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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體商會代表長期派駐內地 深深體會國家對港關愛

內地大力扶持港企
港人創業少走彎路

港人港企北上 共享發展成果

中央支持港人北上
港青機遇千載難逢

助吾老以及港之老 長者免費坐巴士

港商助內企走出去 神州經驗拓港機遇

●香港會計師成功申請
內地註冊會計師考試的
考卷豁免個案宗數：

1,880多宗

●香港會計師公
會與中國註冊會
計師協會設有考
試科目豁免安排

會計師

●取得內地房地產估價
師資格的香港註冊專業
測量師（產業測量）數：

276人

●香港測量師學
會先後與中國房
地產估價師與房
地產經紀人學
會、中國建設工
程造價管理協
會、中國建設監
理協會簽訂資格
互認協議

測量師

●取得內地註冊造價工
程師資格的香港註冊專
業測量師（工料測量）數：

399人

●取得內地監理工程師註冊資格的香港註冊專
業測量師（建築測量）數： 228人

●取得內地一級註冊
建築師資格的香港建
築師學會會員數：

412人

●香港建築師學會
與全國註冊建築師
管理委員會簽訂了
資格互認協議

建築師

規劃師

●香港規劃師學會與國家建設部
全國城市規劃執業制度管理委員
會簽署資格互認協議

●取得相關內地專業資格的香港
規劃師數：

66人

地產代理
●香港地產代理監管局與中國房
地產估價師與房地產經紀人學會
簽訂了資格互認協議

●獲授予中國房地產估價師與房
地產經紀人學會相關專業資格的
香港地產代理從業員數：

338人

資料來源：財經事務及庫務局、香港
地產代理監管局、香港測量師學會、香
港建築師學會、香港工程師學會、香港
規劃師學會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黃子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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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地與香港的專業資格互認安排及
港人港企截至目前有關受惠情況（部分）

香港回歸祖國25年來，港人對內地的了解

愈來愈多，不少港人選擇到內地生活、學習、闖一番事

業。香港文匯報訪問了兩位長期服務內地港人港企的團體、

商會代表。他們說，內地優惠港人的政策措施豐富多元，不僅支持

港人港企北上發展事業，參與國家建設，亦歡迎香港長者北上享受退

休生活，共享發展成果。多年的服務支援工作和與內地有關部門的合作，

令他們深深體會到國家對香港的關愛，他們寄語港人港企放膽北上，積極

融入國家發展大局，實現自己的價值和理想。 ◆◆香港文匯報記者香港文匯報記者 黃子晉黃子晉

來源來源：：政府統計處政府統計處
整理整理：：香港文匯報香港文匯報
記者記者 黃子晉黃子晉

◆曾志文認為港人特別是青年更要珍惜千載難逢機
遇，積極融入國家發展大局。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馬鴻銘相信未來一定會有更多港人港企，攜手融入
國家發展大局。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圖為前海圖為前海
航拍照航拍照。。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國家自改革開放起，數十年來一直非
常歡迎香港同胞北上發展，還會不斷優化
不同政策措施，積極扶持港人港企。」深
圳市前海香港商會首席會長馬鴻銘如是
說。他回顧商會自2015年成立至今，在
內地服務港人港企的過程中，始終得到內
地有關省市政府的大力支持，無論是優惠
港人政策措施制訂的前期諮詢、落實後的
解說及持續優化等工作，無不重視港人在
內地生活所需，致力讓創業港青港企少走
彎路，相信未來一定會有更多港人港企，
攜手融入國家發展大局。
馬鴻銘說，內地不同省市和香港特區

政府一直十分支持前海香港商會服務北
上發展的港人港企。商會擔當了與兩地
政府溝通的橋樑之一，推動兩地企業攜
手招商引資，合作共贏，如商會今年就
香港回歸祖國25周年推出的活動之一，
就是每月因應一個行業舉辦主題活動，
並邀請在內地取得成功經驗的人士和企
業分享經營經驗，促進企業交流，有關
活動得到內地政府的支持。

深入聽意見確保措施到位
他又舉例，深圳市前海管理局每逢制

訂與港人港企有關的政策措施時，都會
諮詢該商會，邀請他們閱覽相關政策文
件並提供意見。有關部門更會在新的政
策措施實施後，與商會合作舉辦有關解
說會。若有「前海方案」等大政策推
出，與政策相關的部門更會第一時間接
受商會邀請，配合商會邀請的研究機
構、政協委員等，共同為港人港企解
讀，再聆聽意見，寫成報告向不同部門

反映，確保港人港企真正能夠受惠。
商會亦於去年特別成立港人港企服務

中心，除了支持港人經商，亦針對內地
港人生活的不便之處提供服務，如子女
入學、內地就醫、內地資質認證等。
「國家聆聽到港人港企及特區政府的

訴求後，都會積極認真回應。」馬鴻銘
說，正如中央於2019年就推進粵港澳大
灣區建設推出的16項便利惠民政策措
施，包括讓香港居民在大灣區內地城市
購房可享內地居民同等待遇，保障在粵
工作港澳居民子女與內地居民子女享同
等教育安排等，以及前海管理局推出的
「歸巢計劃」，提供租金補貼降低香港
企業落戶前海的營運成本等。這些措施
涵蓋了港人生活、子女教育、經商等各
方面，都反映了中央致力全方位地支持
港人融入國家發展大局。

惠港措施只會愈來愈好
隨了支持港企立足內地，商會更會與

內地不同省市政府的不同部門緊密聯
繫、合作，包括早前共同成立了「內港
通」平台，為幫助港企到內地任何一個
城市進一步投資發展，搭建政府與企業
之間橋樑，提供落地對接等服務，幫助
港企尋找拓展機遇。
「我相信國家的優惠港人政策就算會

變，也只會愈來愈好。」馬鴻銘說，商
會未來將加強為港人提供大灣區內地城
市生活、發展的資訊，幫助港人港企認
識國家優惠港人的政策措施，把握大灣
區發展機遇，並鼓勵港青放膽北上逐
夢。

香港回歸祖國25年來，內地與香港的
互動愈來愈多，港人北上的原因亦不斷變
化。多年來從事內地港人支援工作的工聯
會副理事長、大灣區服務社總幹事曾志文
日前在接受香港文匯報專訪時回顧道，早
年，港人北上通常是為了投資，但近年隨
着內地的發展愈來愈好，港人北上的原因
亦多樣化，有人為了經商，有人為了工
作、創業，有家長希望安排子女在內地升
學，有長者選擇到內地度過退休生活。無
論港人北上的需求是什麼，都得到國家及
特區政府的大力支持，她鼓勵在這樣的良
好環境下，港人特別是香港青年更要珍惜
千載難逢機遇，積極融入國家發展大局。
香港回歸祖國後，愈來愈多港人選擇北
上。在中央的支持下，工聯會於2004年
開始與中華全國總工會、廣東省總工會、
福建省總工會，及廣州、深圳、東莞、惠
州、中山等各市總工會合作，先後在內地
幾個最多港人居住的城市設立內地中心服
務港人，曾志文就是為內地港人提供支援
服務的其中一員。

昔買樓「度假」今全面融入
「過去我們說的內地港人，通常是買了

層樓，星期六、日才回內地，但這模式在
近10年已改變。隨着對內地的了解愈來
愈深，很多港人都將自己的生活重心放在
內地，有人長居內地享受退休生活，隔幾

個月才回港逛逛街，在香港已沒有通常居
所，更有愈來愈多香港中學生選擇到內地
升學。」於2004年有份參與負責設立廣
州工聯諮詢服務中心的曾志文說，隨着國
家高速發展，港人北上的原因不斷改變。
內地中心的服務亦越來越豐富。曾志文
說，隨着粵港澳大灣區的高速發展趨勢，
內地中心近年服務範疇不斷拓展、轉型。
她舉例說，工聯會與廣州市總工會及澳門
工聯總會去年聯合在廣州天河鄰近暨南大
學的旺區，成立了穗港澳職工青年創新創
業基地，包括支持內地港生在畢業後選擇
留在大灣區內地城市發展；工聯會早前在
港成立了大灣區服務社，主動到本地不同
大專院校舉行講座，為有意到大灣區內地
城市發展的港青提供輔導、就業配對、生
涯規劃服務等。

惠港措施不斷推出顯厚愛
「在2019年《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

綱要》發表後，大灣區多個內地城市不斷
有惠港新措施推出。」曾志文說，中央十
分支持港人參與粵港澳大灣區的發展建
設，而種種優惠內地港人的政策措施，均
體現出中央對香港的厚愛，令她深深感受
到中央的關懷和支持，「如果我是現在的
年輕人就幸福了！大灣區的發展將為年輕
人帶來很多實現夢想的機會，大家應該抱
有信心！」

北上發展的港人港企，已然打出了香港
品牌。馬鴻銘接受香港文匯報專訪時說，
港人港企現時在前海提供的港深專業服
務，已能在內地市場取得一定品牌效應。
一些有意開拓境外業務的內地企業，會

在前海尋求幫助，香港的專業服
務團隊就能提供很好的服

務，讓雙方都獲得很
多合作發展的

機會。

馬鴻銘說，港人港企現時在前海提供的
港深專業服務，已能在內地市場取得一定
品牌效應，如早前商會得悉有內地大企業
有意進行境外融資，並到前海尋求渠道，
於是動員了包括律師、會計師、諮商師等
商會成員組成專業服務團隊，為該企業提
供了很多諮詢服務後，讓雙方都獲得很多
合作發展的機會。
港企北上開拓事業亦為在香港發掘機遇

增添了勝算。馬鴻銘又說，內地的市場規
模遠比香港大而多元，不少已在內地發展
成熟的產業在香港及海外都有很大的發展
空間，如早前就有港企成功借鑑內地的共
享充電器租借站服務，引進香港發展，再
拓展至海外，達到市值高達以數十億港元
計的規模。他相信港人港企可在服務內地
的過程中，透過學習在內地已取得成功的
經營模式，引進香港，走出世界。

粵港澳大灣區的內地城市是不少香港長
者安享退休生活的熱門之選。不少長者年
輕時雖然並未在當地打拚，但這些城市仍
會視香港長者為一家人，為他們提供與當
地長者同等的優惠服務。曾志文在接受香
港文匯報專訪時說，廣東多個城市已給予
內地港人長者免費乘車優惠等敬老待遇。
這些內地省市政府不計較有關內地港人曾
否對當地有貢獻，給予港人長者與當地原
居民同樣的免費乘車優惠，是因為大家是
一家人，充分體現他們對香港同胞的歡
迎、厚愛，相信長者都會覺得在內地生活
更輕鬆自在。
國家十分重視敬老、助老服務，推行很

多優惠長者的政策措施。曾志文說，不少
內地港人在日常生活上遇到問題時，未必
懂得向內地有關部門求助，故工聯會的多
個內地諮詢服務中心一直積極充當內地港
人與內地政府的橋樑，反映意見，更成功
為內地港人爭取享有與當地人民相若的社
會福利。
曾志文舉例說，2012年，工聯會已成
功向惠州市政府爭取，容許65歲以上的
港人長者在當地享有免費乘坐巴士的優
惠。其後，這優惠更拓展至深圳、廣州、
東莞等其他城市。「內地有關省市的政府
不管內地港人是否曾對當地有貢獻，都給
予港人長者與當地原居民同樣的免費乘車
優惠，是因為我們是一家人，一視同仁，
充分體現他們對香港同胞的歡迎、厚愛，
相信長者都會覺得在內地生活更輕鬆自
在。」

在疫情之下，內地與香港尚未恢復正常
通關，內地諮詢服務中心在期間發揮了重
要作用，特別是在藥物提供方面。曾志文
說，工聯會於2020年承辦了社會福利署
安排的寄藥行動，在香港中聯辦及深圳海
關的支持下，成功在約10個月寄送了近
30萬份藥物到內地港人手中，解決了他
們的燃眉之急。
長遠而言，曾志文建議，特區政府積極

完善跨境醫療服務，資助內地港人到內地
的醫院進行簡單身體檢查，做到「福利
跟人走」，進一步推動粵港澳大
灣區的融合。

結構
工程師

●香港工程師學會與全國註冊工
程師管理委員會（結構）簽訂了
資格互認協議

●取得內地結構工程師專業資格
的香港工程師學會會員數：

249人

2021年年中通常逗留在廣東省的
香港居民統計數字

曾 志 文 馬 鴻 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