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船東會中國事務委員會委員劉洋律師回應《大
公報》查詢時表示，從參選到當選行政長官，林鄭月
娥就一直強調轉變政府職能，特別是 「促成者」和 「
推廣者」的角色。在 「新角色」影響下，針對香港海
運與港口業，特別是高端航運服務業，政府確實做到
關心業界問題、聆聽業界聲音及積極採取行動等三方
面舉措。

過去，航運業界普遍認為政府對行業關注不足，導
致社會上很多人認為航運和港口業是 「夕陽產業」，更
對本港國際航運中心的地位提出質疑。劉洋舉例說，林
鄭月娥過去先後出席 「香港海運周」活動，又出訪英國
並簽訂合作協議，同時訪問上海和北京等內地城市尋求
中央和當地政府、企業和業界對香港航運業發展的關注
與支持，均反映她對業界發展的重視。

把握大灣區發展機遇
香港中遠海運總裁朱建輝也指出，港府強調重視香

港作為國際航運中心的建設，及把握 「粵港澳大灣區」
國家戰略帶來的機遇，並對此作出了很多具體措施，包
括對大灣區內的基礎設施做調研，研究讓區內港口和機
場等合力發展；就仲裁、法律和人才建設等航運港口相
關配套提出建議，及吸引更多船舶來港註冊等。另港府
亦委託海事處、船東會等機構做研究，為下一步整體規
劃提出建議。

劉洋補充，針對業界反映多時的提升船舶註冊處服
務問題，新班子也從善如流，採取切實措施利用特區駐
海外和內地經貿辦，為外地船東提供船舶登記檢驗等服
務，從而便利在港註冊船舶的全球航行效率。

港府於2016年4月成立香港海運港口局，期望能出
謀獻策，推動香港海運港口業發展。香港貨櫃碼頭商會
主席鍾惠賢對《大公報》指出，過去兩年，旗下三個委
員會就海運及港口發展、推廣及人力資源發展推行各項
工作。其中，為配合各船公司採用超級貨櫃船，政府正
進行葵青港航道的挖深工程，另在葵青區增加貨櫃碼頭
後勤用地及躉船泊位方面亦取得進展。

更多聽取年輕人意見
此外，林鄭月娥要求政府要廣納賢能，用人唯才，

並特別強調讓青年參與社會公共事務，為政府出謀獻策
。劉洋日前獲任命為香港海運港口局海運及港口發展委
員會增補成員。他認為，這正正說明政府鼓勵年輕專業
人士積極發聲，並願意吸納青年加入到政府相關諮詢組
織，為政府制定政策和採取措施提供更具創新和活力的
新思維。

不過，一年的時間想要扭轉過去 「失落的時光」並
不現實。香港航運業界最大的期望，是港府能將香港海
運港口局建立成為 「獨立法定機構」，從而更有針對性
的制定具體措施，推動本港航運業發展，進一步鞏固和
提升香港國際航運中心的地位。

另方面，對於施政報告中提及的 「全方位策略」，
劉洋說： 「香港海運、港口和高端航運服務業，都在
翹首以盼一份具有大局觀和遠見的全方位策略出台，
能夠為未來十年甚至二十年香港航運業發展作出定位
、規劃藍圖、制定政策、構建措施，從而讓航運業界
的持份者可以更加有信心、有動力和有方向地發展事
業。」

特首林鄭月娥在去年施政報告中透露，
香港海運港口局正積極與業界攜手制定全方
位策略，以推動和促進香港海運業和高增值
海運服務的發展。特區政府新班子上任一周
年，海運業人士普遍認為，過去一年，無論
是特首還是政府高級官員，都在不同場合強
調航運和港口作為香港傳統經濟支柱的重要
性，並努力向內地和海外推廣香港高增值海
運服務業，惟全方位策略卻一直 「只聞樓梯
響，不見人下來」 ，冀能盡快出台。

海運業新方向 拓高增值服務

為支持高增值航空業務在港發展，去
年七月，港府宣布對飛機租賃業實施優惠
稅制，為本港發展成為國際租賃和航空融
資樞紐中心踏出重要一步。中飛租賃（
01848）首席執行官潘浩文表示，過去一年
，多家飛機租賃商及相關專業服務供應商
已先後落戶本港。國銀租賃（01606）發言
人也說，中國和亞太市場飛機租賃需求快
速增長，而香港具地緣優勢，加上早前推
出的新稅制，有能力發展成為全球飛機租
賃中心。

潘浩文指出，考慮到新稅務優惠政策
有助公司開拓區內業務，多家飛機租賃商
先後落戶香港，另有多家租賃商已相繼開
始在新稅制下利用香港租賃平台發展業務
，當中就包括中飛租賃。

國銀租賃發言人稱，公司正積極研究
新稅制的規定和細則，探討在符合所有使

用法律法規、監管合規的框架下，結合香
港飛機租賃新稅制的優勢，為全球客戶提
供更具競爭力的產品和服務的可行性。

潘浩文認為，業界的積極反饋，充分
顯示港府針對本港航空業的規劃及措施行
之有效，亦證明香港作為國家對外開放的
窗口及海外拓展中國市場、了解亞洲的平
台具有舉足輕重的作用。他強調，香港作
為世界三大金融中心之一，並是國際航空
樞紐，擁有絕對條件成為全球最高效的飛
機租賃中心。

不過，香港現時僅與39個稅務管轄區簽
訂避免雙重課稅協定，中飛租賃和國銀租
賃都希望港府能與更多國家和地區簽訂協
定，減輕航空公司跨境租賃的稅務負擔。
國銀租賃發言人提及，在新稅制下，預計
本港飛機租賃企業的實際有效稅率2.5%至
6.5%，低於新加坡和愛爾蘭的10%至12.5%

的實際稅率，但上述兩國分別與73個和84個
國家和地區簽訂雙邊稅務協定。該發言人
期望能簽訂更多協定，並在可能的情況下
改善現有雙邊稅務協定下的條款，為本港
開展飛機租賃業務的企業提供更開放和優
惠的環境和條件。

另本港要發展飛機租賃產業，需要大

量高質素的飛機租賃、融資和與之相關的
法律、保險、稅務等行業專才。中飛租賃
和國銀租賃同時建議，港府可加大對飛機
租賃和相關配套服務專業的教育投入，支
持本港高校圍繞有關行業設置專業和課程
，培育本地人才。

稅務優惠助建全球飛機租賃中心

過去一年，特區政府新班子在多個場合均提及 「一
帶一路」倡議和 「粵港澳大灣區」國家戰略對港帶來的
機遇，其中香港海運港口業在建成大灣區港口群、發展
高增值航運業等方面大有可為。香港貨櫃碼頭商會主席
鍾惠賢稱，在 「一帶一路」倡議下，本港港口經營者有
能力和更多機會與內地和國際公司合作，發展沿線港口
和物流基礎設施。另可與粵港澳大灣區內港口共同打造
成為全球最大的貨運樞紐港口群。

國家 「一帶一路」倡議和 「粵港澳大灣區」國家戰
略均為本港海運業帶來千載難逢的發展機遇。鍾惠賢提
及，香港運輸和物流業可受惠 「一帶一路」倡議帶來的
各種機遇，而參與形式包括直接投資、提供人才和行業
經驗等。

「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快將出台，鍾惠賢指出
，近年香港港口和大灣區內港口已發展成為重要的港口
群，各具獨特的作用和定位。她冀港府能更主動地協調
區內港口，提高長期競爭力，使粵港澳大灣區成為全球
最大的貨運樞紐港口群。其中，香港港口可加強轉運和
進口中心的作用，至於深圳港和廣州港則分別打造成粵
港澳大灣區的出口樞紐和國內樞紐角色。

香港中遠海運總裁朱建輝也認同，大灣區內港口可
取得共識，其中本港可多做中轉貨，內地港口可多做當
地貨。另航運公司在航線規劃上亦可有所區分，取長補
短，三個港口協同發展，避免重複建設。

值得一提的是，過去一年來，港府和業界努力提升
本港港口競爭力，在航道工程和增加後勤用地等方面取
得一定進展。香港貨櫃碼頭商會期望，政府能加快推行
「貿易單一窗口」、盡快處理青馬大橋高度限制事宜，

以及審慎恰宜處理大鵬灣實施領港事宜，確保進出葵青
港的領港服務不受影響，及完成葵青港航道的挖深工程。

另方面，海運業近年持續面臨青黃不接的問題，鍾
惠賢表示，香港整體勞工不足對貨櫃碼頭人手構成影響
，期望在前線人員訓練，如內渡車司機訓練等方面，政
府可以 「拆牆鬆綁」，支持業界培訓合適人員。

粵港合作打造貨運港口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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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班子一周年

業界冀全方位策略盡快出台

•每年設置行業論壇，吸引全球
航空人才匯聚香港，探討航空
業發展趨勢及前沿話題

•加大對飛機租賃和相關配套服
務專業的教育投入，支持本港
高校圍繞航空、金融、科技設
置相關專業及課程，建立和保
持行業人力資源優勢

•與更多國家和地區簽訂避免雙
重課稅的協定，減少航空公司
跨境租賃的稅務負擔

•與中國境內保稅區開展合作，
發揮各自優勢，共同推動飛機
租賃發展

•加入《開普敦公約》，規避租
賃商和融資交易風險，降低本
港企業飛機租賃和融資成本，
提升香港市場安排飛機融資的
效率

朱建輝
香港中遠海運總裁

港府重視香港作為國
際航運中心的建設，及把
握「粵港澳大灣區」國家戰
略帶來的發展機遇，並對
此作出了很多具體措施。
包括對大灣區內的基礎設
施做調研；就仲裁、法律
和人才建設等航運港口相
關配套提出建議，及吸引
更多船舶來港註冊等

劉洋
香港海運港口局海運及
港口發展委員會增補成員

香港海運、港口和高
端航運服務業都在翹首以
盼一份具大局觀和遠見的
「全方位策略」 出台，為

未來十年甚至二十年香港
航運業發展作出定位、規
劃藍圖、制定政策、構建
措施，從而讓航運業界的
持份者可以更有信心、
有動力和有方向的發展
事業

鍾惠賢
香港貨櫃碼頭商會主席

過去一年各方面工作
均取得一定進展，但業界
期望政府可加快推行 「貿
易單一窗口」 、盡快處理
青馬大橋高度限制的事宜
，以及審慎恰宜處理大鵬
灣實施領港事宜，確保進
出葵青港的領港服務不受
影響，以及完成葵青港航
道的挖深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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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發局建議本港大力發展船舶租賃業

▲海運港口局正制定全方位策略，發展高增值海運服務

特區政府新班子重視香港海運港口業發展，金發局
日前也發表《船舶租賃業務建議》研究報告，提出八項
建議，推動香港海運融資和船舶租賃業務發展，其中包
括將利得稅稅率減半，及與更多海運管轄區簽訂雙重課
稅協定等。金發局主席史美倫指出，香港作為國際金融
中心，在推動航運相關的金融服務方面擁有獨特優勢，
冀進一步發展海運業群，推動海運業持續增長。

史美倫表示，海運業是香港的傳統支柱產業，但過
去十年規模日漸萎縮。她認為，面對全球海事中心的激
烈競爭，香港必須進一步發展海運業群，以維持和提升
競爭優勢，推動海運業持續增長。

《船舶租賃業務建議》報告列舉了當前香港海運業
在船舶註冊、人才、政策、稅制和融資等方面的挑戰，
並指出香港在建立海運群業上正面臨其他主要亞洲對手
的激烈競爭，如新加坡等。

報告提出多項建議，包括鼓勵船務及海運相關支援
及管理服務的發展，調低利得稅稅率；培育海運業群人
才以及升級香港海運港口局，或開設中央海運辦事處等。

金發局建議推動船舶租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