議

本報記者黃寶儀攝

◀粵港合作第十八次工作會議昨在廣州舉行，廣東省副省長
招玉芳（右）與香港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共同主持

▲林鄭月娥率特區政府代表團出席會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