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前  言 

 

中央政府於 2019 年 2 月份公布了《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為粵港澳大灣區未來

發展制訂了宏觀的藍圖。粵港澳大灣區由習近平總書記親自謀劃、親自部署、親自推動，是

重要國家發展策略，既有助於國家加強內部的區域經濟佈局，同時可加強對外開放程度，輔

助一帶一路戰略更有效實施。與此同時，對粵港澳三地來說，大灣區亦是極其重要的發展機

遇。 

 

因此，民建聯成立了大灣區發展小組，集合黨內外的專家和持份者，就有關課題進行了

深入而廣泛的研究。民建聯自 2017 年起連續撰寫及發布了 6 份建議書﹕ 

 

1. 《粵港澳大灣區香港規劃方案_建議書》 

2. 《粵港澳大灣區跨境交通基建規劃_建議書》 

3. 《粵港澳大灣區跨境安老規劃_建議書》 

4. 《粵港澳大灣區創新科技發展_建議書》 

5. 《促進中醫藥在粵港澳大灣區發展_建議書》 

6. 《推動大灣區文化創意產業發展_建議書》 

 

6 份建議書涉及民生、經濟和科技發展等不同範疇，對整個大灣區的規劃原則，以及香

港可以如何參與，都提出一系列重要建議。現僅將 6 份建議書結集成書，期望中央政府能加

強相關的政策支援，粵港澳三地政府亦加強協調，令整個區域能把握機遇，提升區域一體化

的進程，並形成高端、開放、創新、繁榮的國際級城市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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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珠江三角洲是近年國家發展最快的地區之一。而隨著國內外形勢的不斷變化，珠三角地

區進一步融合發展的動力亦愈來愈強。國家看到這個趨勢，2017 年國務院首次將發展粵港澳

大灣區列入政府工作報告，提到﹕「要推動內地與港澳深化合作，研究制定粵港澳大灣區城

市群發展規劃，發揮港澳獨特優勢，提升在國家經濟發展和對外開放中的地位與功能」。 

 

    事實上，早於 2015 年《推動共建絲綢之路經濟帶和二十一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願景與

行動》文件中，已提到要﹕「充分發揮深圳前海、廣州南沙、珠海橫琴、福建平潭等開放合

作區作用，深化與港澳臺合作，打造粵港澳大灣區」。其後在 2016 年 3 月《十三五規劃》中，

亦指出﹕「推動粵港澳大灣區和跨省區重大合作平台建設」，同時期的《國務院關於深化泛

珠三角區域合作的指導意見》亦表示﹕「構建以粵港澳大灣區為龍頭，以珠江—西江經濟帶

為腹地，帶動中南、西南地區發展，輻射東南亞、南亞的重要經濟支撐帶。」顯示中央政府

高度重視大灣區的發展。 

 

    粵港澳大灣區包括廣東省九個城市，包括廣州、深圳、珠海、佛山、惠州、東莞、中山、

江門及肇慶，以及香港和澳門兩個特區。「九市兩區」各自具有不同的優勢，而且人口約六

千七百萬人，區域面積達五萬六千平方公里，合共的地區生產總值達到一萬三千億美元，因

此具有巨大的發展潛力。只要能夠做到優勢互補，定能加快珠三角區域一體化的進程，打造

出高端、開放、創新、繁榮的國際級大灣區。 

 

灣區指圍繞沿海口岸分佈的眾多海港和城鎮所構成的港口群和城鎮群。珠三角地區作為

一個重要的灣區，亦具有其它灣區如紐約、三藩市，及東京所具備的特徵，包括強大先進的

經濟結構，國際航運發達，人流、物流、錢流和信息流的流通相對便捷，而且背靠資源豐富

的腹地，故有極大空間發展出規模龐大的世界級新灣區。 

 

    有見於粵港澳大灣區的建設時機越趨成熟，早於 2006 年，粵港澳三地已聯合啟動相關

研究，並於 2009 年公布《大珠江三角洲城鎮群協調發展規劃研究報告》，提出多項規劃概念

和措施建議。及後相關的研究亦一直在進行中，累積至今已有一定程度的基礎。 

    粵港澳大灣區的發展是重要國策，既有助於國家加強內部的區域經濟佈局，同時可加強

對外開放程度，輔助一帶一路戰略更有效實施。與此同時，對粵港澳三地的發展來說，大灣

區的規劃亦是極其重要的機遇。因此，民建聯就有關課題進行了深入而廣泛的研究，對整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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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灣區的規劃原則，以及香港可以如何參與，都提出一系列重要建議，期望令整個區域能把

握機遇，提升區域一體化的進程，並形成具有高端、開放、創新、繁榮的國際級城市群。香

港亦能藉此鞏固及提升國際地位，促進產業升級轉型，釋放內在的發展潛力，長遠提升市民

的生活質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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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 政 摘 要  

 

粵港澳地區具有獨特的優勢和巨大的發展潛力，但目前的合作存在三大問題，包括同性

質競爭劇烈，三套不同的行政制度阻礙進一步發展，以及三方合作機制未趨完善，因此有必

要透過大灣區的建設進一步進行優化。 

 

香港目前存在兩大問題，包括經濟發展出現瓶頸，以及生活成本高昂，市民的整體生活

質素與香港的國際地位不相符合。參與大灣區的發展，可以令香港突破現時的經濟瓶頸，提

供更多元化和優質的工作職位，同時令市民享有更好更優質的生活環境。 

 

大灣區的發展應遵從四大原則﹕ 

1. 政府推動 市場主導 

2. 經濟為主 重視民生 

3. 發揮優勢 集中資源 

4. 整體受惠 成果共享 

 

大灣區發展應是全方面的，當中包括六大宏觀定位，涉及經濟、文化和生活三方面。具

體包括八大範疇，共 55 項建議。而在發展的同時，需要關注兩大問題，即應研究避免影響

本地生活和工作環境，以及不要忽視三地人心的溝通交流。 

 

  



5 

 

 

 

Administrative Abstract 

The Guangdong-Hong Kong-Macao Greater Bay Area Development has unique advantages and vast 

potential for development.  However, three major problems exist that hinder cooperation on this issue 

which include the fierce competition between the three entities, the three different administrative and legal 

systems that hinder unified development and the fact that the cooperative mechanism between the three 

has not yet been perfected.  Therefore it is imperative that the method in which we promote cooperation 

in “The Bay Area” must be improved.  

Hong Kong is facing two major problems. First is the fact that economic development has become 

bottlenecked, and second is the high cost of living that causes the quality of life of local residents to not 

be able to match Hong Kong’s global position. By participating in developing “the Bay Area”, Hong 

Kong can break through the economic bottleneck and provide more diverse and well-paying job positions. 

At the same time, it will allow more residents to enjoy a better quality of life. 

The Development of “the Bay Area” will be guided by four main principles:  

1) The government promotes and the market leads. 

2) The economy is the main priority and the people must be taken care of. 

3) Develop our advantages and pool our resources. 

4) Everybody benefits and we share the fruits of development together. 

The development of “the Bay Area” should be multifaceted.   This proposal will include the six 

major macro positioning, including the three emphases of the economy, culture and the quality of life. In 

total it should encompass 8 major categories, for a total of 55 recommendations. While we develop the 

Bay Area together, we must also take notice of the two major problems and research ways to minimize 

any adverse impact on local lifestyles and job environments.  Finally we must never ignore the mutual 

communication and exchange between the people of Guangdong, Hong Kong and Mac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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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粵港澳合作的現況與意義 

一) 粵港澳合作現況的不足 

1. 同性質競爭劇烈，內耗明顯 

    經過多年發展，三地的差距逐漸縮小，並形成了各自的產業鏈。與此同時亦出現了重複

建設、功能重叠的問題，以致城市間的競爭愈趨劇烈。以機場為例，除了香港和澳門各有一

個機場外，整個廣東省在廣州、深圳、珠海、惠州、湛江、佛山和韶關等城市亦分別設有多

個機場。根據《廣東省人民政府辦公廳關於進一步加快民航業發展的意見》，廣東省政府計

劃將廣州白雲國際機場建設成為國家三大國際航空樞紐之一，並構建以廣州白雲國際機場為

中心的國際中轉航線網路，這個定位與香港的定位有類似之處。在整個大灣區內，設有數量

如此多的機場，而且發展目標亦極為相似，無可避免會構成競爭，造成一定程度的內耗。故

三地如何在各個範疇協調發展，以發揮協同效應，是一個極具挑戰性的任務。 

 

2. 制度限制明顯，四流流通不足 

由於歷史的原因，以及「一國兩制」的安排，大灣區內共有三套行政制度，三個獨立徵

稅區，以致多年來三地的交流和融合受到阻隔而並不順暢。自 2004 年簽訂《更緊密經貿關

係的安排》，以及三地分別成立雙邊及多邊合作框架協議，並取得了不少成果，但始終未觸

及到核心的制度限制問題，令到人流、物流、資金流和信息流這四項生產和生活要素未能夠

真正自由地在區內流動，制約了區內的經濟和社會發展。 

 

3. 雙邊合作為主，三方合作不足 

    粵港澳之間的合作已有多年歷史，但長期以來，區內的合作主要以雙邊合作為主，例如

分別成立了「粵港合作聯席會議」、「粵澳合作聯席會議」，和「港澳合作高層會議」等。在這

些框架之下，成立了多個涉及具體政策的協議，就個別政策加強有關部間之間的合作。 

    至於同時涉及三方的合作，多只局限於較為具體的政策，例如「粵港澳高校聯盟」，港

珠澳大橋，以及《珠江口區域 VTS 數據共享合作計劃》等，並無高層次的合作安排。這種安

排無法令三地對跨領域的策略進行統籌和協調，若無相關的高層次合作框架，實不利於大灣

區內的區域一體化。 

 

    直至 2017 年 7 月，三地才在中央發改委的參與下簽署了《深化粵港澳合作 推進大灣區

建設框架協議》，規定四方每年定期召開磋商會議，三地亦建立日常工作機制，真正成立了

高層次的合作框架。不過，這僅僅只是個開始，往後仍需各方努力推動和加強協作，才能令

新的合作機制趨於順暢和高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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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城市群發展帶來的好處 

根據外國的經驗，城市群發展是城市發展的大趨勢，一般分為三個階段，分別是城市化、

大城市化，和大都市化(Metropolitan area)。這個發展趨勢的好處主要有以下兩點﹕ 

 

1. 改善城市生活質素 

大城市由於土地有限，而人口眾多，故普遍出現公共服務不足，房價高企，交通擠塞，

經濟發展受限制等問題。以中國為例，在中國社科院最新公布的 2015 年中國城市病指數排

名中，深圳、北京和廣州位列全國前五位，顯示這些城市的居住、交通和環境等問題極其嚴

重。 

 

一線城市若透過不斷與周邊相對比較落後城市的合作，可以帶動整個區域的城市化，令

當區市民有更多選擇，從而達到增加核心區人口向外流動，緩解當地人口過份擠擁的弊病，

最終提升整個區域的生活質素和水平。廣東省政府正規劃，將廣州和深圳有序向周邊城市疏

解非核心功能，這就是看到大城市發展的趨勢。 

 

而且，隨著地區之間的關係越趨密切，區域性的社會事務越趨紛繁蕪雜。不少問題包括

流行病、經濟發展、環保和人口流動等，若以傳統行政區域劃分的制度去處理，已變得極具

挑戰性。因此，透過成立多元中心的架構，以平等協商和互惠互利的區域公共管理模式去處

理區域性事務，會比現有模式更加有效和可行。 

 

2. 提高經濟發展水平 

經濟發展涉及土地、人才、物流、資金流和信息流等生產要素。大城市透過大都市化，

與鄰近地區進行優勢互補，錯位發展，可以令生產要素在區內自由流動，可發展更龐大的國

際及內需市場。更由於大都市的吸引力增加，以致區外的生產要素亦流入區內，從而令產業

發展更加多元化和更具活力，令國際市場競爭力更加提升，整體經濟發展更趨蓬勃。 

 

大都市的經濟發展，還可以令政府的規劃變得更加宏觀和全面，使生產資源的配置更加

合理，支援政策更加到位。以美國為例，經過多年的發展，多個城市已步入區域化發展的階

段。美國經濟分析局(US Bereau of Economic Analysis)在研究和評估全國的經濟發展狀況時，

已不是孤立地每個城市去分析，也不只是每個州去分析，而是將全國城市分為 381 個大都市

區(Metropolitan areas)，並以之作為分析研究的重要根據。這個做法能令美國政府的經濟規劃

更加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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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大灣區對香港的重要性 

 

1. 香港的現狀和不足 

經濟發展出現瓶頸 

香港具有優越的地理位置。它位處亞洲的樞紐，又處於歐亞大陸與太平洋的交匯處，成

為了通往世界各地的重要通道之一。對貿易物流，人才往來等方面都提供了極大的便利。 

 

此外，香港是高度外向型經濟體系，擁有完善而卓越的法律制度和營商環境，包括零關

稅、超低利得稅率等，並擁有公平開放的國際平台以及廣泛的國際商貿網絡，資金人才進出

自由，故多年來在金融、航運、專業服務等方面已建立了獨特的優勢，以及良好的國際聲譽。 

 

而且，香港匯聚了各行各業的專業人才，他們擁有廣闊的國際視野、豐富的行業經驗、

與世界接軌的專業資格，因此具有高度的開放性，和專業性。國家一早就看到香港在這方面

的優勢，故在《十三五規劃》中提到，要「發揮港澳獨特優勢，提升港澳在國家經濟發展和

對外開放中的地位和功能」。 

 

但與許多其它地方一樣，香港的經濟發展亦正面臨著深層次的結構性問題，包括傳統支

柱產業的優勢例如物流業和旅遊業逐漸減弱，以及產業結構過份單一，欠缺多元化等，這些

都制約了進一步的發展。 

 

香港是全球服務業佔比最高的經濟體之一，服務業佔 GDP90%以上。本港的四大支柱行

業均屬服務業，產業結構比較單一的問題長期被人詬病。產業之間的關聯度過高，就導致抵

禦外圍風險的能力不足，在面對競爭和挑戰時，可能會令經濟表現大幅波動，而這些嚴重的

結構失衡並非小修小補式的政策就可以調整得到。 

 

特區政府一直嘗試開拓新產業，如董建華時代的中醫藥業產，曾蔭權時代的六大新興產

業等，但可惜進展緩慢，成果有限。故香港近年已處於傳統產業動力減慢，新興產業仍未成

熟的尷尬局面，情況令人憂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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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實上，目前香港的經濟競爭力已有不斷減弱的跡象。例如在中國社科院最新公布的

2016 年中國城市綜合經濟競爭力排行榜上，香港亦只能屈居第二，落後於第一位的上海。世

界銀行集團的《2016 年營商環境報告》亦顯示，香港的便利營商排名由第三跌至第五位。 

 

市民難享應有的生活質素 

香港的生活成本高昂，一直為人詬病。經濟學人智庫(Economist Intelligence Unit)最新公布

的《2017 年全球生活成本報告》顯示，香港連續兩年高踞全球生活成本第二高的城市，比其

它灣區中心如東京、紐約和倫敦的生活成本更高。 

 

人力資源機構美世 Mercer 發布的 2017 年環球生活成本指數排名亦顯示，香港是全球駐

外員工居住成本第二高的城市，雖然從 2016 年的全球最高排名下滑一位，但生活成本之高

仍然排在許多國家和地區之前。 

 

表一：全球駐外員工居住成本排名   

排名 城市 排名 城市 

2 香港 6 首爾 

3 東京 7 日內瓦 

4 蘇黎世 8 上海 

5 新加坡 9 紐約市 

資料來源﹕美世 2017 年顧問報告 

 

 

這項調查是比較了全球 209 個城市，計算包括房屋、食物、交通、衣服及娛樂消遣等逾

200 個消費項目物價。可見，香港的高昂生活成本是全方位的。當中既有匯價的因素，也有

經濟發展水平以及資金流向等的因素。房價及租金水平高企，以及食物和交通費用高企等問

題，大大加重了市民的生活負擔，甚至構成了沉重壓力，影響了市民的生活質素。 

 

以長者安老為例，由於醫療成本高昂以及土地及專業人手等的不足，令到優質護老院等

護老服務相當缺乏。根據 2017 年六月份數據，香港共有 36000 多名長者輪候護養院和護理

安老宿位，每名長者平均需要輪候高達 37 個月。如此長期的等待，令許多長者得不到應有

的照顧，以致出現不少家庭糾紛和悲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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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美世 2017 年最新公布的全球城市生活質量排名，香港排第 71 位，低於排第 25 位

的新加坡和第 47 位的東京，這與香港極高的生活成本和國際地位完全不相符合，當中有極

大的改進空間。 

 

2. 大灣區發展策略對香港的好處 

突破經濟瓶頸 提供更多元化和優質的工作職位 

    香港作為亞洲四小龍之一，屬於先進經濟體系，長期領先於區內其它城市。但隨著經濟

不斷發展，鄰近城市不斷急起直追，已從之前的附屬地位，變成直接或間接的競爭對手。若

香港無適當的應對方法，這種城市之間的競爭會越趨劇烈，香港要在當中取得優勢將面對很

大的挑戰。 

 

    適當的應對策略，應是將競爭者變成合作者，將自己城市的綜合實力，透過區域合作和

互惠互利而不斷提升，最終達至減少競爭，提高國際影響力的目標。香港可以借助粵港澳大

灣區規劃的東風，在產品、技術和市場等方面提高創新能力，加強開拓內地及其它地區的龐

大市場，以鞏固及提高本港金融、航運、商貿中心的地位，並推動投融資、商貿、物流及專

業服務等方面向高端高增值方向發展。 

 

    與此同時，香港亦可以憑借海外龐大的新增市場，吸引更多人才和資金投入到中醫藥、

新工業和創新科技等新興產業之中，以加快產業多元化的進程，令產業結構更趨完善和合理，

令香港更有能力抵禦環球經濟的衝擊。與此同時，多元化產業結構和成功的升級轉型，可以

為市民提供更多元化和優質的工作職位，提供更多選擇。 

 

    與另外發展得較為成熟的三大灣區比較，粵港澳灣區具備極優質的條件，而且不論在土

地總面積，總人口，還是產業結構等方面都有龐大的發展潛力。透過區域性的經濟合作，香

港不但不會影響自身作為國際商貿、航運和金融中心的崇高位置，亦不會影響在一國兩制框

架下的獨特地位，反而能透過分工合作和互惠互利，將灣區發展成世界一流的區域，並令香

港的綜合實力更加強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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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世界主要灣區比較(2015 年數據) 

 粵港澳灣區 東京灣區 紐約灣區 三藩市灣區 

面積 (萬平方公里) 5.71 3.68 2.15 1.79 

人口 (萬人) 6670 4383 2340 760 

經濟總量 (萬億美元) 1.38 1.8 1.4 0.8 

主要城市 香港、澳

門、廣州、

深圳、珠海 

東京、橫

濱、川崎 

紐約州、康

涅狄格州、

新澤西州 

三藩市、 

奧克蘭、 

矽谷、 

聖荷西 

資料來源﹕中國政府網、各城市政府統計局、香港統計處、澳門統計局、中商產業研究院 

 

 

提供更好更優質的生活環境 

香港面臨著的高生活成本問題，部份原因是由於香港面積細小，以及缺乏穩定的土地及

房屋供應。在人口不斷增長的情況下，造成供不應求，不但推高成本，更令市民缺乏多元選

擇。如能擴闊市民的選擇空間，增加供應，則可望紓緩日漸增加的生活成本，並提供更優質

的生活環境。 

 

    事實上，只要能改善灣區內的交通及行政安排，以打造一小時生活圈，大大縮短不同城

市之間的差距，香港人可以選擇居住的地方將無須局限在香港，而是可以擴展到鄰近的城市。

目前廣東省的基礎交通網絡日漸完善，已建成龐大的公路網和鐵路網，故已出現居住城市和

生活城市分工合作的現象，如深圳和惠州的交通基建越趨完善，因而有不少人在惠州居住，

在深圳上班。將來若跨境交通基建進一步改善，則香港人在廣東省內居住，在香港上班的情

況必會越來越普遍。 

 

    安老服務方面，透過改善福利醫療及交通等安排，及在省內鄰近城市提供更多設備完善

的安老院舍，香港的長者亦可以更便宜或相若的價錢，享受更優質的環境和安老服務。 

 

    只要粵港澳大灣區內的各大城市，能透過完善和全面合理的城市群規劃，在交通基建、

出入境制度、行政法規、福利安排、房屋、醫療、教育以及環保等方面提供多方面的配套，

能做到以人為本和互融互通，則能打造出極其方便而且優質的大灣區一小時生活圈，共同提

升區內市民的生活質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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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粵港澳大灣區規劃建議 

 

一) 大灣區的規劃原則 

 

1. 政府推動 市場主導 

    大灣區的發展涉及制度問題，需要政府在行政和財政等公共政策方面的支援，故政府在

整個規劃的落實上必須擔當重要的角色。但規劃最終能成功落實，還是需要依靠龐大的市場

力量。政府要發揮推動、協助的功能，但具體的發展方向和步伐等，應由市場自行決定和執

行。只有透過政府和市場的合理配搭，才能避免效率低下及資源錯配等問題。例如香港可以

發揮龐大和完善的市場網絡和平台，以推動商貿等的發展。 

 

2. 經濟為主 重視民生 

    大灣區策略的提出，主要是為了促進珠三角地區的區域融合，並藉此提升整體經濟競爭

力。但一個完整的區域化發展，必定需要同時改善區內居民的生活環境和質素。片面追求經

濟發展而忽略房價、環保和醫療福利等問題，並非大灣區發展的正確策略。故三地政府在進

行規劃時，應注意經濟與民生的平衡發展，並以提高生活質素為最終目標。 

 

3. 發揮優勢 集中資源 

    大灣區內九個城市各有優勢，在發展時必須根據自身比較擅長的條件，與兄弟城市進行

優勢互補。避免好大喜功，四面出擊，即使明知力有不逮，亦強行發展，以致出現惡性競爭，

造成資源浪費。香港是灣區內最國際化和最開放的城市，而且具備獨立、成熟和完善的法律、

科研、金融及商貿條件和環境，亦吸引了大量的外來人才。故在發展灣區時，應充份發揮這

些長處，集中資源制訂合理策略，理性選擇方向。 

 

4. 整體受惠 成果共享 

    整個灣區的發展規劃，要盡量創造更多元化的機遇，盡量涉及多個階層和範疇，著眼於

令更多的群體受惠，避免規劃的成果只被少數人和機構壟斷。例如經濟發展方面，要注意打

造公平的競爭環境，努力讓大企業及中小企業皆能普遍受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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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大灣區的宏觀定位 

 

1. 全球最開放、最具競爭力和可持續發展的城鎮群之一 

大灣區應促進區內的人流、物流、資金流和信息流的流通，及降低制度的局限性，令大

灣區成為國家乃至全球最開放、最具競爭力和可持續發展的城鎮群之一，並成為國家一帶一

路倡議、資本市場開放及人民幣國際化等大格局大戰略的重要平台。 

 

2. 世界級的創新科技產業基地 

大灣區擁有比較完備的創新鏈、產業鏈和供應鏈，並有完善的法規，以及成熟的融資平

台，可以吸引各地創業人才和團隊在區內推動創新科技發展，並落實從理念、籌資、研發、

製造、產業化一條龍的創新產業流程，打造世界級的創新科技產業基地。 

 

3. 世界級的現代服務業中心 

現代服務業是先進經濟體的重要指標之一。大灣區內擁有多元化的現代服務業如法律、

物流、會計、金融等，亦匯聚了大量的高端人才。粵港澳三地應透過錯位發展、互惠互利，

將區內打造成世界級的現代服務業中心。 

 

4. 世界級的航運物流樞紐 

粵港澳大灣區擁有龐大的海港群和空港群，而且位處亞洲的重要航區，一直是區內重要

的航運樞紐。三地可加強港口和機場的協調，做好國際和國內分工，將大灣區打造成世界級

的航運物流樞紐。 

 

5. 最具活力和影響力的文化中心之一 

大灣區是粵語區，多年的積澱已孕育出重要的粵語文化，對海內外的華人及外國人產生

了重要的影響。而大灣區亦是嶺南文化的重要基地，承載著幾千年的豐富沉澱。三地只要加

強文化保育、推廣及產業化，定可以發展成極具活力和影響力的文化中心。 

 

6. 世界上最宜居的優質生活圈之一 

大灣區的發展不能只重視經濟，亦必須全面提升區內人民的生活質素。三地政府需推動

房屋、教育、福利、環保、醫療衛生和社區設施等的發展，將香港、澳門和廣東省共同建設

成世界上最宜居的優質生活圈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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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香港參與發展的具體建議 

 

1. 加強制度建設及支援 

1.1 成立智囊聯盟：由中央有關部門牽頭，由三地相關的智囊機構成立聯盟組織，共同研究

各項議題，制定出協同發展的行動方案。並以智庫交往帶動人文和學術交流，增進大灣

區內各界社會對整個規劃的準確理解。 

1.2 成立研究基金：特別為大灣區發展成立研究基金，資助學界、民間組織及社團等進行相

關研究，協助三地更全面和充份地把握機遇。 

1.3 優化關口的通關安排：目前三地之間有多個出入境關口，只有少部份是 24 小時通關，

而且部份關口的通關過程比較繁複。為了配合大灣區的發展，應研究在更多口岸如深圳

灣口岸等實施 24 小時通關，並簡化過關手續，以便利愈趨頻繁的跨境活動。 

1.4 成立珠海聯絡處：香港特區政府檢視駐粵辦的職責和人手配置是否能夠配合政策的推

行，並研究成立駐粵經貿辦駐珠海聯絡處，以加強與珠江西岸重要城市的聯絡。 

 

2. 打造世界級金融中心 

2.1 優化深港通計劃：包括擴大投資範圍，例如可互相認購新股、可投資衍生產品等，以及

放寛每日交易額度，並加強保障投資者，以提升灣區內資本市場的互聯互通程度，提升

整體投融資的能力。 

2.2 發展金融科技：聯合發展金融科技，透過對人工智能和電子支付等範疇的研究和實踐，

提升區內金融機構及工商業的營運效率，協助業界開拓新的發展模式。例如可打造高度

互聯的電子支付系統，以建立起一個可以廣泛應用的區域性平台，降低區內的交易成

本。 

2.3 吸引金融機構落戶香港：共同推動亞投行、金磚國家發展銀行、絲路基金，及亞洲金融

合作協會等金融機構，以及大型企業以香港為重要金融基地，從事相關的融資、財資管

理及項目風險管理等業務，並共同將灣區打造成世界級的投融資平台和財富管理中心。 

2.4 建立國家文化金融合作試驗區：三地合作在廣東省內建立國家文化金融合作試驗區，以

發展文化產業知識產權的相關金融服務，包括建立和完善針對文化企業、文化項目融資

的信用評級制度，並引導和促進金融機構創新金融產品和服務模式發展，搭建文化金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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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平台。並引導各類文化產業投資基金落戶廣東，吸引國內外文化領域專業機構及組

織進駐。 

2.5 強化人民幣業務：粵港兩地政府盡快擴大跨境人民幣貸款的試點範圍至整個廣東自貿

區；並通過合作，在區內發展融資租賃產業，進一步促進人民幣資金在粵港之間的跨境

循環使用。積極鼓勵更多合資格的非金融企業和金融機構來港發行人民幣債券，共同鞏

固及提升香港的人民幣離岸樞紐的地位。 

2.6 促進保險產品互聯互通：研究並推動香港與廣東省的保險業務互聯互通機制，在規管、

理賠及客戶保障等方面制定完善的規則，讓兩地市民可以合法購買對方的合規保險產

品。 

3. 促進專業服務發展 

3.1 成立名錄平台：聯合三地的中小企業和各項專業服務團體成立一個統合的平台，並整編

成為登記名錄，讓相關的政府部門和企業可在有需要時，能找到合適的合作伙伴，一同

提供專業服務，並聯合進行各項投資。相關機構亦要更積極主動地去推動區內的商業伙

伴進行合作。 

 

3.2 推動更多專業資格互認：擴闊目前專業資格互認的範圍，以便利更多的專業人士在灣區

內自由開展業務。措施不但能促進大灣區內現代服務業的發展，亦可促進其它商貿等產

業的發展。 

 

3.3 利用香港提供法律仲裁：充份利用香港實行普通法的優點，爭取安排區內外的融資合同

在港簽署，採用本港法律為適用法律，並向國家爭取將香港作為相關合同糾紛的法律仲

裁中心。並與粵澳主要的仲裁機構加強合作將香港建設成亞太區國際法律及解決爭議

服務中心，為區內外建設提供法律和仲裁服務。 

 

3.4 協調機場港口：加強協調區內多個機場和港口的運作，並加強人才培訓，以及促進服務

管理和保險業務等方面的發展，將大灣區打造成國際級的高增值多功能航運中心，並爭

取強化香港港口轉口貨物至內地城市的效率及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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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建設創新科技灣區 

4.1 合力發展河套區：發揮三地的優勢，大力發展河套地區創新及科技園，透過稅務優惠等

措施，共同合作加快發展創新科技產業，包括吸引更多風險投資、科技服務產業，推動

專利技術創業孵化、應用轉化，完善知識產權制度，建設創新技術與產品的供需市場。 

4.2 聯合發展智慧灣區：三地各有不同的科技優勢，例如全國六大超算中心，廣東就佔有兩

個。而香港則有高端和國際化的科研網絡等。三地應協調官、產、學、研的合作，透過

發展大數據、加強科技基建，及訂立資歷認證機制等政策，將整個大灣區發展成智慧城

市群。 

4.3 成立國家級科技創新中心：聯合向中央申請，在大灣區內成立國家級的科技創新中心，

提供最佳的科創資源和平台，盡快推出具有世界級影響力的原創成果，以推動國家及灣

區內的創新科技產業發展。 

4.4 入口免關稅：內地海關對於來自香港的大灣區創新科技所需的原材料、設備和中間產品

等，均不視為進口，而免除入口關稅。措施可降低研發等成本，為大灣區的創科產業提

供更佳條件。 

5. 打造中醫藥產業中心 

5.1 整合多元要素：整合三地中醫藥醫療、教育、科研、營銷等的優勢，將區內打造成集中

醫治療、養生保健、藥物專利等於一體的國際中醫藥產業中心。 

5.2 訂立中藥共同標準：研究就藥物規管及進出口管制事宜逐步商定一套共同標準，突破市

場藩籬，並且對彼此的出口中藥實施稅務優惠，促進中藥貿易，加強業界合作，以求地

盡其利，貨暢其流，共創商機。 

5.3 加入中醫藥科技產業園：香港加入粵澳在橫琴建立的中醫藥科技產業園，憑借著香港的

各項優勢，加強園區內檢測認證、科研和行銷等的實力，並吸引更多相關企業進入園區，

發揮集聚效應，促進中醫藥發展。 

6. 創造營商及工作友善環境 

6.1 建立一站式營商資訊平台：加強相關機構如香港貿易發展局的職能，優化及統合目前的

資訊平台，建立一站式超級營商資訊平台，以網站及資訊中心等的形式，為大灣區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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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戶提供統一而全面的共享企業資料庫、政策法規、融資渠道、企業管理、市場環境等

方面的資訊及顧問服務，協助企業打破市場藩籬，走進內地及邁向國際，積極開拓市場。 

 

6.2 打造企業輕稅負環境：內地企業稅費負擔的問題一直受到社會關注，而香港的利得稅制

則被批評為僵化。建議三地成立聯合部門，研究調低整體的企業稅負，制定有針對性的

稅務優惠政策，切實幫助稅負較重的企業。具體包括廣東省調低稅率、設定免徵額、對

小規模納稅人免徵增值稅。而香港則訂立更靈活的利得稅制以促進產業發展。 

 

6.3 推動商標及知識產權互認：加強三地商標及知識產權的合作，推動注冊資格互認，以減

低企業的經營成本，並打擊違規惡意搶註商標及侵犯知識產權的問題。 

 

6.4 改善跨境薪俸稅計算方法：靈活放寬現時港人在內地工作和停留超過 183 日，便要向內

地繳交個人所得稅的安排，包括應將出入境當天只當作半天，以及將週末、週日和節日

假期等非工作日數撇除計算於該 183 日之內等。甚至可考慮先行先試，明確規定在內地

工作的港人按香港稅率向內地政府繳稅。 

 

6.5 簡化行政安排：三地共同協作，取消市場開放的各種障礙，簡化各項行政安排，及便利

企業在創立、審計、繳稅和營運等各個環節的運作，以降低人力和行政成本。 

 

6.6 推動跨境直升機服務：將跨境直升機運輸服務擴大至廣東省主要城市，包括珠海、廣州

和中山等，以便利商務往來，推動三地更多元化的商貿和經濟發展。 

 

6.7 推動職業資歷架構互認：進一步推動三地的職業標準及資歷架構的互認，以便利香港人

在內地及澳門工作。具體包括增加更多「一試多證」項目，及增進三地職業培訓院校的

連繫和交流，並為青少年提供更多實習的機會。 

 

6.8 提供統一就業資訊平台：三地的勞動部門探討成立統一的就業資訊平台，以便利區內的

年青人跨區找尋工作，尤其可以便利香港年青人在外地尋找更好的發展機會。 

 

6.9 增設青年創業中心：參考「前海深港青年夢工場」的經驗，在南沙和橫琴這兩個自貿區

也開設類似的青年創業中心，充分利用這兩個自貿區的不同發展定位與地理位置，培養

具創新創業意念的青年，以及具高潛質的初創企業，並同時探索創新創業孵化器產業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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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的新模式。香港亦應發揮更多商貿平台和融資平台的優勢，為青年創業中心提供更

豐富的資源。 

 

7. 構建優質生活圈 

推動環保發展 

7.1 發展環保科技：三地聯合制訂完整的政策共同發展環保科技，例如設立專門研究機構，

以及協調三地專才及業界研究專門項目等，加快推動環保科技的發展，以改善民眾的生

活。 

 

7.2 發展綠色金融：因應國家「十三五」規劃建議發展綠色金融，例如發行綠色金融債券為

投資回報期較長的環保項目集資。香港可與廣東省聯合發展綠色金融，包括聯合爭取國

家金融機構善用香港資本市場的優勢，利用香港作為發行綠色金融債券的平台之一，以

推動環境保護工作。 

 

7.3 合建環保園：加強合作研究廢物處理技術，開拓可再生能源，包括共同覓地建立「環保

園」，並鼓勵企業在園內設立回收加工廠或再造品生產線，亦可設置研究所，讓三地專

才共同研究環保技術，將廢物轉化成新產品或能源。 

 

7.4 合建超級垃圾處理中心：三地合作，應用最新科技在區內興建超級垃圾處理中心，統一

處理區內的大型廢物，以紓緩垃圾堆積的問題，同時促進環保科技及環保產業發展。 

 

7.5 改善空氣污染：三地共同合作改善空氣污染，包括統一相關的預警發布機制，逐步減少

燃煤發電，並同步增加天然氣、水力、風力及太陽能發電的使用，及在珠三角海域建立

「船舶排放控制區」等。 

7.6 妥善運用水資源：共同研究保護及妥善運用水資源，包括共同研究制訂節約用水的目標

及方案，提高珠江水質量，及加強對再造水和海水化淡等技術和項目的研發合作。 

 

7.7 提高食品安全：優化三地的食品安全恆常溝通平台及機制，加強廣東省與港澳消息互通，

建立緊急應變措施，協調各方行動及釐清職責。同時完善相關監管及注冊制度，以及建

立統一而科學的食品安全標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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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8 建立聯防聯控合作機制：三地政府積極研究建立恆常的突發性環保事宜的聯防聯控合

作機制，制定相關事故的通報、監測及治理機制，透過定期聯合演習，確保機制有效運

作。 

7.9 建設超級單車徑：打通及延長香港的單車徑，並連接至廣東省綠道，打造連接整個粵港

地區的綠道網，為區內市民提供一個綠色環保、低碳經濟的交流和旅遊休閒途徑，以促

進經濟、體育和文化的發展。 

 

提供更多生活便利 

7.10 便利港人申領內地身份證：目前港人必須在內地定居才能申領內地身份證，令許多經常

在內地活動的港人非常不便。有關部門應研究在廣東省先行先試，放寛有關規定，向不

在廣東省定居的港人發放內地身份證明，以便利在內地的教育、工作和生活。 

7.11 優化廣東計劃：將「長者生活津貼計劃」加入現行「廣東計劃」，以便利內地定居的長

者。 

7.12 提供更多安老宿位：研究優化現時的「廣東院舍住宿照顧服務試驗計劃」以提升吸引力，

並在廣東省各主要城市內增加更多優質安老宿位和院舍，及提供更多配套措施，包括一

站式往返香港的安排等，以吸引長者回內地安老。 

7.13 推進病歷轉介：全面推行香港居民病歷轉介計劃，令灣區內更多城市和更多定點醫院可

以自由轉介病歷，以方便病者就醫。 

7.14 看病可享國民待遇：研究以「對數」或其他適當方式，容許居於省內的港澳人士，在內

地支付當地居民收費以使用基本醫療服務，而港澳特區政府則定期向廣東省政府繳付

撇除這些香港病人已繳收費的服務成本差額。並研究將香港醫療券的應用範圍，擴展至

廣東省及澳門主要醫院及診所。 

7.15 成立合辦醫院：參考香港大學深圳醫院的模式，讓香港及澳門比較優質的醫院在廣東省

九大主要城市建設合辦醫院，採用港澳式管理，由三地的醫療專家組成團隊，共同為市

民提供優質醫療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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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6 發展遙距醫療：透過互聯網及資訊科技等先進技術，聯絡區內各主要醫院和診所，形成

一個完善而統一的遙距醫療平台。此平台可以令部份病人只需安坐家中或指定地點即

可接受醫療機構的診療服務，為區內的市民提供更多便利和優質的醫療服務。 

7.17 容許港澳學童獲得廣東省義務教育：建議廣東省內主要城市效法深圳的做法，讓港澳籍

的學生可以和非當地戶籍學生一樣申請參加積分入學，獲得當地義務教育。 

7.18 加強高等院校合作：加強「粵港澳高校聯盟」等區內聯校組織以及高等院校之間的合作，

包括加強聯合研究工作、共同建立實驗室和研究中心，以及加強高校學生的交流互訪等。 

7.19 容許港澳居民申請廣東省公務員職位：容許港澳人士加入廣東省的管治體制，包括可以

擔任廣東省政府機構的公務員和陪審員等，以增加港澳人士認識和參與廣東省內事務

的機會，促進三地交流和溝通。 

7.20 試行香港跨境私家車無限額進入廣東：優化現時過境私家車配額制度，在港珠澳大橋先

行先試，讓經港珠澳大橋進入廣東省的香港私家車不受配額限制，令更多香港車輛可以

無障礙自由進入內地，以促進經濟發展及社會文化的交流。 

 

8. 加強文化互通 

8.1 打造嶺南文化區：將灣區內獨特的文化內涵如粵語、武術、曲藝、飲食和建築等發揚光

大，並推向全國以及海外地區。不但能加強區內的文化認同感，亦可以促進有經濟價值

產業如電影、飲食、時裝及設計等的發展。 

 

8.2 推廣中國傳統文化：三地加強推廣中國的哲學思想、中國歷史和廣東傳統文化，並加強

區內的文化文物保育工作，及將更多三地的珍貴歷史文物互相借調進行公開展覽。 

 

8.3 加強國情教育：在珠三角地區設立港澳青少年交流培訓基地，以接待港澳青少年進行國

情教育、企業機構參觀以至兩地學生交流等活動。 

 

8.4 降低電訊服務成本：降低長途電話和漫遊收費，實現廣東省與港澳無障礙互聯互通。長

遠而言，應禁止三地的電訊運營商對本地、跨地與漫遊業務實施差異收費，實現灣區收

費一體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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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 推動電視頻道落地：加強協商，讓中央電視台及廣東省內主要電視頻道能全面於香港落

地免費轉播，以加深香港人對國家和廣東省的認識和促進文化交流。 

 

 

第三章：需要關注的問題 

 

1. 避免影響本地生活和工作環境 

 

    參考美國和日本等地的經驗，城市化去到一個程度，由於經濟發展和人才聚集等原因，

可能會令部份外圍人口向城市中心集中，以致推高生活成本，令中心地帶承受過大的生活壓

力。而且，由於人才流動性增加，外來就業人口或會影響香港部份行業和年齡層的就業機會。

因此，政府應就這些課題進行專項研究，認真評估可能出現的問題，並視乎需要而提出可行

的應對措施，包括研究如何避免推高生活成本，大幅增加住屋和公共服務等措施等。  

 

 

2. 不要忽視人心互通 

 

    區域的發展應是全方位的經濟和民心的互通和交流，否則可能會出現官商熱烈但民間冷

淡的情況，故大灣區的建設絕不能忽略人心的互通。近年香港本土思潮湧現，與內地的矛盾

比較突出。三地政府在規劃建設時，應加強促進三地人民彼此的了解和溝通，及妥善處理好

具體的矛盾問題，讓大灣區的建設能順利落實。 

 

 

 

 

 

 

 

 

 

 

 

- 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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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粵港澳大灣區包括廣東省九個城市，包括廣州、深圳、珠海、佛山、惠州、東莞、中山、

江門及肇慶，以及香港和澳門兩個特區。「九市兩區」各自具有不同的優勢，而且人口約六

千七百萬人，區域面積達五萬六千平方公里，合共的地區生產總值達到一萬三千億美元，因

此具有巨大的發展潛力。只要能夠做到優勢互補，定能加快珠三角區域一體化的進程，打造

出高端、開放、創新、繁榮的國際級大灣區。 

 

2017年《深化粵港澳合作，推進大灣區建設框架協議》列出七大重點合作領域，當中第

一項，就是要推進基礎設施互聯互通，「強化內地與港澳交通聯繫，構建高效便捷的現代綜

合交通運輸體系。發揮香港作為國際航運中心優勢，帶動大灣區其他城市共建世界級港口群

和空港群，優化高速公路、鐵路、城市軌道交通網絡佈局，推動各種運輸方式綜合銜接、一

體高效。」可見，交通基建互聯互通，是大灣區建設的重要基礎及前提。 

 

有見其重要性，民建聯就有關課題進行了深入而廣泛的研究，對如何加強大灣區內海陸

空交通基建的互聯互通，提出一系列重要建議，期望可以藉著打造立體而完善的交通網絡，

促進灣區內的人流、物流、資金流和信息流的流通，將大灣區建設成世界一流的優質地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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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大灣區跨境交通基建的現狀與不足 

� 現狀 

陸路 

目前香港與內地有八個陸路過境通道，包括深圳灣、落馬洲、文錦渡、沙頭角、羅湖、

皇崗，以及西九龍站及紅磡站。再加上即將開通的港珠澳大橋以及蓮塘口岸，則有十個跨

境陸路過境通道。 

 

廣東省目前已建成以高速鐵路為骨幹的鐵路網絡，總運營里程達 2000 公里。高速公

路網亦已全面建成，通車里程達 1.1萬公里。城際鐵路網則覆蓋珠三角九市及清遠市區，

運營里程達 1100 公里。目前正規劃以廣州及深圳為核心，完善鐵路及公路網以構建珠三

角 1小時交通圈。 

 

海路 

目前大灣區內形成了香港、深圳和廣州三個門戶樞紐港。香港擁有天然深水港，港口

是全球十大最繁忙的貨櫃港之一，也是灣區內國際化程度最高的港口。香港也是亞洲著名

的國際船舶融資中心，全球十大簿記行有七所在香港設有辦事處。 

 

廣東省則基本形成了以廣州港、深圳港、珠海港、汕頭港、湛江港五大沿海主要港口

和佛山港、肇慶港兩大內河主要港口為龍頭，輻射華南、西南，面向全球的港口發展格局。

截至 2017年底，全省港口共有生產性泊位 2715個，其中萬噸級以上泊位 309個，約佔全

國 1/8。目前正研究以廣州港集團、深圳港口集團為兩大主體，分區域整合沿海 14市及佛

山市範圍內的省屬、市屬國有港口資產，進一步提升廣東省港口國際競爭力和影響力，建

設具有國際影響力的港口群，打造世界級港口航運集團。 

 

表一﹕2017年全球十大主要貨櫃港口排名 

排名 港口 
港口吞吐量 

(千個標準貨櫃單位) 

1 上海 40 233 

2 新加坡 33 667 

3 深圳 25 2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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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寧波--舟山 24 607 

5 香港 20 770 

6 釜山 20 493 

7 廣州 20 356 

8 青島 18 310 

9 杜拜 15 368 

10 天津 15 069 

資料來源﹕2018年香港港口統計數字一覽 

 

航空 

大灣區內存在香港、廣州、深圳、澳門和珠海五大民用機場。當中以香港國際機場的

國際化程度最高。現時香港國際機場是世界最繁忙國際客運機場之一，有超過 100家國際

航空公司每日提供 1100架次客貨運航班，連接全球超過 220 個航點。香港機場管理局於

2016 年 8 月展開第三條跑道系統工程，以應付長遠的航空交通需求。政府亦正研究提供

跨境直升機服務，連接香港和珠三角城市。 

 

除了五大機場外，大灣區內還有佛山、惠陽等軍民合用或軍事機場。目前全廣東省民

用機場共開通航線 530條。根據最新發布的《廣東省綜合交通運輸體系發展「十三五」規

劃》，廣東將重點打造「5（幹線機場）+4（支機機場）」的世界級機場群格局，包括在佛

山新建珠三角新幹線機場，目標是到 2020 年全省國際機場開通國際航線達 210 條以上，

民用機場旅客吞吐能力超過 1.4億人次，貨郵吞吐能力達到 610萬噸。包括廣州白雲機場、

深圳寶安機場、珠三角新幹線機場、珠海金灣機場、惠州平潭機場(深圳第二機場)等 5 大

機場，粵東西北打造揭陽潮汕機場、湛江機場、梅縣機場、韶關機場等 4 個機場，建立更

加完善的航空網絡，全力打造國際及國內航空樞紐。 

 

全省還將在廣州、珠海、汕頭、東莞、梅州、汕尾、肇慶、茂名、江門、河源、清遠

等市新建一批小型通用機場，提供公務出差、空中旅遊、空中航拍等飛行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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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足之處 

隨著大灣區整體經濟、人口的發展，社會對於大灣區各項跨境交通的訴求日益增加。然

而，大灣區內部的各項土地、空域等資源，日趨緊張，若未能與時並進作出優化，可能會制

約了整個大灣區的發展。而目前珠三角各地的樞紐連接不暢、通關客貨運效率偏低、樞紐建

設的規劃統籌分工等不足之處，將是三地政府亟待解決的問題。 

1. 三地交通網絡銜接不暢 

目前粵港澳三地交通規劃的連接並不緊密，主要是政府會根據各自的需求進行研究，導

致三大交通網的互聯互通仍然存在不少障礙。例如香港機場雖然已經通過海天碼頭和澳門及

廣東省多個城市建立了連接，但目前尚沒有直接連通兩機場的交通方式，以致造成不便，預

計這將是未來珠三角區域深化合作的一項重要內容。 

 

2. 交通換乘銜接不足 

三地海陸空通道之間的互補性，可以透過無縫銜接而得以充份利用。但珠三角目前換乘

系統的銜接仍然不足。例如香港機場近兩年來一直在完善往來珠三角的交通接駁，目前已設

立跨境快船、跨境客車等多式聯運樞紐。以跨境快船為例，鄰近香港機場的跨境輪渡碼頭—

—海天客運碼頭連接了 9個口岸，分別是東莞虎門、廣州蓮花山、廣州南沙、澳門（外港客

運碼頭）、澳門（氹仔）、深圳福永、深圳蛇口、中山、珠海九洲。不過，實際上只涵蓋 6個

城市，部份灣區城市例如江門，肇慶、佛山和惠州等仍未有開通航線。如不進一步發展新的

航線及加密班次，將不利於大灣區的交通網絡建設。 

 

3. 互相競爭多於合作 

經過多年發展，三地各自發展出具有規模的交通網絡。但由於之間缺乏足夠的協調，故

出現了重複建設，及功能重叠的問題。以機場為例，除了香港和澳門各有一個機場外，整個

廣東省在廣州、深圳、珠海、惠州、湛江、佛山和韶關等城市亦分別設有多個機場。在整個

大灣區內，設有數量如此多的機場，而且發展目標亦極為相似，無可避免會構成競爭，造成

一定程度的內耗。故三地如何在各個範疇協調發展，以發揮協同效應，是一個極具挑戰性的

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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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區域樞紐機場連接度不足 

大灣區機場的國際航點數量目前仍然偏少，根據英國 Megahubs International Index 2018的

排名，香港國際機場的國際連接度全國最高，達 230分，全球排名第 13。但廣州白雲機場則

只有 149分，全球排名第 31。而深圳寶安機場更是不入榜。數據反映，如果要將大灣區發展

成為全球主要商貿中心，及物流樞紐之一，必須要進一步加強區內各主要機場的全球連接度。

全球連接度排第一的英國倫敦希斯路機場和排第三的德國法蘭克福機場就是兩個成功的樞

紐機場例子。 

5. 空域不足局限發展 

在方圓不足 200公里的珠三角狹長範圍內，彙集了香港、廣州、深圳、澳門和珠海五大

民用機場，此外還有佛山、惠陽等軍民合用或軍事機場，珠三角區域的機場分佈密度非常大。

而且，廣東省將在十三五期間，新建珠三角新幹線機場，並擴建廣州白雲機場，寶安機場及

平潭機場等機場，預料將會加劇區內空域緊張的情況。由於目前各個機場的管制空域基本上

按行政區劃設，在機場密集的情況下，各機場管轄空域狹小又要保留一定的安全保護區域，

所以導致了空域不能充分利用，再加上眾多航空交通流彙集於珠三角上空，空域重迭、航班

量大、起降頻繁，使得飛行空域異常緊張，航班延誤的情況嚴重。 

 

根據《2018年 7月全球航空公司到港准點率報告》的資料，大灣區內多家航空公司的準

點率都普遍低於主要競爭對手。例如日本航空、大韓航空及新加坡航空等，準點率都達到 90%

以上。而南方航空則只有 78%，香港國泰航空也只有 81.3%。區內的航班若經常延誤，可能

會令更多旅客轉飛至區內毗鄰更準時、更可靠的航運樞紐。一旦發生這個情況，香港以及灣

區內航空業及相關經濟利益將蒙受無可彌補的損失。這些延誤嚴重削弱了香港以及大灣區作

為進出中國門戶、亞洲主要航空樞紐，以至國際重要旅遊及商務中心的地位。  

 

6. 通關效率仍有待提升 

香港和深圳部份口岸已接近飽和，現有的容量已無法完全滿足跨境的需求。例如深圳灣

口岸在 2015年的日均客流量，已達 10.3萬人次，已遠超當初設計 6萬人次的負荷。預料隨

著香港和深圳西部繼續發展，深圳灣口岸將要承受更大的壓力。而且，內地與香港多數口岸

仍需雙邊查驗，雙重輪候，亦使通關效率受到較大影響。在貨物運輸方面也是如此。目前香

港轉運的運輸程序非常繁瑣，例如在香港，轉運貨物時必須使用專門用於航空運輸的集裝器，

但集裝器需要經過報關、清關手續，故導致效率低下，成本亦提高。 



7 

 

 

第二章：大灣區跨境交通基建規劃建議 

� 軟件 

1. 優化空域安排 

2007年國家民航局、香港民航處及澳門民航局共同制訂了《珠江三角洲地區空中交通管

理規劃與實施方案(2.0 版本)》，根據統一規劃、統一標準、統一程序的原則，制訂多項短、

中、長期改善空管、優化空域安排的措施。多年來取得了一定的成績，包括新增新空管移交

點及相關航道，以及調整了珠海空域結構及新增了外圍航道等。 

 

不過，相對於大灣區龐大的空中服務需求，目前的改善成果仍然遠遠落後。建議三地政

府加強協調，並加快落實各項優化措施，並進一步優化空域，騰出更多空間讓航空公司擴展

服務。此外，應考慮重新編排有關管制的優次緩急，並考慮為香港及灣區內其他地區前往各

地城市的航班開設備用航道，以供當現有航道及領空受到廣泛管制時使用。當局亦應將香港

航空交通流量同時納入內地空中流量管理系統一併考慮，使香港的航班運作更有秩序、更穩

定。 

 

此外，亦建議制定空域管理的相關條例，以科學配置空域資源、更規範地管理航空行為，

以促進大灣區的航空業發展。而粵港澳三地亦應考慮成立聯合空中管理中心，以創新模式處

理大灣區的空域管理問題。這方面可以參考歐洲的經驗。歐洲各界在歷史上也曾面臨空域管

理的問題，以致航班延誤嚴重。為解決這一問題，歐洲致力於建立歐洲單一天空(Single 

European Sky)，透過統一協調去處理空域不同的問題，其中之一就是成立 The Maastricht Upper 

Area Control Centre(MUAC)，以管理比利時、德國北部、盧森堡和荷蘭的空域，並確保這些區

域的航班高效及安全。透過多國共同管理的模式，MUAC 令區域內的航班準時率長期高於

90%，2013年更高達 99.5%。MUAC的做法值得大灣區三地的航空部門參考。 

 

2. 推動智能通關 

目前大灣區內的口岸通關仍採用較傳統模式，旅客出入皆需要出示證件，而且多個環節

都要靠人工操作。據研究，傳統安檢系統每小時通過一百六十人左右。但隨著人工智能等技

術的發展，通關效率得以大大提高。例如目前北京首都機場，及杭州蕭山機場等地，已開始

試驗人臉識別技術，自動對旅客進行身份識別和身份信息綁定，以提高通關效率。據說中科

院也在開發「無紙通關」技術，未來旅客可以不用登機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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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這些技術試驗成功，建議應在大灣區內各個口岸都予以運用，務求大幅提高通關效率，

促進人流物流的往還。與此同時，應考慮全面提升各口岸的資訊科技系統，以免因系統過份

老舊而影響通關效率。 

 

3. 優化跨境車牌制度 

目前香港私家車可以透過常規配額的兩地跨境車牌制度，以及「過境私家車一次性特別

配額」制度，取得進入內地的資格。但常規配額制度的申請條件較多，很多港人都不符合資

格。而特別配額制度目前則只在深圳灣口岸實施，而且必須逐次申請，而兩次申請之間必須

相隔最少六個星期，也令不少香港私家車主感到不便。 

 

香港與內地有關方面可以放寛相關安排，在多個相關口岸，包括深圳灣、文錦渡及港珠

澳大橋等口岸，優化「過境私家車一次性特別配額」制度，採取「一次辦理、多次使用」模

式。申請者在辦理手續時，由口岸查驗部門進行手續審批後，可獲「一次性配額資格」，為

期三年。在此期間，當車主及該登記車輛需要出入口岸，僅需要在出發到口岸的 24小時前，

通過網絡查看出行當天的可預約配額，然後提交簡單的電子信息登記，即可在預約的日子裡

駕駛車輛過境。一切的手續辦理及費用繳交，均可在網上處理。中期而言，應考慮放寛配額

制度，令車輛進入特定配額的口岸後，可以在任何一個其他口岸離境，以增加靈活性，減低

時間成本。長遠亦可研究在個別口岸如港珠澳大橋取消所有配額制度，令更多香港車輛可以

無障礙自由進出內地。這樣就可以充份發揮各個跨境口岸的潛力，大大便利香港私家車進出

內地進行商務或生活旅遊活動。 

 

4. 主要口岸實施 24小時通關 

目前三地之間有多個陸路及海路出入境關口，但只有三個口岸，即落馬洲口岸，港珠澳

大橋及港澳客輪碼頭是 24 小時通關，其他口岸均有通關時間限制。如羅湖口岸及深圳灣口

岸是上午 6時半至午夜 12時開放，文錦渡口岸則是上午 7時至晚上 10時開放。鑒於跨境活

動日趨頻繁，而預計隨著大灣區的發展，這股趨勢更是有增無減，香港與內地政府應研究在

更多主要口岸如深圳灣口岸等實施 24小時通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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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優化口岸通關手續 

不少跨境人士，以及物流業人士都反映，多年來不少口岸的通關效率雖然不斷提高，但

通關過程仍然比較繁複，需時較長。例如在皇崗口岸，跨境人士需要在兩個口岸分別上下車

一次，而且必須擕帶身上所有行李，造成不便。港珠澳大橋則仍然實行三地三檢，增加了通

行時間。而物流業亦表示，部份內地陸路口岸的驗貨標準有時並不清晰，而且手續較為繁複，

他們往往需在口岸等候數小時過關，大大影響了通關效率。另外，業界反映，本港轉口貨物

的清關手續比較繁複，亦有進一步簡化的空間。 

 

為了配合大灣區的發展，打通人流和物流，兩地口岸應研究簡化過關手續，包括在更多

口岸如皇崗口岸實施一地兩檢，甚至研究實行合作查驗，一次放行的兩地一檢模式，並將各

項要求進一步公開及透明化，以便利愈趨頻繁的跨境活動。 

 

此外，在國家政策上亦應進一步簡化轉口貨物的清關手續，包括研究在內地的指定區域，

允許轉口香港的貨物可以使用航空運輸的集裝器等。亦可研究在口岸建立儲存櫃，以便利貨

物通關。長遠亦應研究在珠海建立貨物轉運/集散中心，鼓勵航空貨物的陸路運輸經珠港澳大

橋向粵西分流，以減輕皇崗口岸、虎門大橋一線的運輸壓力，從而提升香港乃至整個大灣區

作為國際貨運樞紐的競爭力。 

 

6. 進一步發展預辦登機服務 

目前灣區內部份機場如香港國際機場，有提供預辦登機服務。旅客可以在 6個車站如廣

州正佳廣場，及深圳灣口岸，以及 9個快船口岸如東莞虎門等，辦理預辦登機服務，託運行

李，領取登機證及申請退還已邀付的離境稅。此項服務為旅客提供了極大的便利。未來香港

應考慮將服務擴展至更多地方，例如酒店、碼頭、車站及會展場館等等。 

 

表二﹕香港國際機場預辦登機服務點 

快船口岸 (9個) 
東莞虎門、廣州蓮花山、廣州南沙、澳門(外港客運碼頭)、 

澳門(氹仔)、深圳福永、深圳蛇口、中山、珠海九洲 

車站 (6個) 
東莞塘廈、廣州正佳廣場、深圳灣口岸、深圳寶安國際機場、 

深圳京基百納廣場、深圳北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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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香港國際機場網頁 

7. 取消乘客登船費 

現時香港海事處按法例向境外線渡輪擁有人徵收每人 11 元的乘客登船費，而該費用會

轉嫁乘客。但本港各種陸路跨境交通工具均沒有徵收類似的乘客登車費，因此，登船費對經

水路離境的乘客不公平。而且，三地政府當中，唯獨香港政府徵收該項不利於互聯互通和經

濟融合的乘客登船費，長遠可能會影響三地居民坐船出行的意欲，長遠而言對大灣區的海路

客運服務有負面影響。香港政府應盡快取消此項收費，以促進大灣區航運服務的發展。 

 

8. 吸引新血進入交通行業 

目前交通運輸行業面臨人手短缺的問題，而且由於行業利潤有限，且政府支援不足，以致吸

引新人入行比較困難，制約了行業的發展。故此，政府應研究透過不同措施吸引人才，例如

便利企業提供更多福利配套，包括交通及住屋福利，及研究為部份工種制訂資歷架構等。另

外，亦應研究在香港境內或境外如珠海等鄰近城市，設立後勤支援基地，讓人力資源調配更

有彈性，令企業可以更容易吸引及培訓新血。 

 

� 硬件 

9. 合併部份機場 

目前大灣區內各個機場都各自營運，存在一定的惡性競爭情況。有關方面可以研究合併

部份機場，以共同管理的形式運作，提高使用效率，並騰出更多可用空域。這方面可以參考

外國的相關經驗。歐洲機場(EuroAirport)始建於 1946年，在法國境內，但同時是瑞士巴塞爾

(Basel)、法國米盧斯(Mulhouse)，以及德國弗賴堡(Freiburg)三地共用的機場。另外，位於瑞士

的日內瓦機場，地點位於瑞士日內瓦，但非常靠近法國邊境。此機場同時由兩國管理，故旅

客可以在這機場內選擇入境任何一個國家，非常方便。 

 

故此，可以研究將大灣區內客貨流量較少，但距離又比較接近的機場，進行合併管理。

合併之後，可以用一個機場就服務兩個或三個區域。類似建議並非新事物，早於 2009 年，

時任廣東省政府副秘書長、發展研究中心主任謝鵬飛就曾建議，珠海和澳門機場合併，在橫

琴重新整合為共建、共用的新機場。可見，有關方面也看到共同機場的可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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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優化海陸空聯運安排 

海陸空聯運網絡越完善，整個大灣區交通運輸系統就會越有效率。過去大灣區內的聯運

安排比較不足，以致未能發揮交通樞紐的功能。香港運輸及房屋局在 2018 年 2 月，與中國

民用航空局簽訂備忘錄，在《內地和香港特別行政區間航空運輸安排》下新增多式聯運安排，

讓雙方的航空公司可以與海運及陸運承運人推出多式聯運代號共享服務。在陸運服務方面，

雙方指定航空公司可在香港與深圳之間使用巴士開展陸空多式聯運服務。此舉可以大大提升

大灣區的國際交通樞紐功能，並優化灣區內的交通基建互聯互通。 

 

然而，目前的安排仍只在初期階段。例如只在 5個內地口岸城市，即深圳、廣州、中山、

東莞和珠海往來香港的快船服務開放內地與香港之間海空多式聯運代號共享，部份較為繁忙

的港口如清遠港則仍未被納入。建議雙方繼續優化有關安排，在更多口岸實施海陸空聯運安

排。例如，香港海天碼頭可以視乎未來的發展情況，開通往大灣區九市的所有航線，包括江

門、肇慶、佛山、惠州等。另外，海天碼頭可檢討目前日均 99班高速船的限制，視乎需求而

增加航班。 

 

11. 重新研究港深西部快速軌道  

香港和深圳政府早在 2008 年開始，共同研究興建鐵路以連接兩地機場，以加強空港合

作，並推動兩地西部地區的發展。根據路政署的《鐵路發展策略 2014》，政府憂慮有關項目

的整體財務可行性，故決定暫時擱置項目。但亦表示會密切留意前海的發展情況，及日後跨

境運輸需求的任何顯著增長及發展參數的變化，會另行研究興建一條連接香港及前海的跨境

快速軌道的可行性。 

 

經過多年的發展，現今環境與當年相比已有不少改變。前海作為廣東省自貿區的一部份，

近年的發展一日千里。而香港政府在今年的施政報告中，亦宣布將推行「明日大嶼」願景計

劃，在大嶼山一帶填海近 1,700公頃，為多達 110萬人口提供居住地方，及發展第三個商業

核心區。可見，在深圳和香港的西部地區，建立更快捷的連結通道，已變得越來越有必要。

故兩地政府應重新考慮興建港深西部快速軌道，其目的不再只是連結兩地機場，而是連結兩

地的核心區域，以促進港深西部地區的發展。方案之一，可以是在現有的西鐵網絡上興建支

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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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探討興建港深東部快速軌道 

過去深圳東部的發展一直落後於深圳西部，由於跨境需求不大，故目前港深兩地在東部

只有沙頭角和文錦渡兩個陸路口岸。但深圳市近年推動城市東進戰略，推動東部發展軸由羅

湖、鹽田向龍崗、坪山、大鵬延伸，建設與西部中心功能協同，互相呼應的東部中心。為配

合發展，將興建 6條鐵路、14條城市軌道。故未來，港深東部的立體交通連接需要將會越來

越大。目前蓮塘口岸的開通，只是打通了公路連接，在鐵路方面仍有發展空間。 

 

故此，建議兩地政府就興建港深東部快速軌道展開探討，以連接兩地鐵路網，便利人流

及貨流可以達到「東進東出」的目標。 

 

13. 建設組合港統一營運 

香港是國際航運中心，但近年內地幾個港口的發展一日千里，部份甚至已超越香港。大

灣區內，以深圳，香港和廣州的排名最高。但港口之間其實一直存在競爭關係，如果按目前

的趨勢發展下去，競爭情況可能會越加劇烈，反而不利於整體區域發展。 

 

為了推動區域協調，共享雙贏，三地政府應考慮統籌港口規劃，不但促進區域內各港口

合理分工，協同發展，更可研究在珠江口建設聯合港口，將兩個或多個城市的港口集中營運，

並效法美國紐約與新澤西港口事務管理局(PANYNJ)的先例，成立聯合機構，進行統一管理。

這個策略可以大幅減少大灣區內不同港口間的惡性競爭，提高營運效率，將大灣區的航運樞

紐做大做強。 

 

14. 增加港珠澳大橋人工島泊位 

港珠澳大橋是大灣區內重要的跨境基建，只要有完善的配套措施，定可大大促進香港、

澳門及廣東西部地區的連接。大橋澳門邊檢大樓已預留 3000 個輕型車泊車位，以應付未來

龐大的需求。但香港口岸人工島卻只提供約 650個泊車位，遠遠低於實際需求。故此，香港

特區政府應增設香港口岸人工島的泊車位至 5,000個以上，並加快以多層地庫模式建造停車

場的進度。同時，應發展手機應用程式及網頁，實行港珠澳三地實時車位協調，以方便市民

和旅客了解當日泊位情況，實時追蹤停車場車位數量的變化，以及進行預約泊位服務及付費，

以便更有效分配車位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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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建設超級單車徑 

廣東省自 2010年開始，全力打造珠三角綠道網，截至目前，全省綠道建設累計超過 12000

公里，全省綠道網已基本成形。綠道網的設立，可以為市民提供一個綠色環保、低碳經濟的

交流和旅遊休閒途徑。為了將大灣區建設成全球最宜居的地區之一，香港應研究打通及延長

香港的單車徑，並連接至廣東省綠道，以打造連接整個粵港地區的綠道網，以提升區內的生

活質素，以及推動經濟、體育和文化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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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現時本港已踏入人口老齡化，2017 年長者人口高達 122 萬，預期到 2036 年增加至 237

萬，長者佔香港總人口會由同期 17%激增至 31%；與此同時，到內地退休長者亦為數不少，

據統計處 2011年資料顯示，有超過 11萬 60歲以上長者長居內地，而當中有 71.7%屬於退休

人士，上述數字反映出，長者到內地退休已成為新趨勢。 

 

    目前，香港存在安老難的問題。由於醫療成本高昂以及土地及專業人手等的不足，令到

優質護老院等護老服務相當缺乏。根據 2019 年 1 月份數據，香港共有 40630 名長者輪候護

養院和護理安老宿位，每名長者平均需要輪候高達 39 個月。如此長期的等待，令許多長者

得不到應有的照顧，以致出現不少家庭糾紛和悲劇。 

 

事實上，相對於香港高物價，土地資源不足的情況，廣東省不少城市有較大的優勢，例

如相對物價較低，人均生活空間較多。故此，不少香港長者選擇到廣東省內養老，是有著現

實的考慮。但是，由於醫療服務水平不足，以及福利可攜性的限制，以致阻礙了長者在大灣

區內異地安老。 

 

   《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指出，要「深化養老服務合作」。只要粵港澳大灣區內的

各大城市，透過改善福利醫療及交通等安排，及在省內鄰近城市提供更多設備完善的安老院

舍，香港的長者則可以更便宜或相若的價錢，享受更優質的環境和安老服務。有見於此問題

的重要性，民建聯就有關課題進行了深入而廣泛的研究，對如何推動在大灣區內的跨境安老

事宜，提出一系列重要建議，將大灣區建設成世界一流的安老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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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跨境安老的現狀與困難 

 

現狀與困難 

 

1. 福利難過境 

現時，香港長者可享有不少福利，但如果跨境在外地居住養老，部份福利則難以享受，有些

需要山長水遠定期回港領取，增添了不少麻煩。例如香港長者可在境外享有俗稱生果金的高

齡津貼、以及綜援津貼等等。但傷殘津貼，以及長者醫療券等則仍未能跨境享用。而且，長

者在香港的公立醫院就診，可享有政府大量補貼，但在內地醫院就診，若没有社保則只能付

原價。如果是一般的小病可能還好，如果是大型手術，則費用可能是天價，故令不少有意到

內地安老的香港長者因而卻步。 

 

香港新家園協會在 2014 年發布了《港歸長者在穗養老狀況研究》報告，結果顯示，由於福

利過境政策並不全面，令居住內地的香港長者既無法再享受香港的許多福利，又因無當地戶

口而無法享受醫保和社保等福利，使長者處於兩難的境地，情況極不理想。《粵港澳大灣區

發展規劃綱要》已提出，要「提高香港長者社會保障措施的可攜性」。可見，中央亦非常鼓

勵推動香港福利跨境使用。 

  

 

2. 醫療水平有差異 

長者選擇安老地區的重要條件之一，就是要有高水平的醫療服務。香港的醫療水平世界聞名，

不少長者長期在香港生活，到香港的醫院就診，早已習慣了香港高水平模式的醫療服務。如

果到外地就醫，會非常關注當地的醫療水平。事實上，大灣區三地當中，也是以香港的醫療

水平較高，鄰近澳門及廣東省的醫療服務質素近年不斷提升，但由於體制等的差異，醫療水

平和香港仍存在一定差距。 

 

根據彭博 2018年最新公布的醫療效率(Health Care Efficiency)全球排名，香港名列全球第一，

中國內地則名列第 20。由於三地的醫療水平存在差距，令不少香港長者，尤其是有長期病患

的長者不敢離境到外地養老。 

 

排名 國家或地區 分數 

1 香港 87.3 

2 新加坡 85.6 



4 
 

 
 

3 西班牙 69.3 

4 意大利 67.6 

20 中國內地 54.6 

資料來源﹕彭博 

 

3. 醫養結合機制未完善 

近年來醫養結合已成為安老的一個重要模式，此模式是指將社會資源中的醫療資源與養老資

源相結合，為老年人提供全方位的醫療照護及養老服務。機構利用「醫養一體化」的發展模

式，集醫療、康復、養生、養老等為一體，為長者提供優質的安老環境。 

 

然而，香港由於土地缺乏及人手不足等問題，在醫養結合方面未盡完善。安老院舍時有出現

虐老情況，居家安老又因科技及體制等問題，未有太大進展。反而內地近年非常重視有關問

題，並付諸行動。中共十九大報告就明確要求，「積極應對人口老齡化，構建養老、孝老、敬

老政策體系和社會環境，推進醫養結合，加快老齡事業和産業發展」。廣東省由於鄰近香港，

土地資源較為豐富，人手調配較為靈活，再加上在中醫療養方面走得較前，故在長者醫養結

合機制發展方面有較大優勢。《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亦提出，要「推進醫養結合，

建設一批區域性健康養老示範基地」。可見，中央亦非常鼓勵有關做法。只要粵港澳三地有

關部門能加強協調，重視有關問題，加快推進相關政策，可望將大灣區打造成國際知名的長

者醫養結合機制示範區。 

 

 

外地情況與經驗 

北京 

據統計，截至 2015年底，北京全市 60歲以上的戶籍老年人口約 315萬，佔總人口 23.4%。

由於高齡、失能、罹患慢性疾病的長者人數不斷增加，令北京的安老資源及醫療配套等負擔

日漸加重。與之相比，鄰近的天津市和河北省擁有較多的安老資源，而且物價較低，故北京

市在 2016年，與天津和河北省簽訂了《京津冀養老工作協同發展合作協議》，以「政策隨老

人走」的原則推動一系列措施，為北京市長者提供更多更好的安老選擇，鼓勵和便利他們安

排最適合自己的城市跨境異地安老。 

 

1. 居住年期﹕必須為北京市戶籍長者。 

 

2. 福利涵蓋的地方﹕河北省和天津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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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具體補貼及可攜性福利﹕ 

z 異地養老交通津貼﹕京籍長者赴天津河北省養老，每人每月可獲 100元交通補貼。 

z 試點機構營運補貼﹕試點安老機構若接受京籍長者異地養老，可獲得北京市每床每月

300至 500元的營運補貼，每半年發放一次。 

z 設立北京通--養老助殘卡﹕所有相關政府補貼會直接發放到長者的卡上，補貼可直接用

於消費。 

 

4. 設立異地就醫結算平台﹕北京市政府公布《關於北京市參保人員在河北省就醫有關問

題的通知》，規定河北省醫保定點機構，可作為北京市醫療保險參保人員異地就醫定點，

北京市參保人員可以在河北定點醫療機構享受本市醫保待遇。在醫療費用異地結算方

面，津冀地區亦已建立異地就醫即時結算平台。根據人社部資料，截至 2018年 4月 30

日，京津冀跨省異地就醫住院醫療費用直接結算定點醫療機構達到 1115 家，當中北京

673家，天津 170家，河北 272家。 

 

 

澳洲 

澳洲 65歲或以上的長者數目，由 2007年的 270萬人上升約 40%至 2017年的 380萬人。長者

在整體人口的比例，同期亦由 13%上升至 15%。面對老齡化及本地物價高，安老成本上升等

的問題，不少澳洲長者選擇到外地安老。澳洲政府亦因此優化福利可攜性制度以便利國民。 

 

政府規定 65.5歲或以上的長者居民可享有無須供款的高齡福利(即老齡養老金)，16歲至 65.5

歲的殘疾居民則可申請無須供款的殘疾福利(即傷殘支援津貼)。 

 

1. 居住年期：老齡養老金及傷殘支援津貼的海外受助人，一如本地受助人，須於提出申請

前在澳洲住滿 10年或以上。 

 

2. 福利可攜性涵蓋的海外地方：至目前為止，海外受助人可在 31個與澳洲簽訂了雙邊協

議的國家(例如加拿大、美國、英國、日本及南韓)領取福利金。 

 

3. 海外福利金水平：就傷殘支援津貼而言，本地與海外受助人領取的津貼金額相同。至於

老齡養老金，若海外受助人自 16歲起計在澳洲居住至少 35年，他們領取的福利金額會

與本地受助人相同。然而，若他們的居住年期少於 35年，政府便會採用比例可攜性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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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按比例計算他們可獲發放的老齡養老金。此項比例可攜性規則，旨在使澳洲的制度，

貼近與其簽訂雙邊協議的夥伴所採用的供款福利制度。 

 

至於額外補助方面，所有海外受助人只可享有養老補助金的基本金額，即相等於本地受

助人獲享金額的 62%，這主要是由於補助金的"主要部分"(例如商品及服務稅、水電費、

電話費等)是按本地生活的情況而計算。 

 

4. 不可攜的醫療服務：與香港相似，澳洲並無為海外福利受助人，提供任何可攜的醫療服

務。 

 

5. 澳洲的福利可攜性制度似乎反應不俗。2014年至 2017年期間，老齡養老金的海外受助

人數由 87000人上升至 89000人，在 3年間增加了 2%。整體而言，約有 3%的澳洲國民

在海外領取養老金。 

 

瑞典 

瑞典 65歲或以上的長者數目，由 2007年的 160萬人上升 25%至 2017年的 200萬人，長者佔

整體人口的比例同期亦由 18%上升至 20%。瑞典於 1913 年推出無須供款的全民高齡及殘疾

福利。65歲或以上長者如在瑞典住滿至少 3年，可申請無須供款的"保證養老金"。 

 

1. 居住年期：非供款式保證養老金的海外受助長者，與本地受助人一樣，必須曾在瑞典居

住 3年或以上。同樣的居住年期要求，亦適用於本地及海外殘疾福利受助人。 

 

2. 福利可攜性涵蓋的海外地方：2017年，海外受助人可以在歐洲經濟區(European Economic 

Area)、瑞士及加拿大合共 33個國家收取其(i)長者保證養老金；及(ii)殘疾人士的活動補

償或疾病補償福利金。36海外受助人只需每年更新其"在世證明文件"，並呈交予瑞典退

休金局，便可在該 33個居住地收取瑞典的福利金。 

 

3. 海外福利金水平：瑞典的長者及殘疾褔利的海外受助人，與本地受助人一樣享有相同金

額的福利金。然而，旨在協助本地受助人應付日常生活、工作或學習所需的額外傷殘津

貼，則不可於瑞典境外地方領取。 

 

4. 醫療服務的可攜性：有別於香港和澳洲，瑞典的長者及殘疾福利海外受助人，可在歐洲

經濟區及瑞士享有醫療服務優惠。這主要是由於歐盟對社會保障福利的可攜性訂有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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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這些海外受助人可在其移居的國家，以適用於當地居民的標準診金付費使用公共醫

療服務。反之，歐洲經濟區及瑞士居民，亦可在瑞典使用類似的本地醫療服務。 

 

5. 在這些福利可攜安排下，瑞典的保證養老金的海外受助人數目，由 2014 年的 97000 人

增加至 2017年的 127000人，3年間增幅達 31%。整體而言，約有 5%的瑞典長者在海外

領取保證養老金。 

 

 

第二章：具體建議 

 

優化福利可攜性制度 

 

1. 擴大長者醫療券的應用範圍 

目前醫療劵在深圳港大醫院運作比較順暢，使用人數由 2015年 12月的 1090 人次提升

至 2018 年 1 月的 3508 人次，且有逐年上升趨勢，顯示長者醫療券在內地的需求非常

大。香港應研究將醫療券的應用範圍擴大至住院服務及日間手術程序等，並將適用地點

擴展至廣東省及澳門主要醫院及診所。由於應用範圍和地點都擴大了，故政府也應研究

相應提高醫療券面額，讓更多長者受惠。 

 

2. 擴大長者社區服務券應用地點 

香港社會福利署於 2013年 9月，推出「長者社區照顧服務券試驗計劃」，採用錢跟人走

的資助模式，讓合資格長者可因應個人需要，選擇合適的社區照顧服務。目前合資格長

者，必須在社署安老服務統一評估機制下，被評定為身體機能中度或嚴重缺損，並正在

資助長期護理服務中央輪候冊(中央輪候冊)輪候資助社區照顧服務及／或院舍照顧服

務，而尚未接受任何院舍照顧服務或資助社區照顧服務。政府可研究將計劃擴至大灣區

內養老的長者。 

 

3. 優化現行跨境福利計劃 

為了讓長者安心在大灣區跨境安老，政府已允許合資格長者無須定期回港，就可領取綜

援以及高齡津貼等福利金。這本是一項德政，但在細節方面存在不少問題。例如現時綜

援受助人入住香港私營安老院時，大項雜費如尿片、奶粉等，都能以實報實銷形式獲取

資助。但若入住境外如廣東省的安老院舍，則不能報銷。建議政府研究優化現行跨境福

利計劃的所有缺漏，令在大灣區跨境安老的長者可以百分百享受香港的福利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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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優化傷殘津貼 

為傷殘津貼推出福利跨境可攜性安排，讓年滿 65歲的合資格傷殘長者可更安心地選擇

長期到內地定居，而不用擔心回港領取津貼的麻煩。 

 

5. 加強協助安老團體 

 

6. 協助社福機構擴建內地安老院舍 

期望社署放寬為鼓勵社福機構擴建而設的「私人土地作福利用途特別計畫」，擴至內地

項目，以協助社福機構在內地擴建吸引港人入住的安老院舍。例如目前香港復康會在深

圳鹽田設有安老院「頤康院」，目前運作情況理想，入住率有九成，當中香港長者佔六

成，據悉復康會有擴建的計劃。如果新政策能落實，相信能更有助社福機構在大灣區內

展開更多類似項目，令更多長者受惠。 

 

7. 協助安老院舍處理法規問題 

現時本港社福團體在內地面對法律身份問題，它們需按國內民辦福利機構之註冊法規

以無限責任公司身份注冊，因為一旦採取有限公司注冊，則難以享受民辦福利機構能獲

得之相關稅務優惠。建議特區政府和廣東省加強協商，給予營辦安老服務的團體合適的

法律身份，令它們在內地更容易開展服務。 

 

8. 扶助私人安老院舍 

除了非牟利團體，不少私營機構也有意在內地開辦高質素的安老院舍。《粵港澳大灣區

發展規劃綱要》提出，「支持港澳投資者在珠三角九市按規定以獨資、合資或合作等方

式興辦養老等社會服務機構」。可見，中央亦非常重視有關議題。政府可在行政上及法

規上，予以支援，協助有經驗的私營機構發展。亦可研究將部份對本地長者安老的資助，

例如社會福利署於 2017年推出的「長者院舍住宿照顧服務券(院舍券)試驗計劃」，擴濶

應用範圍至整個大灣區。 

 

9. 興建長者安老小鎮 

研究鼓勵及協助相關有經驗的機構，在內地大灣區城市興建長者安老小鎮，內里興建低

密度的長者公寓，以及適合長者的娛樂生活設施如悠閒公園等。亦應興建港式或世界優

質的醫療機構，令香港長者安心居住。若有必要，香港政府應考慮直接參與整個安老小

鎮的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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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加快推動智能安老 

 

11. 推動智能安老 

目前的安老服務以人手密集為主，對創新科技方面的應用仍然落後，以致影響安老服務

的質素。若香港可在大灣區開辦優質醫院及安老設施，並將最新穎的科技應在用安老服

務方面，將可令不少長者在內地享用與香港一樣，甚至更優質的醫療服務，因而對回鄉

安老更加放心。建議有關部委推出相關的政策，以及推出財政優惠等，以協助及鼓勵港

澳團體在粵港澳大灣區建立智慧安老社區，發展推動跨境養老的智慧安老服務和配套。

具體包括鼓勵鋪設家居智能網絡系統、推動遠程醫療保健系統並配合本港推行的電子

健康紀錄互通系統，以方便長者在社區內獲得由醫護或專業人員提供的定期身體檢查、

並發展智能化長者生活戶口以方便長者查詢個人各類生活和醫療等服務的使用情況。 

 

12. 提升醫療及安老服務 

 

13. 與優質醫院建立合作伙伴關係 

香港可以自行制訂嚴格醫療標準，並設立認證制度，與符合標準的內地優質醫院建立合

作伙伴關係，讓在當地養老的香港人可以更放心地到這些有香港標準認證的醫院就醫。 

 

14. 提供更多安老宿位 

研究優化現時的「廣東院舍住宿照顧服務試驗計劃」以提升吸引力，並在廣東省各主要

城市內增加更多優質安老宿位和院舍，以及在各主要大灣區城市的優質安老院舍提供

政府買位服務，在短時間內增加安老宿位。目前深圳鹽田，由香港復康會興建的頤康院，

以及位於肇慶，由伸手助人協會營辦的護老頤養院，都有為香港政府提供買位服務。兩

院舍共提供 600個宿位，部分將由政府買下，再供輪候冊上的長者選擇入住。政府應將

買位服務考慮擴大至非港資優質安老院舍。 

 

15. 跨境救護車服務 

目前內地救護車不得越過邊界直接到香港，在內地居住的香港長者召喚了當地救護車

到就近關口後，必須換為香港的救護車前往北區醫院，到了急症室後才再按長者的病情

依緩急次序就醫，這樣來來回回非常折騰。根據消防處資料，每年救護車奉召到過境口

岸移送病人到醫管局醫院大約為 5000多宗，若攤開每天來計算，即每日大約逾十五宗。

特區政府應與內地商討，設立跨境救護車互通機制，即是容許兩地救護車可以跨境直接

接載長者，無須在邊境口岸接駁。兩地應就交通規例及發牌制度等問題進行磋商，透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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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政府機構專門營辦跨境救護車服務，並於特定口岸設立專營救護車通道，使有需要的

長者可直接到指定醫院接受緊急醫療服務。 

 

16. 建立異地醫療費用報銷機制 

目前港人可在本地享有公立醫院的補貼服務，但在香港以外的大灣區城市就醫，由於不

能如當地市民般享受政府補貼，因而需要付出相對較多的費用。期望香港政府參考本地

公立醫院的人均補貼比例，與灣區內其他城市協調，建立異地醫療費用報銷機制，令長

者在香港以外地方就診時，可在指定認證的優質醫院同樣享有本港的醫療福利。 

 

17. 加強三地醫療合作 

香港大學與深圳市在 2012 年起，合辦香港大學深圳醫院，引進香港乃至國際的現代化

管理模式和先進的醫療技術，通過改革創新和資源互補，為市民提供優質的醫療服務。

目前床位有近 2000張，日均門診量 8000-10000人次，已於 2017年底正式成為國家三級

甲等綜合醫院。而在 2016 年的深圳市全市醫院滿意度調查結果中，港大深圳醫院病人

滿意度為深圳市屬綜合性公立醫院第一名。證明港式醫院的實力已受到國家認可及病

人接受，其發展模式及經驗值得在內地進一步推廣。 

 

建議內地省市參考香港大學深圳醫院的模式，讓香港及其他國家地區比較優質的醫院

在內地主要城市建設合營醫院，由內地與香港及其他國家地區的醫療專家組成團隊，共

同提供優質醫療服務。短期而言，可先在最多香港人聚居的珠三角城市如中山、珠海、

廣州等地興建港式醫院。待條件成熟後，再進一步推廣至其他城市。同時，應用同樣模

式開設合辦診所，把合辦服務範疇從住院服務擴展至普通門診、專科門診及日間醫療程

序服務等（例如即日出院的手術服務），以滿足病人不同的需要。並研究三地及國際優

質的醫療機構成立聯合醫學院，以共同培養高水平的醫護人才。 

 

18. 推出大灣區醫療保險 

目前本港並無針對大灣區的醫療保險計劃，有意跨境安老的長者只能購買包含區域較

大，但同時費用也較昂貴的保險計劃。政府應協助業界發展相關的保障產品，只涵蓋大

灣區內優質的醫療機構，令整個保險計劃可以更低價格，同時更具效益，令長者得以受

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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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發展遙距醫療 

隨著科技發展，外國近年興起「互聯網診症」。不同醫院透過互聯網及資訊科技等先進

技術，形成一個完善而統一的遙距醫療平台。病人可不須親身到診所，便能安坐家中或

指定地點即可接受指定醫療機構的診療服務，為區內的市民提供更多便利和優質的醫

療服務。政府應盡快協助發展遙距醫療體系，以安老院舍為試點，逐步擴展至居家安老

服務，為在境外居住的香港長者提供低成本、高效益的優質醫療服務。 

 

20. 協助內地培訓優質護老員 

香港僱員再培訓局一直有培訓護理員，具有豐富的培訓經驗。可以考慮與內地機構合作，

參考香港的經驗，為內地培訓更多優質的長者護理員，並研究讓這些畢業學員須優先為

香港長者提供服務。事實上，自 2012 年起，粵港兩地每年定期組織省內養老機構管理

人員及養老護理員赴港實地培訓。又與香港社康護士協會合作開展護理專項培訓，為

「港式養老」在廣東省內開展奠定了一定的人才基礎。日後此類培訓也應進一步加強。 

 

 

 

 

 

 

 

 

 

 

 

 

 

 

 

 

 

 

 

- 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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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提出了大灣區發展的五大定位，第二個定位就是要發展成為

「具有全球影響力的國際科技創新中心」，顯示創新科技已成為香港未來發展的重要目標。

事實上，香港在這方面具備相當的優勢。在 2018 年全球創新指數的基礎設施排名中，香港

在 126 個經濟體中名列第一。而且香港高等教育發達、國際化水平領先、市場體系健全、資

本市場發達、知識產權保護完善、資訊流通便捷，具備發展創科的良好基礎。香港大學等多

所大學躋身全球百強、亞洲前十，港區擁有國家兩院院士 44 人。香港科學家在過去 5 年共

獲得多項國家科技獎勵，其中包括國家科技進步特等獎和國家自然科學一等獎，為國家在航

天事業、高鐵建設等領域取得重大科技突破作出重要貢獻。不僅如此，在「一國兩制」下，

香港在對接全球科技創新體系、吸引世界優秀科技人才、促進科技成果轉移轉化等方面具有

比內地城市更為優越的條件，是國家創新體系不可替代的重要資源，在大灣區科技創新中心

建設中可以發揮特殊重要作用。 

 

有見於此課題的重要性，民建聯進行了深入而廣泛的研究，對如何推動在大灣區內發展創新

科技，提出一系列建議，務求將大灣區盡快建設成世界一流並具有全球影響力的國際科技創

新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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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現狀與困難 

1. 法規限制較大 

由於三地有各自的相關法規，對資金使用、行業資格等都有不同的規定，因此對三地的創科

合作及發展都造成一定障礙。例如一直以來內地的科研資金或生物樣本都不能過河到香港澳

門。幸好 2018 年內地允許科研資金過河，並表示將推進建立科研經費跨境使用的長效機制，

執行內地與香港聯合資助計劃，完善內地與澳門聯合資助計劃。此外亦允許科研項目所需的

醫療數據和生物樣本能跨境在香港使用。這些都是利好的政策，然而有關進展目前處於非常

初步階段，更具體和全面的方案仍然有待推進。 

 

2. 應用場景不足 

創新科技及產品除了需要資金，也需要充足的應用場景，才能得到較全面徹底的試驗及完善。

但在大灣區內，目前只有廣東省的應用場景比較充足，香港則由於政府態度較為保守，没有

為本地創科企業及產品提供足夠的應用場景，以致很多企業要尋求在其他地方進一步發展。 

 

3. 資訊零碎模糊 

目前大灣區已有各種有利於創科的政策出台，許多香港業界人士對在大灣區內發展的興趣越

來越大。但由於三地政府部門各項資訊較爲分散而且模糊，令業界往往無從下手，甚至連最

簡單的工商註冊都未必知道如何操作。 

 

目前香港及內地已成立類似平台，並正進一步優化。此外，廣東省亦建設了小微企業名錄系

統，集中公開各類扶持政策及企業享受扶持政策等信息。未來亦將繼續推進信息平台建設，

以便利營商及創業。我們非常歡迎有關方面對此問題的重視及政策實施。然而，目前的平台

遠遠未能滿足創科業界的需求，仍有很大的優化空間。 

 

4. 對創科教育未夠重視 

人才是創科發展的重要一環，而且此類人才必須從中小學就開始培養。目前大灣區內以廣東

省比較重視 STEM 教育，但香港在這方面則較為落後，未有投放足夠資源及制定相關的創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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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政策。例如，香港教育局未有要求中小學將程式編碼及人工智能等納入必修課程，亦未

有培訓師資的全面計劃。此外，優秀的學生在大學偏向選修工商、法律、醫科等，甚少願意

選擇創科相關科目。大學沒有相應增加創科相關學科的本科生及研究生的本地和海外生名額，

政府也沒有特別計劃招攬優秀教授及學生。純粹依靠輸入外來人才，而不重視對本地學生的

STEM 教育，是不足以大力推動香港乃至大灣區的創新科技發展。 

 

 

第二章﹕具體建議 

聯合打造創新科技走廊 

1.1 打造科技創新走廊﹕2017 年底廣東省已公布《廣深科技創新走廊規劃》，並邀請香港和

澳門加入，聯合打造「一廊四城多核心」的創新格局。香港方面應與另外三方特別加強

協調，成立高層次統籌組織，盡快推出及落實措施，以推動創新科技走廊的發展。 

 

1.2 加快發展河套區﹕香港和深圳已決定將大力發展河套地區創新及科技園，包括吸引更

多風險投資、科技服務產業，推動專利技術創業孵化、應用轉化，完善知識產權制度，

建設創新技術與產品的供需市場。期望兩地政府能加快項目進度，並盡快確立各項優惠

政策，包括推動更少限制的資金結算制度等。同時，盡快為高端的科技人才推行創新靈

活的出入境制度以及稅收制度，以吸引及便利人員往來。 

 

1.3 成立國家級科技創新中心﹕目前中國已確立建設北京和上海兩大科技創新中心，國家

科技部更明確表示，將積極推動香港建設成為面向國際的國家級科技創新中心，定位將

更加國際化。粵港澳三地應就此在行政法規及稅務安排等方面加強合作，推動項目盡快

落實，為大灣區提供最佳的科創資源和平台，及盡快推出具有世界級影響力的原創成果，

以推動國家及灣區內的創新科技產業發展。 

 

1.4 建立統一資訊平台﹕三地政府加強協調，設立一站式的大灣區創新科技資訊平台，以整

合各地及各類工商部門的相關資訊，包括公司註冊資訊、稅務資訊、工商法律法規等，

盡可能做到公開、透明，並加強向外界宣傳有關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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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台中應包含相關具體的操作流程指引，以協助創科企業或者個人在大灣區投資創業。 

 

1.5 增加重點實驗室數目﹕國家在 1984 年設立「國家重點實驗室計劃」，希望物色全國各

專業範疇的專家進行尖端研究，以推動國家的科技進步以及經濟發展。根據 20，截至

2016 年底，正在運作的國家重點實驗室共有 254 個，分布 8 個學科領域。目前香港只有

16 間大學實驗室獲國家認可為重點實驗室，以及 6 所國家工程技術研究中心香港分中

心。面對著未來巨大的創新科技研究需求，仍有很大的增長空間。此外，粵港澳三地亦

應攜手合作，在大灣區內建立更多的相關實驗室和研究中心分中心，以全面提升大灣區

的科研能力。 

 

1.6 聯合發展智慧灣區﹕三地各有不同的科技優勢，例如全國六大超算中心，廣東就佔有兩

個。而香港則有高端和國際化的科研網絡等。三地應協調官、產、學、研的合作，透過

發展大數據、加強科技基建，及訂立資歷認證機制等政策，將整個大灣區發展成智慧城

市群。 

 

1.7 協助打造大灣區標準﹕創科發展的重點之一，是要打造行業的國際標準。國家《十三五

技術標準科技創新規劃》就指出，要「將自主創新技術和產品以及企業標準研製為國際

標準，提升中國主導和參與制定國際標準比重」。故三地政府應協調業界，在重要及有

優勢的科技範疇包括樂齡科技及智能家具等建立國際標準或制式，使之與國際系統能

互相兼容，甚至取得主導的位置。目前大灣區內有部份企業已具備打造國際標準的潛力，

三地政府應加強協調，重點培養及扶持相關行業，包括提供更多應用場景，及針對性地

拆牆鬆綁。 

 

1.8 推動 STEAM 教育﹕香港政府應增撥資源及加強培訓師資，在中小學階段進一步推動

STEAM 教育。同時亦加強家長及學生認識 STEAM 相關專業的明亮前景，並進一步增

加 STEAM 相關專業的學士學位學額，以吸引優秀學生。同時，與廣東省及澳門加強協

調及交流，盡量統一 STEAM 教學標準，以取長補短，培訓更多優秀的創科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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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打造大灣區品牌﹕目前大灣區內有不少產品及企業都頗具競爭力，但由於品牌未有良

好宣傳，以致在國際市場上處於較低端。期望三地政府可以參考外地的經驗，聯手打造

高端的大灣區創科品牌，全方位宣傳大灣區內具有潛質的品牌及創新應用項目，協助他

們向海內外進行推廣。 

 

完善配套設施 

2.1 推動 5G 網絡基建﹕全球將加速進入數碼化時代，而 5G 通訊服務作為網絡基建對資訊

科技、物聯網，以至智慧城市發展起着舉足輕重的影響。為此，香港政府應盡快處理 5G

基站建設問題，並為可能出現的 5G 網絡「禁區」(包括大埔、沙田、馬鞍山及赤柱等住

宅區)提出技術解決方案，讓本港在 5G 通訊基建建設及服務普及化方面，能與大灣區其

他地區同步。 

 

2.2 建設國際數據中心﹕在全球化和電商年代，資料跨境傳輸已屬大勢所趨，本港擁有完善

的通訊基建、大量資訊及通訊科技專業人才，以及穩定的電力供應，有利成為國際數據

中心，為各國企業提供跨境數據傳輸服務。為此，當局應成立專責小組去協調跨境資料

傳輸的管理工作，並就相關工作與內地及其他司法管轄區建立更緊密的溝通機制；參考

內地及其他司法管轄區的數據出境安全和資料安全評估準則、程序及標準，制定出同時

符合國家標準及國際準則的統一政策框架，以爭取國家、歐盟及其他地區認可香港作為

國際數據中心的地位。 

 

2.3 加快建立空間數據共享平台（CSDI）﹕為促進科技及產業創新，政府應盡快建立一個公

開易用的資訊平台，即空間數據共享平台(CSDI)，以便利商界及科研等界別存取及充份

運用數據。特區政府於 2017 年底發表《香港智慧城市藍圖》，提出希望在 2023 年或之

前建成有關平台。我們認為方向是正確的，但速度必須加快，應盡量在 2020 年之前完

成，才可面對日益劇烈的競爭，以及滿足創新科技發展的龐大和迫切需求。 

 

2.4 加快發展電子身份﹕為配合智慧城市的發展，盡快完善各項智慧城市的基礎設施，包括

進一步提升公眾場所 WiFi 系統的速度及安全性；除了個人電子身份（eID）以外，應研

究推出電子工商登記(eBR)。 

 



7 

 

2.5 推動電子簽名證書互認﹕《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提出，「要推進電子簽名證書

互認工作，推廣電子簽名互認證書在公共服務、金融、商貿等領域應用。」電子簽名證

書互認是打造智慧城市群、建設互聯互通公共應用平台的重要基礎設施，可以促進大灣

區內實現各類要素跨境流動和區域融通，對創科產業發展尤其重要。建議三地政府加強

協調，共同推進電子簽名證書互認工作，以及推動其在各方面的應用。 

 

加強財政支援 

3.1 內地向香港開放更多研究項目﹕現時國家科技部設有中央財政科技計劃，資助有潛質

和有價值的科研項目。2018 年國家科技部聯合財政部公佈了《關於鼓勵香港特別行政

區、澳門特別行政區高等院校和科研機構參與中央財政科技計劃（專項、基金等）組織

實施的若干規定（試行）》，允許中央財政科技經費過境港澳、鼓勵港澳機構參與中央

財政科技計劃、鼓勵港澳自主設立國家重點實驗室等系列措施。根據計劃，每間研究機

構可接受 100 萬人民幣資助。目前發佈了三個重點專項作為試點對港澳地區開放，包括

「變革性技術關鍵科學問題」、「發育編程及其代謝調節」，和「合成生物學」3 個重

點專項。 

另外，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委員會在 2019 年初宣布，將向港澳八所高校的科研人員開放

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優秀青年科學基金項目申請，每個項目直接資助 130 萬元。而廣東省

亦發布了相關規定，例如公布了科創 12 條以及六條配套細則。期望國家進一步優化有

關計劃，包括提高資助金額，開放更多研究專項，並對港澳開放更多類似的計劃，以及

建立科研經費跨境使用的長效機制等等。同時，亦期望廣東省、廣州市及深圳市等創科

重鎮也盡快推出或細化有關規定，與香港加強科研資源對接，在重點領域推動發展。 

 

3.2 建立全面創科融資配對系統﹕目前有大批投資者不斷尋找有價值的創科項目，但同時

也有大量的創科人員急需民間資金扶持。不少企業孵化中心例如香港的科學園都有提

供融資配對，撮合投資者和業界，但都傾向各自為政，資訊仍較為零散。故建議建立一

站式及全面的創新科技融資配對系統，統合現時大灣區內主要的投資資源及項目資源，

讓創業者和投資者可以透過系統進行高效、安全、有針對性及一站式的創業配對，以改

善有錢無項目，或有項目但無錢的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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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降低「創新斗室」租金﹕現時香港科學園的「創新斗室」計劃，為園內的人才提供 500

個經濟型的住宿單位。目前的成本價格為 8 億元，政府的投入為 5.6 億資金以及提供 2.4

億元的貸款給科學園公司，而推出的「創新斗室」的租金價格仍然在 8,000 至 10,000 元

之間，這並不利於吸引創科人才到香港，期望政府能給科學園投入更多資金，從而降低

「創新斗室」的價格，以減輕企業引進人才的財務支出，吸引更多創科人才進駐。 

3.4 定期舉辦國際黑客松﹕黑客松(Hackathon)亦被稱為「創科馬拉松」，讓參與團隊在極短

時間內進行專項創科項目。此活動近年在國際流行，深受歡迎。香港特區政府在 2018

年的《施政報告》中亦提出撥款 5 億元，在未來五年每年舉辦「城市創科大挑戰」，即

類似黑客松的活動。建議三地政府應撥出充足的資源，並加強協調，定期舉辦有關活動，

以促進業界良性競爭及滙聚國際人才。 

 

優化行政法規 

4.1 增設更多監管沙盒﹕目前英國及新加坡等國家採用沙盒(sandbox)的機制，為創新金融產

品、服務或業務模式提供一個安全的試驗空間，並取得了不少成果。香港金管局於 2016

年也推出沙盒機制，截至 2019 年 1 月底，已有 43 項新科技產品使用沙盒試行，其中

29 項已完成，並已正式推出市場。建議香港設立新的監管沙盒並開放予各個創科行業，

以推動本港金融科技、電子商貿、智慧城市以及其他領域創科的發展。 

 

4.2 優化「科技人才入境計劃」﹕現時「科技人才入境計劃」首個運作年輸入最多 1,000 名

海外或內地科技人才，而每間合資格科技公司或機構每年可得配額不多於 100 人。而且

規定，本港科研公司每聘請 3 名非本地人士，同時須請 1 名本地全職僱員和兩名本地實

習生。建議政府加大輸入人才的配額，對小規模的科研公司「3：1+2」的要求可作彈性

處理，進一步「拆牆鬆綁」，提供便利，使到計劃在吸引內地和海外科研人才上達到預

期效果。 

4.3 提供足夠應用場景﹕香港特首在 2018 年《施政報告》中宣布，「推出一套支持創新的

政府採購政策，提高評審標書時技術因素所佔的比重」，讓具創新建議的標書有更大機

會中標。期望香港政府盡快提出執行細節，並改變目前的保守做法，在各部門的預算中

預留專款，主動採購切合部門需要的本地創科產品和服務，以及修改相關法例，及與廣

東省及澳門政府加強協調，藉以建立足夠的應用場景，鼓勵及便利本地創科公司在大灣

區內尤其是香港試驗及優化產品及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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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入口免關稅﹕建議內地海關對於來自香港的大灣區創新科技所需的原材料、設備和中

間產品等，均不視為進口，而免除入口關稅。措施可降低研發及製造等成本，為大灣區

的創科產業提供更佳條件。 

 

4.5 內地開放重大科技基礎設施﹕廣東省目前有多項重大科技基建以及大型科學儀器。例

如全國有六大超級計算中心，廣東就佔有兩個，分別是廣州和深圳。另外，2018 年被譽

為國之重器的散列中子源在東莞建成，這是世界第四、中國第一台散列中子源，將為大

灣區科創發展作出重大貢獻。目前部份設施例如廣州南沙的超算服務已向港澳開放，期

望內地開放更多尖端的科技基建和大型儀器予香港，讓香港的科研人員得以借助國家

的力量，取得更佳成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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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進中醫藥在粵港澳大灣區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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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中醫藥是中華文化的重要組成部份，是中國獨特的醫療資源，具有巨大的經濟潛力和醫療潛

力，在經濟社會以及公共衛生等領域發揮著重要作用。國家近年大力支持中醫藥發展，並在

抗擊重疾頑疾，特別是重大公共衛生威脅時充份運用中醫藥的優勢，取得了一定的成績。 

 

粵港澳大灣區具有豐富的中醫藥資源以及運用經驗，其發展一直備受重視。大灣區是全世界

範圍內中醫藥學科和人才最集中、人才培養和科學研究水準相對較高，以及中醫藥產業最發

達的區域之一，擁有包括廣州中醫藥大學、南方醫科大學、暨南大學、廣州醫科大學、廣東

藥科大學、香港浸會大學、香港大學、香港中文大學、澳門大學和澳門科技大學等開設中醫

藥的高水準大學集群，以及多家歷史悠久和實力雄厚的中醫藥企業。 

 

當中廣東省更是中醫藥大省，目前，全省中醫院擁有國家級重點專科 42 個，省級重點專科

142 個，國家中醫藥特色專科 80 個。共有 19 個中醫專科被納入國家區域中醫（專科）診療

中心建設項目，9 家中醫醫院進入全國中醫醫院百強行列。每年，全省中醫門診總量達 2 億

人次，約佔全國中醫類總診療量的 15%。有 7 位專家入選國家中醫藥傳承與創新“百千萬”

人才工程「岐黃學者」。而香港和澳門也各自有經驗豐富的中醫從業員和豐富的中醫藥資源，

可以為大灣區中醫藥發展提供大量高素質的人才支撐和強勁的產業支援。 

 

《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指出，要「深化中醫藥領域合作，支持澳門、香港分別發揮

中藥質量研究國家重點實驗室夥伴實驗室和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中藥檢測中心優勢，與內地

科研機構共同建立國際認可的中醫藥產品質量標準，推進中醫藥標準化、國際化。」又指出

要「推動對港澳在….中醫藥……等領域實施特別開放措施。」可見中央政府非常重視推動中

醫藥在大灣區的發展。 

 

粵港澳三地亦在 2019 年簽訂了《粵港澳大灣區中醫藥合作備忘錄》，達成 6 點共識﹕ 

1. 建立粵港澳三地政府主管部門定期協商機制，攜手推動大灣區中醫藥事業和產業高品

質發展。 

 

2. 推動粵港澳大灣區優質中醫藥資源整合共用，共同參與中醫藥國際標準制定，將粵港澳

大灣區打造成為中醫藥標準化中心，促進中醫藥產業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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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加強中醫藥科研創新合作，推動粵港澳三地中醫藥重點實驗室、科研機構資源分享，建

立多學科融合的科研平台，完善中醫藥產學研一體化創新模式，建設粵港澳大灣區中醫

藥創新平台。 

 

4. 強化中醫藥人才培養和診療合作，推動落實涉港澳中醫醫療機構和中醫師准入政策，推

動粵港澳三地協同培養中醫藥人才。 

 

5. 推進中醫藥健康領域拓展合作，充分發揮中醫藥在疾病預防、治療、康復中的獨特優勢，

共同推動醫養結合，打造中醫藥康養服務基地。 

 

6. 豐富中醫藥文化交流，打造粵港澳中醫藥文化傳承傳播中心。支援在香港、澳門建設中

醫藥文化基地，將大灣區的中醫藥文化基地串珠成鏈，打造最具中醫藥文化底蘊的灣區。 

 

2020 年 10 月，廣東省更印發了《粵港澳大灣區中醫藥高地建設方案(2020-2025)》，明確提出

了中醫藥發展的五年計劃，在中西醫結合、中醫藥發展等不同範疇提出多項重要建議，務求

在 2025 年時構建出粵港澳中醫藥共商共建共用體制機制，並形成中醫藥高地建設新格局。 

 

未來中醫藥在健康管理及對抗流行病方面，將擔任愈來愈重要的角色，也日益受到國家重視。

大灣區在這方面具有明顯的優勢，各界應認真研究如何做好相關工作，以保障及提高人民的

健康水平，以及發展新型產業。 

 

有見於此課題的重要性，民建聯進行了深入而廣泛的研究，對如何推動中醫藥在大灣區內的

發展提出一系列建議，務求將大灣區盡快建設成世界一流並具有全球影響力的國際中醫藥中

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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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現狀與困難 

 

中醫藥優勢未能完全發揮 

目前在大灣區內，西醫仍然是醫療體系的主體，中醫藥則處於輔助角色。粤港澳三地中，以

廣東省的中醫藥地位最高。廣東省目前有多家中西醫結合醫院，以及廣東省中醫院等公營的

中醫機構，在多個領域實施純中醫及中西醫結合治療，並取得不錯的成績。 

 

以 2020 年新冠疫情為例，內地大力推動中西醫結合，中醫藥大量參與到治療當中。廣東各

級中醫醫院派出 377 名醫護人員馳援武漢、荊州。而廣東中醫亦全程參與本省的疫情防控與

患者救治。截至 6 月 30 日 24 時，中醫藥參與治療的確診病例 1538 例，佔全省確診病例

93.72%，其中治癒出院 1526 例。不過，和全國不少省市的情況一樣，廣東省的中醫藥發展正

面臨中醫院在醫療衛生體系中的比重及投入不足、人才短缺、診療水準不足、中藥在臨床治

療領域應用不足等諸多現狀，情況有待改善。 

 

三地中，以香港的中醫藥參與程度最低。香港政府在 2013 年的施政報告中表示，將鼓勵中

西醫結合治療，擴大中醫藥在公營醫療系統的角色，並分階段推出中西醫協作先導計劃。但

經過多年的運作，先導計劃仍只限於中風、癌症紓緩治療，以及肩頸痛等極少數範疇。在應

對流感方面，初時中醫是完全被排除在醫療體制之外，根本没有機會介入，其後才有機會協

助處理新冠肺炎康復後的跟進治療。而且，目前香港連一家純中醫醫院都没有，要等到 2024

年才有首家位於將軍澳的中醫院落成，而且按現時規劃，只是由非牟利機構營運，並不納入

公營醫療系統。可見，由於受到資源以及政策等的限制，中醫藥的防治疾病能力未能完全發

揮。 

 

三地中藥標準未能統一 

目前內地採用國標的《中國藥典》標準，而香港則採用中醫藥管理委員會制訂的中藥標準，

兩者在不少地方都有較大差異。當中包括 1.標準範圍有差異，2.具體標準有差異。關於第一

項，香港標準會檢測 37 項農業殘留量及 4 項重金屬含量(砷、鎘、铅、汞)。其中重金屬含量

適用於 605 種中藥材。但中國內地的重金屬含量標準只適用於 27 種藥材，範圍大大小於香

港標準。 

 

這些差異對兩地的中藥材和中成藥流通造成不少的障礙。例如 2011 年時香港衛生署發現 3

款市售中成藥重金屬含量超標，需要立即回收。但有關藥廠稱該藥是嚴格按照國家標準生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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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其各項品質指標均符合 2010 年版《中國藥典》標準，出廠合格率 100%，市場抽檢合格

率 100%。 

 

可見，三地中藥標準不一的問題亟待解決，這樣才可以提高中醫藥在國際上的認受性。 

 

研究資源分散 

粵港澳大灣區是全世界範圍內中醫藥人才相對較集中，以及科學研究水準相對較高的區域，

擁有廣州中醫藥大學、南方醫科大學、暨南大學、廣州醫科大學、廣東藥科大學、香港浸會

大學、香港大學、香港中文大學、澳門大學，以及澳門科技大學等高水準醫學研究機構。三

地之間也有不少高水準的研究合作項目。例如珠海市中西醫結合醫院已與澳門科技大學共建

「澳門科技大學臨床教研中心」，廣東省中醫院亦已於 2018 年與香港浸會大學、澳門大學

等建設了「粵港澳大灣區中醫藥創新中心」。這個中心將開展教育部粵港澳聯合實驗室的建

設，重點推動中醫藥在防治免疫相關疾病方面的學術研究、產業轉化與臨床應用。 

 

不過，三地的研究資源分散，未能完全過河，這些資源包括資金以及研究樣本。例如目前香

港的中醫藥研究機構可取得部份內地的研究經費，但要像內地機構般自由申請研究項目，仍

有不少規限。另外，香港和內地只會根據當地的研究樣本進行研究，無法順利取得對方地區

的研究樣本，這個情況大大窒礙了研究工作。而且，整體而言三地之間的科研合作交流水平

仍有提升空間。 

 

缺乏藥物互認機制 

目前粵港澳三地的中成藥需分別註冊三次方可在整個大灣區銷售，這不但妨礙了優良藥物的

流通，更使得一些優質藥品因為本地市場太小而無法賺取充分資本來提高質量。舉例來說，

香港的藥品推出市場前需遵循非常嚴格的制度，包括藥品生產廠商必須在香港政府獲取生產

藥品許可牌照，並將藥品臨床試驗等相關資料提交香港衞生署進行審批。並且，香港的審批

標準一直參照國家標準，如美國食品及藥品監督管理局（FDA）的標準，質量有嚴格監管。

但要進入內地，還是要重新申請一次。因為根據《藥品管理法》第三十九條規定「藥品進口，

須經國務院藥品監督管理部門組織審查，經審查符合品質標準、安全有效的、方可批准進口，

並發給藥品註冊證書。」這樣就把一批優質的香港中成藥拒諸門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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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公佈的惠港 16 項措施中，特別規定容許在大灣區內地城市的指定港資醫療機構裡，

使用已在香港註冊的藥物和常用的醫療儀器。這是一個好的開始。但措施主要指西藥，中成

藥目前仍未適用。這個問題亟待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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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具體建議 

 

一) 提升專業水平 

1. 建立中醫藥協調機制 

現時粵港澳三地中醫藥主管部門並無定期的協調機制，只是透過不定期的會晤商討合作。

2019 年簽訂的《粵港澳大灣區中醫藥合作備忘錄》明確認同，需要建立粵港澳三地政府主管

部門定期協商機制，以便攜手推動大灣區中醫藥事業和產業高品質發展。《粵港澳大灣區中

醫藥高地建設方案(2020-2025)》亦要求加強組織領導和統籌協調。期待三地部門盡快落實機

制，及成立相關的項目工作小組，將任務細化。 

 

2. 建立中醫藥預防及康復體系 

中醫藥在預防和康復方面具有不可取代的優勢，國家中醫藥管理局早於 2014 年印發了《中

醫醫院治未病科建設與管理指南》，要求成立及完善中醫醫院的治未病科，以達致「未病先

防、瘥後防復」的目標。《國務院關於促進中醫藥傳承創新發展的意見》也指出，要「到 2022

年在重點人群和慢性病患者中推廣 20 個中醫治未病干預方案。大力普及中醫養生保健知識

和太極拳、健身氣功（如八段錦）等養生保健方法，推廣體現中醫治未病理念的健康工作和

生活方式」。同時也推動要發展中國特色康復醫學，實施中醫藥康復服務能力提升工程，依

託現有資源佈局一批中醫康復中心，加強中醫醫院康復科建設，在其他醫院推廣中醫康復技

術。針對心腦血管病、糖尿病等慢性病和傷殘等，制定推廣一批中醫康復方案，推動研發一

批中醫康復器具。 

 

截至 2017 年底，廣東省全省已有 184 個醫療機構建立了治未病科，推動氣功推拿，以及中

醫食療等服務，取得一定的成效。香港方面，目前未有完全將這些服務納入官方體系，但已

有良好的嘗試。今年 4 月底，醫管局推出「中醫門診特別診療服務」，讓康復者可免費到 7

間中醫診所暨教研中心覆診，以進行癒後康復工作。但這離完整的中醫防治及康復服務水平

仍有相當長的路要走。 

建議三地醫療部門加強合作及交流，共同努立建立及完善相關的體系，從而降低病發率以及

病後復發率，提升整體民眾的健康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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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完善中醫藥遠程診治體系 

隨著互聯網技術日益進步，越來越多醫療機構採取遙距診治模式，受到民眾的歡迎。內地早

於 2014 年已發布了《關於推進醫療機構遠程醫療服務的意見》就相關問題訂下指引。香港

醫委會也於 2019 年頒布《遠程醫療指引》，說明各方面都認識到遠程醫療的重要性。 

 

但目前的指引主要以西醫為對象，雖然對中醫的遠程醫療也有啟發和參考作用，但鑒於中醫

藥的獨特性，有必要訂立相關的針對性安排。2019 年公布的《國務院關於促進中醫藥傳承創

新發展的意見》指出，要「建立以中醫電子病歷、電子處方等為重點的基礎資料庫，鼓勵依

託醫療機構發展互聯網中醫醫院，開發中醫智慧輔助診療系統，推動開展線上線下一體化服

務和遠端醫療服務」。 

 

因此，三地部門及醫療機構應研究，針對中醫藥建立一套完善的遠程醫療體系，在電子病歷、

遠程診療等方面打造完整的系統。 

 

4. 提升中西醫結合治療水平 

中西醫在治療各類型疾病方面都有各自不可取代的優勢，但目前中西醫結合的程度並不理想。

以香港為例，目前只有極有限的中西醫結合治療平台，例如香港中文大學醫學院轄下的中西

醫結合醫務中心等，整個公營醫療體系仍以純西醫系統為主。 

 

內地在這方面的工作做得比較出色，而且國家也比較重視。例如在今年的新冠肺炎中，衛生

部門就大量採用中西醫結合療法，取得了非常好的成績，國家主席習近平亦在公開場合多次

強調要中西醫結合治療新型肺炎。2018 年，國家中醫藥管理局就公布，將 60 個項目確定為

重大疑難疾病中西醫臨床協作試點項目，涉及 15 個專業 33 個病種，分佈在全國 24 個省（區、

市）。 

 

建議三地加強合作，進一步推動中西醫結合，爭取形成更具療效的中西醫結合診療方案或專

家共識，探索建立中西醫臨床協作長效機制，促進診療模式改革創新。具體包括針對重大疑

難疾病形成中西醫專門臨床治療方案，並制定恒常的診療方案、聯合查房、多學科及聯合會

診、病例討論等醫院管理制度。並須加強互通信息、共享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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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推動研究資源共享 

目前香港的中醫藥研究機構不容易直接申請內地的研究項目，而且要直接取得內地的研究樣

本和數據也有不少難度。反過來，內地和澳門地區也是如此，這個情況大大窒礙了中醫藥研

究工作。建議三地共同研究便利機構直接申請大灣區的研究項目，以及取得相關研究經費、

樣本及數據，以推動研究工作。 

 

6. 成立「大灣區中藥國際臨床科研中心」 

中藥臨床試驗數據是提升產品功效的重要支撐，但由於中藥主要是天然物品，故臨床試驗方

法一直都存在因難。目前香港大學、香港中文大學和香港浸會大學均有高質素的臨床研究中

心，故建議大灣區內有意進行臨床試驗的機構可以與三間大學合作共同成立一個『大灣區』

臨床試驗網絡，協力釐訂一套可為國際認同的臨床試驗指引，並研究設立「大灣區中藥國際

臨床科研中心」來協調相關工作。 

 

7. 重視科技元素 

要做到中醫藥現代化，必須重視科技的元素，但目前在工業生產、實驗室科技及遠程醫療科

技等方面仍然處於較低水平。例如在 2018 年 7 月舉行的「智造中藥高峰論壇」中，中國工

程院院士、天津中醫藥大學校長張伯禮表示「目前我國中醫藥現代化仍處於初級階段，質量

和工藝依然不足…尤其是在中藥生產領域，工藝製造較粗糙，質控水平低，大部分中藥生產

線只實現了機械化或者自動化，無法達到數字化、智能化程度。」故此，建議重視科技的力

量，透過智能工業、網際網路技術、雲計算技術及大數據技術等推動中醫藥現代化，令中醫

藥發展達至更高的水平。 

 

8. 允許香港中醫在內地應診 

目前香港註冊的中醫師如要到內地執業，必須通過內地執業試，因而阻力較大。這個情況在

其它專業界別如法律界也存在，不過近期內地推出最新措施，全國人大常委八月通過決定，

設立粵港澳大灣區律師執業考試，讓港澳律師通過考試後就可以取得廣東省的執業資質，能

從事特定範圍的內地民商事法律事務。據此，日後香港律師將可以更容易在大灣區執業及發

展。 

 

《粵港澳大灣區中醫藥高地建設方案(2020-2025)》提出要「推動港澳中醫師在內地公立醫療

機構執業」。建議參考律師界別的先例，特別設立門檻較低的大灣區中醫師執業考試，又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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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以其它更便利的行政安排，允許香港中醫師到廣東省公立中醫院坐診，並設定期限如三年。

這樣既可推動大灣區中醫業界交流發展，亦可以提高整體中醫師的診治水平。 

 

二) 推動統一市場及康養服務 

 

9. 建立大灣區中藥材標準體系 

中藥大部份是天然藥物，其質量受到各種自然、生產及炮制因素影響，因此中藥質量保證和

標準便變得非常重要。現時三地皆採用不同的中藥材和中成藥標準體系，以致造成市場割裂

及提高了行業成本，有必要研究在國標和港標等體系的基礎上，整合出大灣區標準。現時廣

東省在國標的基礎上，還設有廣東省標準。廣東省在 2019 年推出了《廣東省中藥材標準(第

三冊)》記載了 110 個國家藥品標準未收載而廣東省內臨床習用的中藥材品種，並設定了相關

標準，是國標的重要補充，也是中藥南藥的重要標準。 

 

故此，三地可以根據實際情況，以先易後難的方式，針對嶺南地區的常用藥物，聯合制訂大

灣區統一標準。待運作成熟後，再逐步擴大到其他藥物。長遠而言，可打造出大灣區中藥材

的標準體系，為中藥訂立可靠、可行的質量標準及清晰明確的化驗檢測鑒定體系等，以及實

行統一的檢測認證服務，以促進三地藥業互融互通。 

 

10. 建立大灣區中成藥共同市場 

建議在三地分別注冊的中成藥物，可以透過互認機制，在大灣區流通銷售，以形成共同市場。

措施可望令優質的中成藥無須付出額外成本，就可擴大現有市場，提高回報。初始階段，可

以簡化已在香港上市的外用中成藥注冊審批流程，下一步再擴大至內用中成藥。《粵港澳大

灣區中醫藥高地建設方案(2020-2025)》提出會「簡化港澳已上市的傳統外用中成藥註冊審批

流程」，期望有關方面能盡快落實措施。 

 

另外，現時政策已允許香港藥品在大灣區的港資醫院流通，但主要是西藥為主，希望能將措

施進一步放寬到中成藥，並擴大範圍至大灣區所有優質醫院。 

 

11. 打造國際中藥材交易平台 

中國內地是世界最大的中藥材市場，也因而有多個大型的藥材交易平台。但不同平台分散各

地，而且主要集中在內地，較少面向世界。近年外國越來越接受中藥，截至 2016 年 5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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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有 66 種中藥材進入歐洲藥典。而隨著新冠肺炎疫情在海外蔓延，中醫藥也隨之受到海外

的進一步追捧。中新社報導稱，近月以來，美國、義大利、荷蘭、英國、匈牙利等多國中醫

藥診所問診人數大增，尤其是中醫藥飲片及配方顆粒銷售量猛增 2 到 3 倍。 

 

由於看到這個趨勢，《粵港澳大灣區中醫藥高地建設方案(2020-2025)》提出要「推動一批嶺

南中藥知名品牌進入國際市場」。但出口到海外的中藥材，無論價格還是質量，可能都和內

銷中藥不同。因此，粵港澳三地可以利用大灣區的外向優勢，成立中藥材國際交易平台，除

提供交易渠道和平台，還提供中藥產品出口的訊息如註冊、產品定位、海外代理及顧問公司

推介、出口渠道以及營銷策略等服務，以推動中藥材進一步國際化。 

 

12. 打造中藥期貨市場 

近年市場對中藥的需求激增，由於供求問題，部份極受歡迎的中藥材價格經常出現大幅波動，

令藥材商和消費者失去預算，甚至蒙受損失。內地多年前已探索採用期貨市場的模式降低中

藥材價格波動風險，取得一定成績。目前內地已就部份中藥如金銀花和枸杞子等進行了期貨

買賣，但整體中藥材的交易種類仍然非常有限，而且市場規模小，制度未夠完善。2019 年澳

門珠海開始研究建設以中藥材為主要品種的商品期貨交易所，證明這方面大有可為。建議有

關方面加快有關研究，盡快在大灣區打造一個具規模的中藥材期貨市場，並做好規範管理，

完善制度建設。 

 

13. 打造醫療康養中心 

醫養結合已成為安老的一個重要模式，此模式是指將社會資源中的醫療資源與養老資源相結

合，為老年人提供全方位的醫療照護及養老服務。機構利用「醫養一體化」的發展模式，集

醫療、康復、養生、養老等為一體，為長者提供優質的安老環境。 

 

內地近年非常重視有關問題，並付諸行動。中共十九大報告就明確要求，「積極應對人口老

齡化，構建養老、孝老、敬老政策體系和社會環境，推進醫養結合，加快老齡事業和産業發

展」。廣東省由於鄰近香港，土地資源較為豐富，人手調配較為靈活，再加上在中醫療養方

面走得較前，故在長者醫養結合機制發展方面有較大優勢。《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

亦提出，要「推進醫養結合，建設一批區域性健康養老示範基地」。 

 

中醫藥在醫療康養方面具有無可比擬的優勢。建議三地政府應合作推動中醫藥與養老融合發

展，促進中醫醫療資源進入養老機構和社區。包括鼓勵中醫機構在養老機構提供完善的保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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諮詢和調理服務，並以政策吸引和鼓勵社會資本新建以中醫藥健康養老為主的護理院、療養

院或療養中心，並探索設立中醫藥特色醫養結合機構，以及發展中醫藥健康旅遊服務，融中

醫療養、康復、養生、文化傳播、商務會展，以及中醫藥健康旅遊，開發具有地域特色的中

醫藥健康旅遊產品和線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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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根據國家於 2018 年 5 月發布的《文化及相關產業分類》，文化產業的定義是「為社會

公眾提供文化產品和文化相關產品的生產活動的集合」。近年國家對文化創意產業的關注程

度和扶持力度不斷加大，最近《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四個五年規劃和

2035 年遠景目標綱要》(《十四五規劃綱要》)，就明確要求「健全現代文化產業體系和市場

體系」。 

 

粵港澳大灣區由於歷史和地理等元素，擁有豐富的文化資源，形成了大陸與海洋、東方

與西方，以及傳統與現代交融的文化實體，並逐漸併發出巨大的產業潛能。根據北京大學文

化產業研究院最新出版的《中國文化產業年度發展報告(2020)》，文化產業已成為大灣區重

要新興支柱產業，對帶動灣區經濟發展和擴大就業的作用非常突出。《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

劃綱要》就提出，要「增強大灣區文化軟實力」，及「完善大灣區內公共文化服務體系和文

化創意產業體系，培育文化人才，打造文化精品，繁榮文化市場，豐富居民文化生活」。2020

年 12 月公布的《粵港澳大灣區文化和旅遊發展規劃》亦指出，要「繁榮發展粵港澳大灣區

文化事業和文化產業…建設具有國際影響力的人文灣區和休閒灣區》。《十四五規劃綱要》

更明確提出，要「支持香港發展中外文化藝術交流中心」。 

 

有見於此課題的重要性，民建聯進行了深入而廣泛的研究，對如何推動大灣區發展文化

創意產業，提出一系列建議，務求將大灣區盡快建設成世界一流並具有全球影響力的文化創

意產業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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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狀與困難 

1. 缺乏高層次統籌 

除了個別歷史悠久的文創大國之外，許多國家如日本韓國等在發展文創產業時，都需要高層

次機構的統籌和推動。例如韓國早於金泳三擔任總統時已全力支持國內發展電影業，並在

1994 年將文化產業列為國家戰略出口產業。繼任人金大中更提出文化立國的政策，並在 1999

年制訂《文化產業振興基本法》，規定文化觀光部的預算必須佔國家總預算的 1%以上，並

在 2001 年特別設立韓國文化振興院(KOCCA)執行具體工作，目標是將韓國打造成全球五大

文創內容生產國之一。文化振興院的職責非常廣泛，包括了調查、規劃、訓練、開發技術、

支援製作、提助補助融資及品牌推廣等，並在全球多個主要地點如北京、香港和巴黎等設立

分部，類似是一個國家級的文創產業超級培育機構。而另一個亞洲文創大國日本，前首相安

倍晋三亦在 2013 年時大力推動「酷日本」文化產業政策，及創設預算金額達 500 億日圓的

「酷日本促進機構」執行具體工作，向國際推銷日本文創產業。 

 

反觀目前大灣區三地政府雖已對文創產業越來越關注，而且也有官方機構主力推動，在全國

及全球範圍內都有一定的影響力，但離國際一線水平仍有頗大差距。究其原因有兩個，第一

是政府的推動力量不足，主要還是依靠民間商業機構。這本來無可厚非，但不少外國的統籌

工作由政府主導，在資源和推廣力度上遠超大灣區，令區內的文創產業在競爭中遇上很大挑

戰。第二個問題，是缺乏高層次跨部門機構進行整體統籌規劃，令個別部門需要單打獨鬥，

影響成效。此外，三地部門亦未組成統籌機構，亦没有一個強而有力的執行機構，以至無法

有效整合三地的文創資源，亦未能有效進行聯合推動和推廣工作。 

 

2. IP 發展仍處於初始階段 

根據美國和日本等文創大國的經驗，文創產業的核心是內容，而內容產業化的關鍵之一在於

IP 化(Intellectual Property)。文化資源越豐富，IP 化程度越高，產業就會越成功。目前中國包

括大灣區擁有大量的物質和非物質文化遺產，也有可觀的文化創新內容，文化產業資源豐富，

但存在兩大問題，第一是整體的文創內容開發程度不高。在文化遺產 IP 化方面，內地不乏

成功例子，例如故宮博物院充分打造了「故宮大 IP」，設計了許多富有創意和特色周邊產品，

並在細節之處獨具匠心，在時尚的工藝品中植入故宮傳統文化元素，不僅新潮可愛、討人喜

歡，更蘊含了獨特的文化價值。在非遺方面，武術和飲食更是 IP 化程度較高的種類，目前已

透過影視、旅遊等項目形成自己獨特的文化品牌。但與大灣區內豐富的文化遺產相比，目前

文化開發程度仍處於相當低的水平，未能形成有強烈感染力和吸引力的優質國際文創內容品

牌。對此實在有必要加大力度開發，將文化遺產和文化創意轉變為文化財產。 



4 
 

至於第二個問題，就是三地的文創 IP 開發工作欠缺合作，難形成合力。以 IP 化程度較高的

中國武術為例，三地目前主要仍是各自開發，較少進行合作，局限了打造文化遺產 IP 的成

效。 

 

3. 嶺南文化未受到足夠重視 

具有生命力和吸引力的文創品牌，多數具有獨特的風格，以及能和自己地區的傳統文化習俗

相結合。大灣區的文化特色就是嶺南文化，嶺南文化是中華文化的重要組成部份，包括廣東、

廣西、香港及澳門的文化，是因應五嶺以南和珠江的獨特地理環境和歷史條件形成。嶺南文

化以農業文化和海洋文化為源頭，發展的過程中不斷吸收和融匯了中原文化和海外文化，逐

漸具有濃厚的包容和開放的特點，區別於內陸文明或河谷文明。 

及至近代，嶺南得風氣之先，成為中西文化交流的橋樑，在文學、藝術、民俗、武術及飲食

等各方面，均形成富有創新精神和地方色彩的文化特色，擁有巨大的商業價值潛力。然而，

目前大灣區文創產業的發展，對嶺南文化的重視程度不夠，以至於比較缺乏本地特色，難形

成傳統與現代結合的具備國際吸引力的獨特文化品牌。 

 

4. 周邊產品不足 

目前內地包括大灣區內的文創 IP 仍處於獨立發展、淺度發展，以及周邊產品缺乏的初始階

段。當然也不乏成功例子，例如北京故宮博物院截至 2016 年底已出品 9170 種文創產品，2017

年文創產品的銷售收入已達 15 億元。但好像故宮博物院的例子還是非常少。大部份 IP 產品

主要集中在影視、手遊、時裝、玩具、家品、飲食、網絡用品和旅遊等一兩個領域，未能做

到全覆蓋，以及未能擴展至主題樂園等範疇，而且不論規模和素質都仍有較大發展空間。可

以說未能形成較好的產業集群發展，以及完整而強大的產業鏈。建議粵港澳三地政府應參考

美國和日本韓國等國家地區的成熟發展模式，將 IP 進行深度及集群發展，並開啟多條周邊

產品線，以擴大消費人群及盈利版圖。 

 

5. 現行政策限制發展 

文創產業的發展離不開寛鬆和資源暢通的政策環境，但目前三地由於政策法規不同，導致文

創產品服務在區內的流動受到限制。例如根據 CEPA，目前港資要在內地設立互聯網文化企

業單位只限於合資，而且須由內地方控股或佔主導權益。另外，香港電影要進入內地，需由

中央部門審批通過。這類法規令大灣區內不同地方的文創產業流動受到影響，不但令成本提

高，更限制了大灣區市場的規模，不利產業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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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體建議 

加強開發文化資源 

1. 加強開發嶺南文化內涵 

《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指出，要「保護、宣傳、利用好灣區內的文物古跡、世界文

化遺產和非物質文化遺產，支持弘揚以粵劇、龍舟、武術、醒獅等為代表的嶺南文化」，又

提出「支持香港、澳門、廣州、佛山（順德）弘揚特色飲食文化，共建世界美食之都。」故

三地應合作增撥更多資源，鼓勵及促進大灣區內主要城市開發中華文化尤其是嶺南文化的內

涵，選擇當中具有重要文化和商業價值的項目進行深度挖掘以及 IP 化。具體分可為物質和

非物質文化遺產兩部份，內容可包括粵劇、功夫、飲食文化、遠古神話傳說以及傳奇人物等。 

 

2. 建立大灣區文化 IP 統一平台 

目前三地的文化 IP 各自發展，缺乏統籌和整合，以致效率不佳。建議成立大灣區文化 IP 統

一平台，發揮分享、統籌、配對和推廣的四大功能，從而擴大三地的文化 IP 生態圈，為提升

文創價值及進行跨界融合發展提供更好的基礎。目前廣州已發布了全國首個城市文化 IP 庫，

入庫 IP 數量達數萬件，涵蓋城市文旅、文化名人、非遺和博物館、藝術設計和動漫遊戯等類

別。三地可參考有關做法，盡快建立大灣區的統一平台，以推動文化 IP 共建共享。 

 

3. 打造文化旅遊渡假區 

《中共中央關於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四個五年規劃和二 0 三五年遠景目標的建議》

提出，要「推動文化和旅遊融合發展，建設一批富有文化底蘊的世界級旅遊景區和渡假區。」

《粵港澳大灣區文化和旅遊發展規劃》亦指出，要「推動粵港澳大灣區文化和旅遊融合發展」。

目前大灣區內有多個主題公園，但較為缺乏屬於中國 IP 或創新 IP 的文化主題，有一些較好

的嘗試如深圳的中國民俗文化村，以及香港海洋公園，但未能做大做強，與國際同業如迪士

尼樂園和環球影城等相比，發展規模和成熟度遠遠落後。建議三地政府加強推動文化+旅遊

的戰略，以稅務、政策及土地等優惠，引導及協助企業發展富有文化底蘊的旅遊景區和度假

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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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共同舉辦文化慶典活動 

許多國家地區都有不同特色的傳統文化慶典活動，一方面可以保留習俗，同時亦成為吸引大

量遊客的文化項目。例如日本每年都有大量的祭典巡遊，已成為聞名世界的文化旅遊項目，

為當地帶來可觀收益。嶺南地區有獨特的傳統習俗，每逢部份重要節日都有盛大文化慶典活

動。例如廣東省的廣府廟會民俗文化巡演，以及香港的大坑舞火龍和長洲飄色巡遊等就深受

各地遊客歡迎。但這些活動不論規模、內容豐富度、頻密程度及受海外旅客歡迎程度都不算

很理想。例如日本青森縣睡魔祭及德島縣阿波舞祭等活動，每年都分別吸引海內外超過 100

萬遊客。而大灣區目前除了廣府廟會民俗文化巡演能吸引過百萬民眾之外，大部份其他活動

都未足以吸引大量旅客。建議三地政府加強協調，共同交流經驗以打造更多元化更成功的本

地文化慶典活動，甚至可制訂財政資助過河的機制，並聯合舉辦更大規模的活動，並將之打

造成文化旅遊品牌共同向海內外推廣。 

 

5. 推動藝術與科技結合 

近年藝術開始和科技結合，不但令藝術表現形式更趨多元化，豐富了受眾的體驗，而且擴大

了受眾版圖，對提升文化藝術 IP 影響力有重要作用。例如 2010 年動態版的清明上河圖就極

受各地觀眾的歡迎，而北京故宮博物院則與不同科企成為合作夥伴，把博物院的文化內容透

過不同的科技平台向公眾展現。有見藝術科技的重要性，英國和南韓等國家都已制訂政策，

積極鼓勵藝術界與科技界展開合作。而香港 2020 年施政報告中亦提到，將制訂相關策略和

措施，推動藝術科技發展。建議三地政府加強溝通協調，結合官產學研力量，透過政策措施

共同推動大灣區的藝術與科技結合，推動文創產業在內容和形式上進一步創新，並打造及擴

大品牌的影響力。 

 

 

暢通產業渠道 

6. 打造粵語文化共同市場 

粵語有悠久歷史，是中國主要方言之一。據統計廣東省約有四千萬人口使用粵語，再加上港

澳約八百萬人口，則大灣區內約有五千萬人是講粵語。粵語由於流傳歷史久遠，而且使用人

口眾多，發展出多元化的文化形式，例如粵劇、粤語流行曲、粵語電影和粵語文學等，並因

而具備深厚的文化底蘊，在海內外都甚受歡迎。因此，粵語本身就是一個文化 IP 。《中華

人民共和國文化產業促進法》(草案送審稿)第三十七條要求，「國家培育和發展各類文化產

品和要素市場，消除地區分割和行業壁壘…促進文化產品和人才、產權、技術、信息等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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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產要素合理流動」，故建議三地政府向中央爭取先行先試，加強鼓勵及推動以粵語為主的

創意文化產品，包括特別放寛港澳的粵語電影或流行曲等文化產品及項目的入境審批權等，

冀能打造出一個大灣區粵語文化共同市場。 

 

7. 下放審批權限 

建議中央將部份項目的審批權下放至廣東省，例如可將香港電影或香港與內地合拍片的審批

權交由廣東省文化和旅遊廳，並限於只在廣東省內播映，以及便利港澳的表演劇團進入廣東

省進行巡迴表現，包括協調內地表演場地與香港劇團進行更好對接以及提供更多支援等。另

外，其它由中央審批的文創項目也可下放由地方部門處理，並建立大灣區主要城市的統一審

批機制，以減少表演劇團或其他文創項目在審批時的時間和行政成本，以更有效促進大灣區

文化創意產業的流通和壯大。 

8. 開放文化企業資格予香港人 

《中華人民共和國文化產業促進法》(草案送審稿)第二十七條指出，「國家鼓勵公民、法人

和非法人組織依法設立文化企業，尊重各類文化企業的市場主體地位和自主經營權，保障其

合法權益，營造公平競爭的發展環境」。建議在廣東省內先行先試，充許成立港方獨資或由

港資控股或佔主導權益的互聯網文化企業。 

 

9. 建設大灣區國際文創知識產權交易中心 

《中華人民共和國文化產業促進法》(草案送審稿)第六十一條表示，「國家鼓勵符合條件的

各類文化企業利用多層次資本市場直接融資」。文創產業的發展離不開資本參與，除了依靠

資金直接投資，國內外都設有版權交易中心，透過市場化模式為文創項目提供融資。目前香

港與內地都有不同規模和類別的文創產權交易中心，例如內地有北京國際版權交易中心、廣

東省南方文化產權交易所，香港有香港文匯交易所等。但這些中心存在規模較小，交易種類

有限，以及偏重於實物文化商品如錢幣、古董等物件，IP 等無形文創項目的交易量偏少等問

題。此外，中心之間較缺乏機制互通，以致令規模難以進一步擴大。 

建議三地政府可透過政策加強推動文創產權交易所的發展，以加強交易的種類和規模，並透

過互聯互通等方式，汇集三地的文創 IP 資源，及完善倉儲、鑒定、物流、托管、結算、孵化

和推廣等周邊配套服務，以文創+金融模式打造出大灣區國際文創知識產權交易中心，推動

文創產業進一步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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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舉辦聯合文創展覽交流活動 

三地都擁有經濟豐富的從業員，以及充足商業資源的企業，需要有大量的交流合作平台進行

對接。目前三地已有部份聯合展覽活動，例如 2014 年開始香港和深圳每隔兩年輪流舉辦「深

港設計雙年展」，集結兩地多個設計協會、機構及院校共同參與，涉及多個設計界別，促進

了兩地專業和業界持份者的交流和提升。及後也有越來越多的大灣區文創類別展覽會出現，

例如 2019 年的粵港澳大灣區品牌授權產業發展論壇暨對接會等等，但在類別上仍然未夠多

元化，活動頻率亦較低。建議三地政府協助推動業界舉辦更多元化的文創展覽和論壇等活動，

以促進交流和發展。 

 

 

政府加強支援 

11. 建立大灣區文創產業統籌機制 

目前三地的文創產業主要是各自發展，缺乏合力。建議三地文旅部門建立聯合的統籌機制，

共同制訂發展大灣文創產業的政策藍圖，包括發展方向和時間表，以及提供具體的政策支援

等，發揮統籌、推動和監管等功能，以打破目前三地文創產業的各種壁壘，促進文創產業人

流、物流、資金流、IP 流等的互聯互通，並發揮協同效應，將區內的文創產業做大做強。而

各自亦應相應調整部門職能，以集中資源推動工作。例如目前香港的文創產業並沒有一個專

門部門負責，而是被切割成幾個部門包括民政事務局、商務及經濟發展局以及創新及科技局

等幾個部門。香港政府應成立一個跨部門機制，以作為三地協調機制中的港方對口單位，共

同推動文創產業發展。 

 

12. 建立大灣區文創產業配對平台 

三地政府加強協調，設立一站式的大灣區文創產業資訊配對平台，以整合各地的相關資訊，

包括公司註冊資訊、稅務資訊、工商法律法規、最新情況以及對口單位及聯絡處等。平台中

應包含相關具體的操作流程指引，以協助三地企業或者個人投資創業。另外應在平台上建立

一站式及全面的文創產業融資配對系統，讓創業者和投資者可以進行高效、安全、有針對性

及一站式的創業配對，減少有錢無項目，或有項目但無錢的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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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加強政府採購 

政府具有巨大的文化產品服務需求，也握有大量的財政資源，理應可以因應需求主動採購更

多民間的產品服務。例如內地就有相關規定要求政府部門採購公共文化產品服務。《中華人

民共和國文化產業促進法》(草案送審稿)第三十一條提出，「國家採取向社會力量購買服務

等方式，鼓勵和引導文化企業參與公共文化服務體系建設、文化遺產保護傳承利用等活動。

國務院和省、自治區、直轄市人民政府負責制定面向社會力量購買公共文化服務的目錄」。

文化和旅遊部每年都會制訂《政府購買服務指導性目錄》，向企業購買不同類別的文化產品

和服務。 

 

建議中央政府可撥出更多的財政資源，擴大向企業購買文化產品和服務。例如《政府購買服

務指導性目錄》的三級目錄中有「對外和對港澳台文化交流活動」項目，建議可特別向港澳

文化產業機構加強採購有關產品服務。同時鼓勵及支持地方各省市，尤其是對特別重視文化

體系建設及推動文創產業的省市，加強採購大灣區文創產業機構的產品和服務。 

 

14. 提供更多土地資源 

《中華人民共和國文化產業促進法》(草案送審稿)第三十三條提出「國家鼓勵利用閒置設施、

盤活存量建設用地發展文化產業」，以及「國務院自然資源主管部門應當完善文化設施用地

類型，增加建設用地複合使用要求、保障文化產業發展」，並要求「縣級以上人民政府應當

根據文化產業發展需要，將文化產業用地納入國土空間規劃，有效保障文化產業設施、項目

用地需求」。政府可以增撥更多土地資源，鼓勵及促進粵港澳大灣區內的主要城市設立更多

元化及高質素的博物館及文創產業園基地等，以推動文創產業發展。 

 

15. 推動三地知識產權版權互認 

知識産權互認機制主要是指在粵港澳任一地區取得某項知識産權之後，可以同時取得另外兩

地對該項知識産權的承認，及給予同等保護。香港的知識產權制度獨立于中國內地和澳門的

知識產權制度，但一直以來粵港澳三地之間在知識產權方面的合作協議，只是流於加强合作、

分享經驗、强化合作及執法機制等層面，並沒有取得實質成果。2020 年 4 月廣州市曾印發了

《廣州市黃埔區廣州開發區推進粵港澳知識產權互認互通辦法（試行）》，推動三地知識產

權互認互通，這是良好的嘗試。建議三地盡快就知識產權全面互認的問題作出商討，令知識

產權可一地注冊，三地互認，以便利三地文創產業中小企業申請，降低他們的營運成本。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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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亦應共同研究將區塊鏈等新技術應用在知識產權保護之中，進一步簡化大灣區内知識產

權在登記、證明、審核以及維護的流程。 

 

16. 建立高校文創合作平台 

三地高校都擁有高水平的文化創意項目，應研究構建大型的交流合作平台，讓各類型的青年

文創人才，包括藝術管理、動漫設計以及多媒體等範疇，都可以相互交流經驗以及進行緊密

合作和聯合推廣。另外，政府可支持鼓勵相關企業透過此平台開展更多實習活動，以推動大

灣區內的經驗雙向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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