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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澳城規企在粵備案可執業
向廣東省自然資源廳申請 出圖章與內地企業具同等效力

香港文匯報訊 廣東省自然資源廳官網昨日發布消

息，為加強粵港澳規劃行業交流，積極服務粵港澳大

灣區建設重大戰略，推動香港、澳門地區城市規劃專

業企業更好地參與廣東省規劃編制業務，經國家自然

資源部同意，廣東省自然資源廳近日就港澳地區城市

規劃專業企業在廣東省執業備案的有關事項發出通

告，公布符合執業備案條件的港澳地區城市規劃專業

的企業，可向廣東省自然資源廳提出備案申請。備案

受理後，這些港澳地區城市規劃專業企業可在執業備

案有效期內，即兩年內在廣東省內從事執業範圍內相

關規劃業務，其出圖章與內地規劃編制單位企業具有

同等效力。

廣東省自然資源廳關於港澳地區城市規劃專
業企業在廣東省執業備案管理的通告，備

案的對象為港澳地區城市規劃專業企業，其執
業範圍為除總體規劃、詳細規劃之外的戰略規
劃、概念規劃、城市研究和設計等規劃業務。
在廣東省進行執業備案的港澳地區城市規
劃專業企業應具備3項條件，包括遵守中華人
民共和國憲法和特區基本法；符合港澳地區
法律法規，依法成立，持有港澳企業商業登
記證並在有效期內的企業或機構；企業信譽
及經營狀況良好，無違法犯罪記錄。

備案有效期為兩年
有關的備案程序如下：
一、備案申請。符合執業備案條件的港澳地
區城市規劃專業的企業，向廣東省自然資源廳
提出備案申請，提交《港澳地區城市規劃專業

企業執業備案申請表》以及企業人員執業資格
證書等材料。企業對提交材料的真實性、合法
性負責。
二、備案受理。港澳地區城市規劃專業企業
提交申請備案的材料，由廣東省自然資源廳進
行受理審查。對材料齊全的予以受理；對材料
不齊全的，一次性告知申請企業需要補正的內
容。逾期未補正的，視為自動放棄申請。
三、公示公告。廣東省自然資源廳受理材

料，完成審查後在廣東省自然資源廳網站公
示。公示無異議的，允許備案，並在廣東省自
然資源廳網站公告。備案有效期為兩年。
通告表示，港澳地區城市規劃專業企業在執

業備案有效期內，可在廣東省內從事執業範圍
內相關規劃業務，其出圖章與內地規劃編制單
位企業具有同等效力。執業備案期屆滿前3個
月，需按程序重新申請備案並提交執業備案期

間企業經營活動情況報告。
通告提醒，港澳地區城市規劃專業企業應當

遵守法律法規和相關政策規範，嚴守保密規定
和從業紀律要求，堅守職業操守，嚴格按照執
業範圍開展工作。在執業備案期間發生違法違
規行為的，取消其執業備案，且一年內不允許
申請執業備案。
廣東省自然資源廳負責對備案的港澳地區城市

規劃專業企業在廣東省內執業情況的監督檢查。
今年2月，廣東省自然資源廳印發了關於港

澳籍註冊城市規劃專業人士在廣東省執業備案
有關事項的通知。通知明確取得香港註冊專業
規劃師、澳門城市規劃師資格的港澳籍專業人
士，並符合該通知執業備案條件的，可向廣東
省自然資源廳提出備案申請。經備案登記的港
澳註冊城市規劃師，可在廣東省內提供規劃專
業服務。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建築、測量、都市規劃及園境界
立法會議員謝偉銓昨日在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表示，允許香港
城市規劃企業在粵執業既是對香港從業員專業水平的肯定，也是
企業開拓業務的機會。
謝偉銓表示，中央政府早前已允許工程諮詢等建築業相關企業

及專業人士在大灣區內地城市執業，惟當時規劃專業未包括在
內，特別是城市規劃涉及資源架構調整，還需要國家自然資源部
進行審批。不過，業界並未放棄爭取機會，繼續與香港中聯辦及
相關部委聯絡，最終促成今日結果，令他感到非常欣慰。
謝偉銓說，香港目前約有500多名專業規劃師，約一半在政府
及公營機構工作，餘下則在私營企業工作。雖然未必每間企業都
有參與內地項目，但相信只要給予一定時間，一定可以讓從業者
在內地找到機遇、發揮優勢，令大灣區9+2協作更頻繁。
他認為，內地和香港在城市規劃上雖然有法規和生活習慣等差

異，但安全系數等指標要求基本上一致，無地區性分別，香港規
劃師在內地亦能發光發熱。

李建華：港青規劃師多一條出路
香港規劃師學會會長、規劃師註冊管理局主席李建華昨日接受

香港文匯報訪問時表示，該措施能給予香港年輕規劃師多一個出
路的選擇，更有望吸引更多年輕學子投身規劃業界。
他表示，規劃師學會一直爭取香港城市規劃業界能在內地執

業。深圳市前海管理局去年10月20日發布《深圳市前海深港現
代服務業合作區香港工程建設領域專業機構執業備案管理辦法》
及《深圳市前海深港現代服務業合作區香港工程建設領域專業人
士執業備案管理辦法》，即同意香港規劃業界在前海執業是第一
步，業界反應積極，至今已有逾30名香港註冊規劃師和幾間規劃
公司在前海取得執業資格。廣東省自然資源廳今次的惠港政策可
謂是「前海計劃2.0」，估計會有更多香港業界中人去考取執業
資格。
李建華指出，在港要取得註冊規劃師資格，須先取得城市規劃

系碩士學位，再加上一年工作經驗，故較少學生選讀城市規劃學
科，每年只有20名至30名碩士畢業生，他預料廣東省開放執業
資格後，內地其他城市在未來也會相繼開放，令年輕規劃師「多
一條好大的出路」：「市場擴大了，自然會吸引更多學生選讀城
市規劃學科。」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子京）國家「十四
五」規劃支持香港建設亞太區國際法律及
解決爭議服務中心等，為香港法律界帶來
歷史性的機遇。中國法學會港區理事協會
昨日舉行「『十四五』規劃對香港法律界
的機遇座談會」，該會9名理事建議要加
強對本地律師的培訓，以及內地與香港律
師界的交流聯繫與深度協作，共同推動國
家法律建設，同時面向國際輸出法律軟實
力。
馬恩國表示，國家「十四五」規劃特別

提到強化香港作為國際資產管理中心這項
功能，而站在國際投資者的角度考量，司
法獨立是十分重要的，所以香港法律界必
須繼續堅持擁護基本法賦予香港法院獨立
的司法權和審判權，鞏固香港國際資產管
理中心地位。

面向國際輸出法律軟實力
王鳴峰形容，香港律師、大律師在處理

國際法律事務時，應像港隊運動員一樣，
以「奧運精神」將專業做到最好，令香港
的法律服務水平達到「奧運金牌」水準，
又建議加強對本地律師的培訓及兩地律師
界的交流聯繫，及面向國際輸出法律軟實
力。
盧鳳儀表示，法律在每個業務範疇都適

用，大家全天候都可參與國家「十四五」
規劃，以及透過大灣區建設參與國家「內
循環」，而在香港國安法、完善選舉制度
等硬件條件已改善的情況下，香港律師界
應積極參與國家發展大計，努力發揮自身
力量。
林青峻表示，通過參加大灣區執業律師

考試，令自己了解到中國法律的博大精
深，故鼓勵身邊年輕人包括同事、徒弟都
參加考試，提升職業發展空間。
林峰表示，中央一直以來都全力支持香

港，香港也應積極響應國家提出的2035年
基本建成法治國家、法治政府、法治社會
的方針，為國家的法治體系建設作出貢
獻。
馬耀添曾服務立法會十幾年。他表示，

香港立法會一直積極配合國家「十四五」
規劃宣講工作，而不同事務委員會積極要
求政府做簡介會，故建議立法機關成員也
要接受適當培訓，了解國情。
黃繼兒表示，國家「十四五」規劃要強

化香港作為離岸人民幣業務樞紐的地位，
內地為香港提供了龐大的理財、保險、投
資類產品的消費群體，香港應扮演好內地

和外資之間超級
聯繫人的角色，
找準香港所長，
提供國家所需。
趙云表示，在

加強培養本地法
律人才之外，也
應該令內地的法
律人才了解香港
的普通法體系，
並 緊 跟 「 十 四
五」規劃，大力推廣對爭議解決的教學與
研究。

學習與內地法律人士深度協作
鄺家賢說，香港法律界人士要提升除

學習英文以外的其他新語言的能力，打

造、共建「一帶一路」的功能平台，更
要學習與內地法律人士深度協作，共同
推動國家法律建設，推動全面依法治
國。
中國法學會港區理事協會發起人黃英

豪、陳弘毅、周永健出席是次座談會。

中國法學會港理事倡本地律師增培訓

●中國法學會港區理事協會昨日舉行「『十四五』規劃對香港法律
界的機遇座談會」。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謝
偉
銓
：
肯
定
港
從
業
員
專
業

助
企
業
拓
業
務

●新政策加強粵港澳規劃行業交流，亦促進三地城市規劃和管理的互補發
展。圖為廣州規劃建設的BRT快速公交。 方俊明 攝

國家商務部與香港特區政府昨共同
簽署《關於推進境外經貿合作區高質
量發展合作備忘錄》。中央支持香港
以境外經貿合作區為平台，深度參與
「一帶一路」建設，並支持香港盡快
加入RCEP，為香港發揮專業服務優
勢、開拓「一帶一路」市場掃清障
礙，更令香港國際合作空間大大拓
展。特區政府要考慮與國家「一帶一
路」建設全面對接，並發揮駐外經貿
辦作用，聯手各大商會，落實政策、
加強解說、盡快享受政策紅利。

此次合作備忘錄支持港商入駐境外
經貿合作區投資興業；支持香港發揮
專業服務優勢，服務東道國；支持香
港發揮國際金融中心優勢，幫助境外
經貿合作區搭建投融資平台、實現多
元化融資等。這意味着港商和香港專
業服務界不用再「單打獨鬥」開拓
「一帶一路」市場，而是加入了國家
「一帶一路」建設的主力部隊。本港
商界、專業界倍感振奮，對拓展「一
帶一路」市場充滿憧憬，也再次顯示
國家重視、關懷、支持香港，始終是
香港發展的強大後盾。

境外經貿合作區是中資企業在境
外投資建設的產業園區，是國家「一
帶一路」建設的重要內容，已成為與
沿線國家互利共贏、共同發展的有效
平台。目前納入國家商務部統計範疇
的「一帶一路」境外經貿合作區已有
上百個。過往港商、專業服務界開拓

東盟等市場，多靠「單打獨鬥」。今
後港商和專業服務界進軍「一帶一
路」市場，可以依託「一帶一路」境
外經貿合作區作為根據地， 享受「一
帶一路」合作的資源與紅利，發展更
輕車熟路、如虎添翼。

中央支持香港深度參與「一帶一
路」建設，除港商投資和專業服務領
域外，還包括支持香港與「一帶一
路」國家開展國際合作。國家商務部
部長王文濤明確表示，支持香港作為
單獨關稅區，盡快加入RCEP 即《區
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協定》，早日分
享政策紅利，對外開展自貿協定談
判；支持香港在APEC即亞太經合組
織等機制中發揮作用，進一步提升國
際金融、航運和貿易中心地位等。目
前香港已與RECP的15個創建國家中
的13個簽定自由貿易協議，特首林鄭
月娥昨表示，特區政府渴望盡快展開
加入RECP的正式商討。

香港是全球服務業主導程度最高的
經濟體之一，2019 年服務業佔 GDP
比重達 93.4%，正好在國家持續推進
高水平對外開放、加速發展服務貿易
上，助力國家高質量經濟發展。香港
要積極發揮金融、法律、會計等服務
業與國際接軌的優勢，特區政府應主
動作為，攜手本港商界、專業服務界
做好參與「一帶一路」的規劃部署，協
助國家推進「一帶一路」建設，同時進
一步鞏固本港優勢，提升競爭力。

發揮香港優勢 助力「一帶一路」建設
消息指，警方根據香港國安法向高等法院取得

「提交物料令」，要求「612基金」及「真普選聯
盟」提供資金往來等資料。警方其後證實，國安
處正就「612基金」涉嫌違反香港國安法或其他香
港法例展開調查。「612 基金」坐擁巨款， 但資
金來路不明、賬目混亂，存在洗黑錢和勾結外國
勢力的重大嫌疑。更惡劣的是，「612基金」為修
例風波中危害國家安全、損害香港法治穩定的黑
暴分子提供「法律支援」，助長違法暴力，極可
能違反國安法。「612基金」的主事者必須依法提
交資料，以助警方徹查「612基金」反中亂港的真
相並公諸於眾，繼而追究基金及幕後黑手的罪
責，彰顯法治公義。

根據「612基金」今年7月公布的報告顯示，由
前年成立到2021年5月31日，有關基金總收入為
2.36億港元，總支出為2.32億港元，可動用現金結
餘約200萬港元，超過90%用於直接支援受助人，
基金直接服務人次為22,938人。「612基金」聲稱
「籌款」2億多、「服務」2萬多人，但基金竟然
一直不註冊及登記、沒有理事、沒有註冊地址、
沒有登記理事的住址，更長期借用「真普聯」的
銀行戶口處理運作的經費。香港是法治之區，任
何組織都必須按照公司條例、社團註冊條例等法
律註冊登記才可運作，必須奉公守法經營。「612
基金」無註冊、借用其他組織戶口運作，明顯不
合法，涉嫌逃稅牟利。

「612基金」資金往來數目龐大，但從來只就開
支作出極籠統的交代，被批評欠缺透明度；基金
的資金來源更諱莫如深，大部分捐款者都無從稽
查，「基金」曾收取於美國登記成立的「黃色蒲
公英基金會」捐款，更收受《蘋果日報》總數逾
130萬元的款項，而《蘋果日報》的操縱人黎智英

及壹傳媒等高層均被控「勾結外國勢力」罪行；
「借出」戶口給「612基金」使用的「真普聯」，
其召集人鄭宇碩與境外勢力有千絲萬縷的關
係，早已是公開秘密。「612基金」在修例風波期
間曾資助「香港大專學界國際事務代表團」到倫
敦及日內瓦進行海外游說抹黑香港。種種跡象表
明，「612基金」背景複雜、黑箱作業，更與外國
勢力有不清不楚的利益糾葛。

「612基金」信託人吳靄儀曾「信誓旦旦」地聲
稱，基金擁有專業的法律團體和會計師管理基金
的資金走向，不會觸犯法例。但事實上，正因為
有政棍、訟棍操控，替「612基金」掩飾罪行，才
令「612基金」得以知法犯法、欺騙公眾。香港國
安法為香港撥亂反正，重振法治，如今更要將基
金的黑金來源、幕後黑手、有否勾結外國勢力等
亂象，查個水落石出，讓市民看清「612基金」顛
覆國家、禍港殃民的真面目。

「612基金」更大的危害還在於，擺明車馬為修
例風波的「抗爭者」提供「法律支援」。眾所周
知，修例風波是企圖奪取香港管治權的港版「顏
色革命」，「612 基金」為黑暴分子提供法律支
援，甚至替黑暴分子鋪定遠走海外、逃避罪責的
後路，令黑暴分子衝擊法治、顛覆政權無後顧之
憂，導致違法暴力變本加厲，嚴重威脅國家安
全，一度令香港管治陷於崩潰邊緣。

根據香港國安法第二十三條，任何人以金錢或其
他財物資助他人組織、策劃、實施旨在顛覆國家政
權的行為，均屬違法。隨着越來越多有關修例風波
的案件開審，更多資料的披露，「612基金」有否
資助顛覆政權活動、是否違反香港國安法，相信警
方必定會搜集充足證據，依法追究，任何違反國安
法的組織和個人都無所遁形，難逃法網。

徹查「612基金」揭穿反中亂港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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