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粵港食品安全工作交流與合作協議 
 

 
為進一步落實廣東省食品藥品監管局及香港特別行政

區前衞生福利及食物局於 2006 年 4 月 11 日簽署的《粵港食

品安全工作交流與合作框架協議》，粵港合作聯席會議第 18

次會議再次確認“加強粵港食品安全工作交流與合作”為雙方

重點合作領域之一，並分別指定廣東省食品安全委員會辦公

室和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特區政府）食物及衞生局，擔任

粵港兩地政府間負責食品安全工作交流與合作聯絡單位。為

落實合作事項，經廣東省食品安全委員會辦公室和香港特區

政府食物及衞生局協商一致，特製訂本協議。 

一、雙方建立工作通報機制，以方便及時溝通工作，快

速傳遞有關食品安全訊息。 

香港方面，由特區政府食物及衞生局向廣東省食品安全

委員會辦公室提供香港特區內發生的食品安全訊息，並負責

將廣東省方面提供的訊息，向香港特區政府報告及向有關部

門通報。 

廣東省方面，由廣東省食品安全委員會辦公室向香港特

區政府食物及衞生局提供廣東省內發生的食品安全訊息，並

負責將香港特區方面提供的有關訊息向廣東省人民政府報

告及向有關部門通報。 

涉及進出口食品的有關訊息（包括供港食品安全衞生質

量事宜），由香港特區政府相關部門與內地有關部門按現行



有關做法進行溝通。 

在通報食品安全訊息時，通報內容應包括有關事件涉及

的範圍、採取的防控措施、需要注意的事項等。 

二、本協議所稱“食品安全訊息”，是指有關兩地重大食

品安全政策、法規、標準的推出、修改或更新，重要的食品

安全監測（抽驗）結果及食品安全風險監測，大規模食品召

回或類似專門行動，涉及雙方的重大食品事故與調查結論等

訊息。 

三、雙方加強食品安全合作，拓寬合作空間。雙方加強

粵港食品安全從業人員培訓、食品安全風險監測、食品安全

標準及重大食品安全事故應急處置等方面的合作，提高食品

安全監管能力，保障食品安全。 

四、雙方在日常監管工作中發現涉及對方轄區內企業的

重大食品安全問題時，應及時通報對方；在向新聞媒體公佈

前，應核實有關情況。 

五、對電視、電台、報刊等新聞媒體上出現的不確定的

食品安全訊息，其中有關食品安全事故、食品安全監測（抽

驗）結果等方面的訊息，由廣東省食品安全委員會辦公室和

香港特區政府食物及衞生局進行溝通，核實有關情況。有關

可疑問題食品進出口方面的訊息，按本協議第一項第四款的

規定進行溝通。 

六、雙方同意，如有必要，雙方可適時共同組織召開工

作會議，總結合作情況，研究下一階段工作安排或商討重大

事項。此外，若兩地間發生重大食品安全事故，或發生需要



臨時開會研究的重大事件時，雙方可以召開緊急高層會議。 

七、對於有關食品安全方面的專業性、技術性等問題，

由雙方組織專家研究，為雙方政府提供決策參考。 

八、雙方指定聯絡員，負責日常工作層面及具體事項的

聯絡工作。 

九、經雙方同意，可以根據需要對本協議作出修改。 

十、本協議及其附件一式四份（繁體版及簡體版各兩份），

簽署雙方各執兩份（繁體版及簡體版各一份） ，於 2015 年

9 月 9 日在香港簽署，自簽署之日起生效。 

十一、雙方代表簽字： 

 

 

                     

廣東省食品安全委員會辦公室              香港特區政府 

          主任                     食物及衞生局常任秘書長   

 

 

 



  

粵港姊妹學校合作協議  

 

自 2005 年 7 月 22 日《關於粵港澳三地學校締結姊妹學

校事宜的框架協議》簽訂以來，粵港兩地中小學全面開展姊

妹學校交流。“粵港姊妹學校締結計劃”(以下簡稱“姊妹

學校計劃”)推行十年，為兩地中小學提供了一個專業交流

合作平台，通過教育管理層、教師、學生以至家長之間的交

流和互訪，使粵港兩地學校建立更緊密的關係，增進相互認

識和了解，有效促進兩地學校發展及提升教師專業水平。建

基於已有基礎，廣東省教育廳和香港特別行政區教育局（以

下簡稱“雙方”）共同簽署《粵港姊妹學校合作協議》（以

下簡稱《協議》）以進一步推進兩地姊妹學校合作交流。雙

方議定: 

一、明確活動宗旨、原則、目標。在兩地政府推動和社

會適當支持下，兩地中小學秉承“學校為主體、師生為主角”

的活動宗旨， 在遵守兩地法律法規的前提下，本著“雙方

自願、雙向交流、相互推進、共同提高”的原則締結姊妹學

校，建立緊密教育合作關係，推動姊妹學校計劃朝著“更深、

更廣、更强”的目標持續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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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擴大姊妹學校締結規模。姊妹學校計劃根據兩地教

育行政部門和學校締結姊妹學校需要，繼續推動不同特色的

學校結對。在未來三個學年（2015/16-2017/18），繼續安排

姊妹學校配對，並再增加至少 60 對姊妹學校。 

三、持續開展姊妹學校計劃內活動。鼓勵、支持姊妹學

校開展教師、行政人員、學生和家長等方面的人員互訪，開

展學校之間教學觀摩、教研、教材等方面的交流並進行專題

教學活動。 

四、深化粵港基礎教育交流與合作。充分發揮“粵港姊

妹學校”平台，拓寬交流渠道，提升活動實效。雙方探討深

化粵港姊妹學校間的交流及合作，採用多元模式加强專業發

展及提升教學效能，推動粵港姊妹學校分享優質教學資料及

資訊。 

五、鞏固完善粵港姊妹學校工作聯繫機制。兩地教育行

政部門定期舉辦會議，就姊妹學校計劃的推行交換意見。支

持在姊妹學校計劃框架內搭建各類交流平台。支持兩地姊妹

學校加强聯繫溝通，繼續每年共同舉辦經驗分享會，以推廣

姊妹學校的成功協作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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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協議》一式四份，繁簡體各兩份、雙方各持兩份（繁

體版及簡體版各一份），由雙方簽署後生效。 

 

 

 

 

廣東省教育廳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教育局 

 

 

 

魏中林副廳長 楊潤雄副局長 

二零一五年九月九日於香港 二零一五年九月九日於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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粵港保護知識產權合作協議 

（2015 年-2016年） 

 

 為貫徹《珠江三角洲地區改革發展規劃綱要（2008-2020

年》，《內地與香港關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CEPA）

及其補充協議，落實粵港合作聯席會議精神，促進粵港在知

識產權領域更緊密合作，增強兩地的自主創新能力，廣東省

政府與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的知識產權保護管理部門決定

進一步加強合作，鞏固已有合作成果，提升合作層次，拓展 

合作領域，推動粵港知識產權合作進一步發展。 

 現經粵港保護知識產權合作專責小組成員單位協商一致，

製訂本合作協議。雙方將在知識產權領域開展以下合作：  

 一、完善粵港知識產權合作機制 

（一）深化粵港知識產權合作項目機制 

 繼續完善粵港保護知識產權合作專責小組機制，加強項

目合作機制。深化雙方在跨境保護、知識產權貿易、交流探

討、引導服務及宣傳教育領域的交流合作，推動粵港雙方知

識產權的創造、運用和貿易發展。 

 二、加強粵港知識產權跨境保護合作 

（二）完善粵港知識產權執法及案件協作處理機制 

 在粵港知識產權執法和案件協作處理機制下, 香港海關

將繼續與海關總署廣東分署，廣東省公安廳、廣東省版權局、



廣東省工商局保持緊密聯繫, 完善情報合作交換機制,提高

情報訊息的及時性、準確性和有效性。深入開展跨境侵權情

報的交流, 重點開展風險分析，有針對性地打擊海運和郵遞

快件等物流渠道多發侵權活動。廣東省執法部門繼續與香港

海關通過線索分析、訊息共享等深化交流及執法協作，共同

有效打擊跨境侵權行為。 

（三）粵港海關繼續開展聯合執法行動 

 粵港海關繼續開展重點口岸、針對重點領域的聯合執法

行動，集中打擊侵權違法活動。海關總署廣東分署牽頭省內

海關在開展“中國製造海外形象維護‘清風’行動”中進

一步加強與香港海關的合作，今年的合作重點是打擊輸港或

者經香港輸入的侵權違法活動。 

（四）建立粵港海關與兩地快件監管部門和行業的聯動機

制 

 推動兩地海關與兩地重點快件運營企業保護知識產權的

合作，強化廣東省內海關與廣東省郵政管理部門在規範進出

口快遞業務、防範快遞渠道進出口侵權違法活動方面的聯繫

配合。 

 三、推動粵港知識產權貿易合作 

（五）推進知識產權貿易 

 繼續在“粵港澳知識產權資料庫”及粵港保護知識產權

合作專責小組成員網站上載有關知識產權貿易訊息。支持粵



港兩地知識產權交易機構開展交流合作，促進知識產權交易

及運營合作。鼓勵兩地社會組織、行業協會及企業開展知識

產權貿易交流合作，舉辦與支持知識產權貿易主題研討活動。

香港知識產權署將於 2015年 12月舉辦的“亞洲知識產權營

商論壇”中，繼續向企業機構推廣知識產權貿易的概念，並

積極組織粵方成員單位及企業報名參加論壇。 

（六）繼續開展粵港版權產業企業交流，推進版權貿易合

作 

 為分享粵港版權產業創造、管理、保護和運用的經驗，

研究推動兩地版權產業企業版權維權合作和版權貿易發展

途徑，進一步推進粵港版權企業的交流合作與協同發展。 

 四、推進粵港知識產權交流研討 

（七）舉辦“粵港知識產權與中小企業發展”研討會 

 粵港雙方將於 2016 年上半年在珠三角地區繼續舉行

“粵港知識產權與中小企業發展”研討會。研討會將繼續邀

請內地與香港的知識產權專家代表出席，共同探討如何運用

知識產權促進產業發展。 

（八）開展電商領域知識產權保護交流合作 

 粵港雙方開展在電商及物流領域上的知識產權保護交流

合作。增進雙方對跨境電子商務和快遞業的知識產權保護的

認識。 

 

 



（九）舉辦粵港海關交流研討活動 

 舉辦專題研討、資料互換等形式加強兩地海關各層級特

別是現場基層海關在打擊粵港跨境侵權違法活動方面的經

驗交流，增進相互溝通了解。 

（十）舉辦粵港中學生版權交流活動 

 廣東省版權局繼續與香港海關及香港知識產權署聯手組

織粵港中學生版權知識和版權保護交流活動，創新交流方式，

擴大交流成果。 

(十一) 舉辦“粵港商標品牌海外註冊與維權”研討會 

 粵港雙方將在廣州舉辦“粵港商標品牌海外註冊與維權”

研討會，邀請內地與香港的知識產權專家代表出席，共同探

討商標品牌海外註冊與維權的問題，助力粵港加工貿易與製

造業轉型升級。 

 五、完善粵港知識產權引導服務 

（十二）協助香港考生參加全國專利代理人資格考試 

 廣東省知識產權局將繼續向港方通報 2015 年全國專利

代理人資格考試相關培訓的訊息，港方宣傳粵方在廣東省舉

辦的考前培訓班課程，方便香港考生及時了解培訓訊息並參

加培訓；雙方繼續協助香港考生參加 2015 年全國專利代理

人資格考試廣東考點的考試。 

 

 



（十三）加強粵港知識產權高端服務機構合作 

 透過廣東知識產權服務業聚集區建設，加強粵港兩地知

識產權中介服務機構合作。鼓勵香港高端知識產權服務機構

在廣東知識產權服務業聚集區發展。 

（十四）鼓勵在粵港資企業實施《企業知識產權管理規範》

國家標準 

 支持在粵港資企業參加企業知識產權管理標準相關培訓，

向在粵港資企業宣傳《企業知識產權管理規範》國家標準，

鼓勵在粵港資企業實施該標準。 

（十五）繼續支持在粵港資企業申請認定廣東省著名商標 

 廣東省工商局將繼續指導廣東商標協會落實《粵港合作

框架協議》，開展涉及廣東省著名商標的粵港合作項目，支

持、引導在粵港資企業申請認定廣東省著名商標，加強商標

品牌建設。     

（十六）鼓勵兩地商標業界交流合作 

 加強兩地商標業界的交流，適時組織兩地業界業務拓展

交流，促進兩地業界交流合作。 

 六、開展粵港知識產權宣傳教育 

（十七）推進“正版正貨承諾”活動 

 粵方將繼續在廣東全省 21 個地級以上市及順德區推廣

“正版正貨承諾”活動，加強知識產權保護宣傳，提升公眾



尊重知識產權的意識。粵港雙方繼續加大對活動的宣傳力度，

積極擴大活動的社會影響力。 

（十八）協助港方參加審查員培訓課程 

 廣東省知識產權局加強與港方溝通，及時協調相關事宜，

以便港方官員參加國家知識產權局專利局專利審查協作廣

東中心審查員培訓課程。 

（十九）支持香港民間組織參加廣東省少年兒童發明獎 

 在針對青少年的教育工作方面，粵港雙方將繼續支持香

港民間組織參加“廣東省少年兒童發明獎”。廣東省知識產

權局繼續向港方通報有關比賽訊息，方便港方通知參加者有

關比賽詳情。 

（二十）與香港知識產權署合作製作版權保護廣告宣傳片 

 為加強粵港版權保護宣傳交流，廣東省版權局將與香港

知識產權署合作製作版權保護廣告宣傳片，向社會公眾傳播

倡導版權保護意識，優化兩地版權保護環境。 

（二十一）持續更新“粵港澳知識產權資料庫”與“粵港

知識產權合作專欄” 

 持續更新“粵港澳知識產權資料庫”與“粵港知識產權

合作專欄”，更新粵港澳三地專利、商標、版權及知識產權

邊境和刑事保護法律法規，知識產權行政管理及執法機構聯

繫方式等訊息，及時提供三地專利、商標、版權方面政策法

規的最新動態，便利三地公眾和企業查詢。 



 本合作協議一式四份(繁體版簡體版各二份)，簽署雙方

各執二份(繁體版簡體版各一份)，二○一五年九月九日在香

港簽署，自簽署之日起生效。 

 

 

粵港保護知識產權合作           粵港保護知識產權合作 

專責小組                       專責小組 

廣東省代表：                   香港特別行政區代表： 

 

 

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 

 

 

 



粵港澳三地搜救機構《客船與搜救中心 
合作計劃》互認合作安排 

 
為確保廣東省海上搜救中心、香港海上救援協調中心、

澳門海事及水務局（以下簡稱“粵港澳三地海上搜救機構”）

對遇險客船提供快捷、高效的搜救服務，提高搜救機構、客

船和客船公司之間相互應急協調能力，減少海上人命傷亡和

財產損失，粵港澳三地海上搜救機構經過充分協商，並一致

同意： 

一、粵港澳三地海上搜救機構分別與各自所屬地登記註

冊的跨區航行定期客船編制《客船與搜救中心合作計劃》。

每份《客船與搜救中心合作計劃》文件必須包括有粵港澳三

地海上搜救機構的資料。《客船與搜救中心合作計劃》應一

式五份，分別存放在粵港澳三地海上搜救機構、客船公司和

客船。 

二、粵港澳三地海上搜救機構互相認可對方與客船編制

的《客船與搜救中心合作計劃》。 

三、本安排一式三份，用中文寫成，自簽署之日起生效。 



廣東省海上搜救中心  

 

授權代表：廣東海事局局長梁建偉 

 

香港海上救援協調中心 

 

授權代表：署理海事處處長童漢明 

 

2015年 9 月 9 日 2015年 9 月 9 日 

廣東省海上搜救中心 

 

授權代表： 

 

澳門海事及水務局                                 

 

授權代表：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廣州市商務委員會 香港特區商務及經濟發展局 

加强跨境貿易電子商務合作協議 

 

爲適應經濟發展新形勢，培育國際貿易新業態，拓展經貿合作新

領域，廣州市商務委員會（下稱“甲方”）與香港特別行政區商務及

經濟發展局（下稱“乙方”），本著互惠互利、共同發展的原則，經商

議，就深化廣州與香港在跨境貿易電子商務（以下簡稱跨境電商）方

面的合作，擴大穗港經貿合作空間，建立長期合作關係達成協議如下： 

一、合作原則 

（一）平等自願。雙方本著發揮各自優勢，實現共同發展的良好

願望，自願建立跨境電商合作關係。 

（二）互利共贏。雙方在本合作協議框架內享有平等的地位和權

利，互惠互利，實現共贏。 

（三）共同發展。雙方共同努力, 落實合作措施，不斷完善合作

協議，深化合作內容，實現共同發展。 

（四）雙方的合作應遵守兩地的法律、法規、規章及行政規範性

文件的規定，並在各自職權範圍內開展工作。 

二、合作內容 

（一）支持跨境電商業務。雙方同意支持對方企業開展跨境電商

業務。 

（二）推動平台合作。鼓勵雙方企業加大跨境電商平台合作，通

過利用雙方的跨境電商服務平台，整合資源，提升服務，打造穗港商

貿合作新通道，幫助企業拓展新市場。推動採用根據《粵港兩地電子

簽名證書互認辦法》取得互認資格的電子簽名證書，加强粵港兩地跨

境電商的安全性和可靠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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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探討跨境電商園區合作。推動雙方企業通過建立跨境電商

合作園區，開展跨境貿易。鼓勵香港企業入駐廣州各類跨境電商（集

聚）園區，設立企業，開展跨境電子商務。鼓勵廣州電商企業在港設

立海外倉和境外分撥中心，延伸供應鏈，提升服務水平與質量。 

（四）鼓勵企業開展各類跨境電商業務。支持雙方跨境電商企業

開展零售出口、保稅進口、金融支付等業務，並鼓勵雙方跨境電商企

業在廣州或香港開設線下展示店、體驗店或免稅店等，提供線下展示、

專櫃維修及其他售後服務，實現線上線下融合發展。 

（五）推動企業開展優質商品購銷活動。推動穗港雙方企業選擇

目標市場重點開展優質消費品採購活動，推動香港和廣州成爲國際市

場優質消費品以電商銷售方式進入中國大陸的重要樞紐。推動兩地的

生産企業、貿易企業和電商企業與海外市場國家的電商企業對接，聯

手舉辦電商促銷活動，將兩地生産和經銷的優質商品推介給當地消費

者。 

（六）促進雙方跨境電子商務行業組織加强交流合作。支持兩地

跨境電子商務行業組織聯合舉辦與跨境電商相關的培訓、講座和組織

專題對接，幫助兩地企業了解最新政策，掌握業務發展情况，提升企

業的國際競爭力。 

 

三、合作方式 

甲乙雙方根據本協議的有關精神，就具體合作項目和活動另行制

訂詳細合作方案，按照分工與計劃開展工作，並隨時就進展情况進行

溝通。 

四、合作機制 

（一）雙方召開跨境電商專項工作會議，或者通過兩地行業協會

的會議增加溝通交流，遵守工作約定，積極履行職責，落實專項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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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就合作事宜做出的各項决定。 

（二）甲方指定電子商務與商貿物流處，乙方指定政府資訊科技

總監辦公室分別負責本合作協議有關具體事項的聯絡工作。  

（三）雙方同意專項工作會議的內容和成果將以會談紀要形式保

存，用於指導下一步開展及落實相關工作。  

五、其它事項 

（一）雙方同意就本協議未涉及項目及未具操作性事宜另行協商

解决，並簽署書面協定予以確定。 

（二）本協議正本一式四份，合作雙方各執兩份（繁體版和簡體

版各一份）。 

（三）本協議自雙方代表簽字幷加蓋公章之日起生效。協議有效

期三年。 

 

 

甲方：廣州市商務委員會  乙方：香港特別行政區 

       商務及經濟發展局 

   

 

 

 

 

 

簽約代表：廣州市商務委員會副主任 

          景廣軍 

 簽約代表：政府資訊科技總監 

          楊德斌 

日期：二零一五年九月九日  日期：二零一五年九月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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