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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動國際創新 輻射一帶一路融入
雙循環

灣區高水平開放 港專業服務突圍
去
▼年假深圳舉行的中國國際高新技術成果交易會，無人機編隊表演令
參觀者嘆為觀止
資料圖片

明年是 「十四五」 規劃的開局。多位專家接受大公報訪問
時指出， 「十四五」 規劃將重點着墨推動粵港澳高水平合作，
融入大灣區發展是香港重要機遇。香港作為中國連接國際的核
心橋樑，注定有更大作為：可以和深圳合作帶動灣區走向創新
驅動增長的經濟增長模式；融入「雙循環」戰略可以加強對 「一
帶一路」 所產生的輻射效應。此外，香港專業服務業可促進灣
區 更高 水 平的 開放，在 深化 產 業對 接協 調 過程 中 突圍 而 出。
大公報記者

盧靜怡、張寶峰報道

「長期以來，粵港澳三地在產業
分工上形成了緊密的共生共榮的體系
，珠三角每次轉型升級，對香港而言
都是巨大的機遇。 『十四五』 期間，
融入大灣區發展是香港的重要機遇。
香港更應主動參與，共同把大灣區建
設好。」 中山大學自貿區綜合研究院
副院長、粵港澳發展研究院教授毛艷
華接受大公報發展時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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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接新興產業 綠色元素受捧
【大公報訊】記者盧靜怡、張寶
峰報道：作為一名來自香港會計界的
專業人士，安永（中國）企業諮詢有
限公司廣州分公司合夥人陳建榮已經
在廣州扎根發展18年，親身見證了粵
港澳三地合作飛速發展。他表示，自
己特別看好香港專業人士在 「十四五
」 期間參與大灣區發展的機遇。
陳建榮表示，大灣區旨在發展成
為全球頂級的超流動性經濟集群，香
港專業人士可以在大灣區運用所學、
施展所長，把握住歷史發展機遇，為
推動大灣區經濟高質量發展及提高大
灣區建設水平作出積極貢獻。
陳建榮分析，隨着灣區三地互聯
互通水平進一步提升，跨境投資架構
和交易稅務安排、異地稅務爭議解決
、跨地區供應鏈調整升級等一系列稅
務及商務影響將成為灣區企業商業考
量的重要因素。他還特別留意到，大
灣區投資項目的可持續性或綠色元素
越發受到關注。 「相應的，可持續發
展相關專業服務需求在大灣區市場中

也正在快速增長。而香港會計師在香
港執業時積累的這方面經驗，可以高
效運用於大灣區市場。」
梁家僖是一位深耕北京文化市場
十餘年的香港企業家。他表示，內地
經常會湧現出很多新業態，比如直播
帶貨等，這些新興產業在香港都不集
中，而且GDP規模也不大。在 「十四
五」 時期，香港應該抓住自身與國際
接軌的各種標準和體系，積極對接內
地新興產業，參與其中並助其實現升
級。

▲2018年9月23日，廣深港高鐵全線
開通運營
資料圖片

港欲更上層樓 雙向開放勢在必行
【大公報訊】記者張寶峰北京報
道：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產業規劃
部部長王福強對大公報說，香港下一
步的開放，將是一個雙向的開放。一
方面，國內是一個很大的市場，需要
把這個市場盤活，把流通、投資、消
費等各個環節打通。中國未來一定會
提升國內市場佔比，以前中國是外向
型經濟，以後將以內向型為主，同時
充分利用好國外的高端資源。
王福強認為，在大力發展 「雙循
環」 的過程中，香港一定要做好雙向
開放的大文章。首先，香港要保持固
有傳統，繼續積極向國際開放，做中
國對外開放的窗口和國際化大都會。
同時，香港也要抓住機遇，積極對內
開放，積極對接內地市場，而不能與
內地保持距離。
「在一個友好型的國際環境下，
香港做一個小的經濟體沒有問題。但
是在現在惡劣的打壓型國際環境下，
香港積極融入內地發展體系，在雙循

環的大背景下尋找新的發展機遇，已
經是勢在必行。」 王福強表示。
王福強還指出，對於促進形成國
際國內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
， 「十四五」 規劃將作出重要部署。
而香港恰恰處在一個關鍵節點上。可
以說，從 「雙循環」 的角度看，香港
正處於國內國際兩個循環圈的地理節
點上。而從國際形勢變化的角度看，
香港也正處於轉向內地發展體系的時
間節點上。

▲10月2日，不少市民和遊客來到深
圳灣公園休閒
新華社

﹂

灣區機遇處處
港企轉型添活力
【大公報訊】記者盧靜怡廣
州報道：對於香港在 「十四五」
期間的發展前景，中國人民大學
世界經濟研究中心特約研究員、
深圳技術大學副教授賴明明接受
大公報專訪時表示 「對於香港而
言，封閉就是死港，開放才有生
機。」 賴明明直言，粵港澳大灣
區可以為香港贏得新的發展機遇
。一方面可以促進香港經濟結構
轉型，為香港企業發展注入活力
；另一方面，可以改善民生，緩
解社會矛盾，締造和諧香港。
賴明明分析，從宏觀經濟的
視角看，要破解香港發展的難題
，首先必須從經濟入手，抓住經
濟發展這個根本，回到 「發展才
是硬道理」 這條正道，才能在粵
港澳大灣區合作發展中實現香港
經濟的再次騰飛。從微觀經濟的
視角看，推動香港對接粵港澳大
灣區謀求發展，能夠卓有成效地
解決香港當前發展的兩大棘手問
題，即 「失業問題」 與 「住房問
題」 。
「粵港澳大灣區的深入合作
，既可以為香港青年人在粵創業
就業提供更多機會，又可以探索
為香港長者提供安居康復更好的
條件，為香港青年提供購房 『上
車』 的機會，破解港青的居住難
題。」 賴明明說，在粵港澳大灣
區的合作發展中，香港要勇於 「
擔當」 ，不僅要致力於成為粵港
澳大灣區的發展龍頭，而且要致
力推動粵港澳大灣區成為 「雙循
環」 的發展龍頭。

專家看好大灣區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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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產業規劃部部長 王福強

■香港

﹂

粵港澳大灣區作為中國區域發展的重要板塊，一定
會在 十四五 規劃中有濃墨重彩的一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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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銀行金融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員 唐建偉

發揮優勢 融入灣區

中國人民大學重陽金融研究院合作研究部
主任 劉 英

香港應該乘勢而上，進一步融入祖國發
展大局，深化與灣區其他城市的產業對接與
協調

﹂

中山大學自貿區綜合研究院副院長
、粵港澳發展研究院教授 毛艷華

﹁

港又是國際貿易和航運中心，
所以在 「十四五」 期間
，香港在這方面的樞
紐作用將越來越
關鍵。

粵港澳大灣區必然要在 雙循環 方面有所作

間有更大作為。而且深圳作為科技創
新重地，其與香港在 「雙循環」 中的
積極互動，也將帶動大灣區在 「十四
五」 期間走向創新驅動增長的經濟增
長模式。
劉英續稱，第三， 「雙循環」 是
一個內涵很廣的大概念。這一戰略可
以對東南亞乃至整個 「一帶一路
」 產生輻射效應。而香

十四五 期間，融入大灣區發展是
香港的重要機遇，香港更應主動參與
，共同把大灣區建設好

▼ 深港科創合作被視為灣區快
速增長關鍵。
速增長關鍵
。 圖為
圖為2019
2019年
年9月
24日拍攝的深圳市中心燈光秀
24
日拍攝的深圳市中心燈光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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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人民大學世界經濟研究中
心特約研究員、深圳技術大
學副教授 賴明明

﹁

對於香港而言，封閉就是死港
，開放才有生機

香港珠海學院 一帶一
路
研究所所長
陳文鴻

香港應加速與
大灣區其他城
市融合，借深
圳、廣州之
力發展，
發揮七
百萬人
口的規
模經濟
效益與比
較優勢

﹂

安永（中國）企業諮詢有限公
司廣州分公司合夥人 陳建榮

中國人民大學重陽金融研究院合
作研究部主任劉英對大公報說
， 「十四五」 規劃將圍繞
「雙循環」 作出大文
章。因此， 「十
四五」 期間

，香港應該重點把握三大發展機遇。
其一，在國內大循環中，香港本身就
是其中的一部分，香港應該乘勢而上
，進一步融入祖國發展大局，深化與
灣區其他城市的產業對接與協調。
「其二，香港是中國連接國際最
核心的橋樑。」 劉英表示，它作為國
際金融中心，注定能在 「十四五」 期

為

港助推創新驅動增長模式

香港專業人士可以在大灣
區運用所學、施展所長，把握
住歷史發展機遇

在 「改革開放再出發」 的時代背
景下，毛艷華認為 「十四五」 規劃將
重點着墨推動粵港澳高水平合作。 「
粵港澳合作走過四十年，即將進入 『
十四五』 ，國內外形勢已經發生非常
大的變化。目前我國已提出了 『雙循
環』 新發展格局。對此，粵港澳高水
平合作可以更關注內外貿、投融資、
財稅金融、高端人才等領域。」
毛艷華表示，在對外貿易方面，
粵港合作已不同於過往 「前店後廠」
的模式，更為專注於高端服務業領域
的合作。新時期，香港可以發揮國際
貿易中心的功能和專業服務優勢，
滿足內地對高端服務業的需
求。 「如今，全球不
同地區都在提升

產業鏈高端環節的競爭力，粵港澳大
灣區是我國參與全球競爭中一個非常
重要的區域。香港專業服務業可優化
和改善大灣區整體營商環境，促進灣
區更高水平的開放。」
投融資方面，毛艷華認為，香港
可更好把握現時大灣區企業到香港資
本市場融資的機會。此外，他相信大
灣區在投融資領域的政策會進一步開
放，亦會吸納更多香港優秀企業到大
灣區投資、發債。此前央行等部委發
布《關於金融支持粵港澳大灣區建設
的意見》，深化推進大灣區金融開放
創新，相信這亦是香港未來在金融領
域參與大灣區的機會。 「尤其是在科
技金融方面，科技產業、區塊鏈、數
字人民幣等，香港可以通過加強與深
圳合作，佔得先機。另一方面，香港
的參與也可以豐富大灣區的金融產品
。這將會實現雙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