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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住深莞鄰市 港科研有作為
陳茂波：港要速與內地通關扣入內循環 勉港人灣區考察親身體驗
國家將進一步支持香港鞏固提升競爭優
勢、建設國際創新科技中心。香港特區政
府財政司司長陳茂波昨日接受電台訪問時指出，在
疫情及不利的外圍環境下，香港要盡快與內地通
關和扣入國家的經濟內循環，才能推動自身
經濟發展。在創新發展方面，他認為若能
「拍住」深圳及東莞等城市，香港將在
科研成果實體化上有所作為，並透露
特區政府正與深圳方面商討，在落

■陳茂波早前訪問深圳
陳茂波早前訪問深圳，
，並參觀一間由
港人創立的金融科技公司。 資料圖片
港人創立的金融科技公司。

馬洲河套區附近的土地設立港深
創科園，又鼓勵香港人多到大灣
區其他城市考察，親身體驗是否適
合自己發展。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受新冠肺炎疫情影響，香港經濟受挫，政府公布的第
三季本地生產總值按年收縮 3.4%，較今年第二季

的9%跌幅收窄 5.6個百分點。陳茂波表示，香港經濟主
要依賴的「三頭馬車」中，進出口貿易大幅改善，本地
消費的跌幅縮窄，市場對固定資產投資則持觀望態度。

■東莞松
山湖國際機
器人產業基地
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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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港經濟似是谷底整固
他形容，目前香港經濟情況似乎是谷底整固，但未來
經濟情況仍取決於疫情。他表示，內地是環球經濟中唯
一一個能夠保持增長的經濟體，正增長及增長速度比較
快，如果香港的疫情受控，以及與內地恢復通關，可更
快提升商務往來，對香港重啟及推動經濟是重要市場及
動力，估計內地明年經濟增長若達到預期的 7%至8%，
只要香港可以扣入內地「內循環」，相信香港可以受
惠，為經濟帶來大的助力。
陳茂波還指出，中共十九屆五中全會的公報顯示，未
來國家重視創科自主自強，香港有一定優勢，包括在醫
學及人工智能科研上，若能「拍住」鄰近城市，包括深
圳及東莞等，把科研成果實體化，將有所作為。
他透露，特區政府正與深圳方面商討，在落馬洲河
套區附近的土地設立港深創科園，但需要進行土地平
整及保育，預計最快 2022 年可以交出土地，並開始發
展建設，引入不同的創科公司，建立完整的創科生態
圈。他鼓勵香港人多親身到大灣區考察，看看是否適
合自己。

料美大選後外圍不利環境持續
在談到外部環境時，美國大選在即，陳茂波坦言，相
信不論哪一個候選人當選，都不會改變對華政策的大方
向，所以香港面對外圍不利環境的情況會持續。香港屬
全開放型細小經濟體，因此對外亦要繼續開拓東盟、亞
洲市場等。若與歐美貿易有障礙，就要更緊靠內地的經
濟發展，要緊扣內地的內循環。
陳茂波續指，不少新經濟公司來香港上市或二次上
市，為股票市場注入動力，4 月至今共有約二三千億元
流入香港，而流入的資金會兌換成美元，不會用作風險
投資，不會擔心資金流出會影響金融穩定性。

不會推第三輪
「保就業」
第二輪「保就業」計劃將於月內結束，陳茂波表明不
會推出第三輪。他引述國際貨幣基金會建議指，進入疫
情受控後的重啟經濟階段，政府的措施不應再缺乏針對
性，以免造成浪費，且對部分重創行業只能是隔靴搔
癢。至於明年財政預算案會否縮減「派糖」措施，他表
示穩住經濟不能「一招了」，但承認這是其中一個
需要考慮的方向。

■陳茂波早前訪問東莞，並參觀松山湖國際機器人產業基地。

國際航運公會港設辦 印證「一國兩制」優勢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根茂）律政
司司長鄭若驊昨日發表網誌透露，國際
航運公會選擇在香港設立中國辦事處，
印證香港在「一國兩制」下享有的獨特
地位和優勢，是吸引國際組織在香港成
立辦公室的不二之選。現時面對環球經
濟因素影響以及周邊地區的激烈競爭，
她強調香港必須充分利用「軟件」優
勢，把握國家「一帶一路」和粵港澳大
灣區建設帶來的機遇，才能繼續提升香
港的地位。

鄭若驊：港致力增推廣成果
鄭若驊昨日發表以《推廣海事法律及
爭議解決服務 配合國家發展藍圖》為
題的網誌。她指出，香港是全球最繁忙
和最高效率的國際海港之一，連接全球
420 多個目的地。香港一直透過有效管
治、政策和措施，鞏固作為國際海運中
心的地位。

鄭若驊說，國際航運公會選擇在香港
設立中國辦事處，屬於首個在倫敦以外
設立的海外辦公室，是香港致力加強推
廣高增值海運服務的成果之一，亦印證
香港在「一國兩制」下享有的獨特地位
和優勢，是吸引國際組織在香港成立辦
公室的不二之選。

港須充分利用
「軟件」
優勢
她指出，海運業是一個多元化的行
業，涵蓋的服務範圍非常廣泛，對香港
的經濟發展有着舉足輕重的作用。現時
面對環球經濟因素影響以及周邊地區的
激烈競爭，除了固有的「硬件」基礎建
設外，香港亦必須充分利用其他「軟
件」的優勢，例如海事法律服務、船舶
融資、海事保險等，加上把握國家「一
帶一路」和粵港澳大灣區建設帶來的機
遇，才能夠繼續提升香港的地位。
鄭若驊指，波羅的海國際航運公會

(Baltic and International Maritime
Council，簡稱「BIMCO」)最近宣布通
過《BIMCO 法律及仲裁條款 2020》，
將香港列為四個指定仲裁地之一，「這
個決定反映香港在爭議解決中心的地位
獲得國際認同，也證明香港已成功躋身
世界頂級海事仲裁中心。」
她續說，除了香港海事仲裁協會、香
港船東會和政府不同部門的同事努力不
懈推動香港的海事仲裁外，亦非常感謝
以中國船東協會為代表的中國航運業界
及以中遠海運為代表的中國海運企業，
一直支持香港的海事法律及爭議解決服
務。
鄭若驊指出，香港配備優越的基礎建
設，亦匯聚各種界別的專業人才，包括
法律、金融、會計、保險、運輸物流、
航空和航運服務，一直都是亞洲區內首
選的物流樞紐。由五十年代起，香港已
開始營運本地及國際物流，建立了首屈

中總挺港府申訴世貿 保港商合法權益

香港文匯報訊
特區政府前日正
式啟動程序，要
求世貿處理美國
■蔡冠深
對香港貨品產地
資料圖片
來源由「香港製
造」改為「中國製造」的新規定。香
港中華總商會支持政府的行動，以保

障港商合法商業權益，維護香港的國
際地位和聲譽，並希望特區政府能協
助業界探索粵港澳大灣區和「一帶一
路」建設，以及內地「雙循環」經濟
的龐大機遇，減低美國制裁的衝擊。
中總會長蔡冠深昨日表示，香港是世界
貿易組織成員，在「一國兩制」下享有獨
立關稅區的特殊地位，美國強行要求「香

港製造」產品更改產地來源標記並不合理，
長遠更會影響港商對輸美香港產品的安排。
中總認同特區政府向世貿組織提出申
訴，避免港商因關稅增加或輸美商品更
改產地來源標籤及包裝而遭受損失。同
時，美國的新規定令港美經貿產生混亂，
長遠更將破壞雙方一直保持的良好經貿
關係，影響雙邊貿易和商務交流，損害

一 指 的 網
絡，加上所
累積的豐富
■鄭若驊
資料圖片
經驗，讓香
港成為全球貨運及海陸空交通線路的交
匯點，是一個重要的供應鏈基地。
同時，香港提供非常全面的海事服務，
包括法律及爭議解決服務，有來自不同專
業背景及司法管轄區的仲裁員及律師，
當中有不少精通中英文，既了解西方文
化，也熟悉內地情況，並具備專業海事
知識，在不同範疇，例如船舶融資、買
賣、海事保險方面，為船東、租船人及貨
主等提供高端的海商事法律及仲裁服務。
鄭若驊強調，香港擁有成為提供高端
海事服務國際樞紐的優越潛質，律政司
會繼續營造有利海事仲裁發展的環境，
與船務和港口運作發揮協同效應，鞏固
基礎，拓展國際市場積極配合國家作為
全球第二大經濟體的高速發展。

兩地企業和消費者利益。
中總期望特區政府與業界保持緊密溝
通，了解他們在實際操作上遇到的困
難，並給予受影響港商適切支援。長遠
而言，中總希望特區政府能協助業界開
拓更多元化市場發展空間，探索粵港澳
大灣區和「一帶一路」建設，以及內地
推進「雙循環」經濟發展所提供的龐大
機遇，減低美國制裁措施對港商和本
港經濟造成的衝擊。

各界：港要積極參與
「帶路」
尋更大機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子京）在「十四
五」規劃開局的新形勢下，中央將進一步
將香港特區打造「一帶一路」功能平台。
香港社會各界表示，國家未來將進一步對
外開放，香港要堅持「一國兩制」的特殊
優勢，繼續鞏固好國際金融中心地位，維
護好香港固有的經濟、政策、法律等優
勢，積極配合內地引進外資、技術、人才
等，更好地參與「一帶一路」建設，並從
「一帶一路」建設中為香港尋找更多更大
的機遇。

王惠貞：配合內地引進外資
全國政協提案委員會副主任、九龍社團
聯會理事長王惠貞指，「一帶一路」由倡
議到實施的過程是非常成功的，至今參與
的國家愈來愈多，香港也藉此與內地併船

出海。過去3年，香港商經局和國家商務部
每年都有共同組織「一帶一路」沿線國家
考察活動。在國有企業在當地投資的時
候，香港則在專業服務方面提供支援，可
以說是各展所長。
她相信在「十四五」規劃下，國家將進
一步對外開放和引進外資、技術、人才
等，香港可以繼續發揮國際金融中心地
位，配合內地引進外資，同時在國際仲
裁、專業服務等方面發揮香港所長。

霍震寰：金融界專業界發揮作用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霍震寰表示，「一帶
一路」倡議和實施以來，香港社會各界積
極響應和參與，尤其是在宣傳及推廣方面
做了很多工作，如舉行各類相關論壇等。
香港金融界、專業界亦發揮各自作用，包

括利用香港與東南亞國家的密切合作關
係，積極推動「一帶一路」建設。
他認為，「十四五」規劃下，香港應當
繼續鞏固國際金融中心地位，推動人民幣
國際化、中國債券等，吸引更多外資企業
來港設立總行或分行。

顏寶鈴：堅持
「一國兩制」
優勢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顏寶鈴表示，香港有
非常成熟的國際化營商網絡和環境，了解
國際上的法律法規、商業及投資規則，擁
有大量的國際化的專業管理人才；地理位
置優越，從貨物貿易轉口、到金融貨幣轉
口、再到文化傳遞，都是重要的支點，這
些都是香港獨特的、有助推動國家「一帶
一路」建設的優勢。
她續說，在「十三五」期間，特區政府

及香港的多個商界團體包括具體的香港企
業、人才，有為「一帶一路」建設而特別
設立了機構、平台、項目，有的更直接深
入「一帶一路」沿線參與了具體的建設工
作等等，相信在推動「一帶一路」建設中
已經發揮了實質的作用並取得一定成果。
在「十四五」期間，香港如何參與打造
「一帶一路」功能平台？ 顏寶鈴說，首
先，香港應該認清並堅持「一國兩制」的
特殊優勢，維護好香港固有的經濟、政
策、法律等優勢。在此之前，一定要先讓
香港擺脫現時的「一切問題政治化」的困
境，擺正方向，回到經濟發展、民生發展
的正確軌道上來。只有在香港繁榮穩定、
積極參與國家建設的基礎上，香港才能給
予外界信心和能力，更好地參與「一帶一
路」建設，並從「一帶一路」建設中為香

港尋找更多更大的機遇。

楊莉珊：續揚長不放鬆
全國政協委員楊莉珊認為，香港企業在多
年國際經營中積累了豐富經驗。金融市場、
跨境人民幣、貿易物流等都是香港的支柱產
業和優勢產業，也是「一帶一路」的戰略重
點。在今天經濟全球化逆流，保護主義、單
邊主義上升的國際形勢下，香港可充當好中
國在國際上的融通交往平台。
她指出，「十四五」規劃是中國「強」
起來的關鍵五年期，香港應該繼續揚長不
放鬆，憑借自身與世界接軌的司法和市場
制度優勢，並把握好許多政策在特區「先
試先行」的優勢，搶抓歷史機遇，通過創
新發展，更加積極主動地參與到國家發展
建設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