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For Information  

LC Paper No. CB(1)1258/13-14(01)

Legislative Council Panel on Commerce and Industry 

Co-operation between Hong Kong and the Mainland – 

Hong Kong / Guangdong Co-operation and 


National 13th Five-Year Plans 


Purpose 

This paper briefs Members on the major outcomes of the 19th 

Working Meeting of the Hong Kong / Guangdong Co-operation Joint 
Conference held on 10 March 2014 in Hong Kong, and the work of Hong 
Kong Special Administrative Region Government (HKSAR Government) 
to complement the National 13th Five-Year Plan. 

19th Working Meeting of the Hong Kong / Guangdong Co-operation 
Joint Conference 

Background 

2. At the 16th Plenary of the Hong Kong/Guangdong Co-operation 
Joint Conference held in September last year, the Chief Executive and the 
Governor of Guangdong Province, leading delegations from the two sides, 
reviewed the progress of implementation of the 2013 Work Plan of the 
Framework Agreement on Hong Kong/Guangdong Co-operation 
(Framework Agreement), and agreed on the key directions for 
co-operation in 2014, which include promoting the early basic 
achievement of liberalisation of trade in services between Hong Kong and 
Guangdong, strengthening co-operation in finance, professional services, 
education, combating smuggling activities and promoting the 
development of the three developing areas - Nansha, Hengqin and 
Qianhai. 



 

 
 
 

 
 

 
 

 

 
 

 

 

3. The Chief Secretary for Administration, Mrs Carrie Lam, and 
the Vice-Governor of Guangdong Province, Ms Zhao Yufang, co-chaired 
the 19th Working Meeting of the Hong Kong/Guangdong Co-operation 
Joint Conference in Hong Kong on 10 March 2014, and signed the 2014 
Work Plan of the Framework Agreement (attached at Annex, Chinese 
version only) developed on the basis of the above-mentioned consensus. 

Progress and direction of co-operation 

Early basic achievement of liberalisation of trade in services between 
Hong Kong and Guangdong 

4. In August 2011, the then Vice-Premier of the State Council, Mr 
Li Keqiang, visited Hong Kong and announced that, in line with the 
established policy of opening up to Hong Kong first under the “One 
Country, Two Systems” principle, the Central People’s Government will, 
“before the end of the 12th Five-Year Plan period (i.e. Year 2015), 
basically achieve, thanks to CEPA (the Mainland and Hong Kong Closer 
Economic Partnership Agreement), liberalisation of trade in services 
between the Mainland and Hong Kong”. The Guangdong Province 
subsequently announced that it would endeavour to achieve the relevant 
objective one year earlier, in 2014. The Hong Kong business sector is 
looking forward to obtaining easier access to the Guangdong market in 
respect of a broad range of services. The two sides agreed to resolve 
problems arising from the implementation of CEPA in Guangdong, with a 
view to bringing more substantial economic benefits to both places. 

Financial co-operation 

5. Hong Kong, as an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centre, has been 
facilitating Mainland funds and enterprises to go international, and will 
continue to serve as the bridgehead to support the Mainland in 
accomplishing the next stage of financial system reform. The two sides 
agreed to focus on seeking permission for Mainland individual investors 
to invest directly in overseas markets; introducing cross-border renminbi 
(RMB) remittance services for individuals; and seeking support from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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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ntral People’s Government for lowering the entry thresholds for Hong 
Kong non-life insurance companies into Guangdong. 

Legal services 

6. The two sides recognised that the global experience of Hong 
Kong's legal and arbitration service sectors could facilitate and support 
Guangdong’s efforts in enhancing overall competitiveness through 
industrial structure adjustment and economic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The Ministry of Justice of the Central People’s Government 
has already granted approval for Guangdong to implement pilot measures 
to allow association in the form of partnership between Mainland law 
firms and Hong Kong and Macao law firms; and permitting Guangdong 
law firms to second Mainland lawyers to work as consultants on 
Mainland law in representative offices set up by Hong Kong law firms in 
Guangdong Province. The Guangdong Province is now formulating the 
relevant implementation details. 

Key co-operation areas 

7. In respect of Nansha, the two sides will step-up co-operation in 
financial and accounting services, including permission for enterprises 
and financial institutions in Guangzhou to issue RMB bonds in Hong 
Kong to support the development of Nansha; and allowing Hong Kong 
accounting professionals to become partners of accounting firms in 
Nansha, Guangzhou. 

8. For Hengqin, in January this year, the HKSAR Government 
signed a letter of intent on co-operation with the Zhuhai Municipal 
Government, and set up the “Hong Kong-Zhuhai Co-operation Working 
Group” under the framework of the Hong Kong/Guangdong Co-operation 
Joint Conference. The Working Group is co-chaired by the Secretary for 
Constitutional and Mainland Affairs of the HKSAR Government and the 
Zhuhai Mayor. Together with the Hong Kong-Guangzhou Co-operation 
Working Group and the Hong Kong-Shenzhen Joint Task Force on 
Qianhai Co-operation, the HKSAR Government has completed 
establishing the network of official communication mechanisms with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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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evant Mainland authorities to take forward development of the three 
new developing areas. 

9. The two sides will enhance support for industries associations 
and agencies from Hong Kong and Guangdong to practise and set up 
branch offices there; and encourage Hong Kong and Guangdong 
enterprises to participate in the development of cultural and creative 
industries in Hengqin. The respective governments of Guangdong, 
HKSAR and Macao SAR are pushing ahead with the study on 
cross-boundary transport policies for the Hong Kong-Zhuhai-Macao 
Bridge (HZMB), and discussing cross-boundary transport arrangements 
of HZMB, to maximise its economic benefits. 

10. In respect of Qianhai, this year, the two sides will focus efforts 
on implementation of the policy to allow Hong Kong professionals to 
provide engineering consulting, design, surveying, construction, and 
related services directly in Qianhai. 

11. Besides, in February this year, the State Council approved the 
setting up of the “Inter-ministries Joint Conference on the Promotion of 
the Development of Qianhai, Nansha and Hengqin in Guangdong”, led by 
the National Development and Reform Commission (NDRC), to better 
co-ordinate and resolve problems encountered in, and thus, speed up the 
development of the three places. Through this new platform, the HKSAR 
Government hoped to convey the views of Hong Kong business sectors to 
the relevant Mainland authorities effectively, thus promoting the 
development of the three places, and facilitating Hong Kong business 
sectors to take advantage of the business opportunities arising from these 
three places. 

Encouraging Guangdong enterprises to “go global” through Hong Kong 

12. This year, Hong Kong and Guangdong will continue to 
encourage Guangdong enterprises to establish a foothold in Hong Kong 
to speed up the “go global” process, and leverage Hong Kong's talents 
and advantages in the financial and information sectors, to pursue 
investment as well as merger and acquisition activities in overseas 
marke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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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13. On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the two sides will continue to 
implement strengthened emission control measures to improve air quality 
in the Pearl River Delta region; and will conduct a joint study on fine 
suspended particulates (PM2.5) in the region to provide a scientific basis 
for the formulation of strategies to further improve regional air quality. 

Other major co-operation areas 

14. The 2014 Work Plan covers a wide range of sectors for 
co-operation. In addition to the above, other areas of co-operation include 
logistics, conference and exhibition services, technology and innovation, 
facilitation of cross-boundary clearance, electronic commerce, intellectual 
property, food safety, contingency management, youth exchange, and 
education. 

HKSAR Government’s Work to Complement the National 13th 

Five-Year Plan 

15. Promulgated in March 2011, the National 12th Five-Year Plan 
included, for the first time, an individual chapter on the Hong Kong and 
Macao Special Administrative Regions (the Dedicated Chapter on Hong 
Kong and Macao), which elaborated on the significant functions and 
positioning of Hong Kong in the development strategy of the country, 
highlighting the Central Government’s strong support for maintaining 
Hong Kong’s long-term stability and prosperity under the “One Country, 
Two Systems” principle. 

16. It is understood that the Mainland has commenced the 
preliminary research work on the National 13th Five-Year Plan. The 
NDRC is contemplating to continue considering Hong Kong and Macao 
as a dedicated unit when drawing up the National 13th Five-Year Plan, 
with a view to promoting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Hong Kong and 
Macao, in particular supporting Hong Kong in consolidating and 
enhancing its status as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trade and maritime cent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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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The Steering Committee on Co-operation with the Mainland 
chaired by the Chief Secretary for Administration has all along been 
providing the steer and co-ordinating the efforts of relevant policy 
bureaux and departments in complementing the work of the National 13th 

Five-Year Plan. In anticipation of the Mainland’s formal 
commencement of preliminary research work on the National 13th 

Five-Year Plan, the HKSAR Government had already commenced earlier 
relevant complementary work. At this stage, bureaux and departments 
concerned are consulting the relevant sectors and advisory committees to 
solicit their views on the initially proposed areas of study, which should 
be strategic in nature and conducive to the overall development of Hong 
Kong and the country. These include: 

(i)	 development of offshore RMB, asset management and 
risk management businesses to further enhance Hong 
Kong’s status as an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centre; 

(ii)	 achieving full liberalisation of trade in services between 
the Mainland and Hong Kong; 

(iii)	 development of the maritime industry and the cruise 
industry to further consolidate and enhance Hong Kong’s 
status as an international maritime centre and a tourism 
centre respectively; 

(iv)	 development of legal services and dispute resolution 
services, leveraging Hong Kong’s advantages in our 
legal system and professionalism and consolidating our 
international status; 

(v)	 development of technology and cultural and creative 
industries to realise the potentials of these industries and 
strengthen their overall competitiveness; and 

(vi)	 improvement of air quality in the Pearl River Delta 
Region by establishing a regional air quality 
improvement targ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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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The work of National Five-Year Plans is to formulate the 
blueprint and action agenda for the country’s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in the ensuing five years. Under the “One Country, Two 
Systems” principle, the HKSAR Government will continue to participate 
proactively in complementing the work of the National 13th Five-Year 
Plan to seize the opportunities brought about by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ountry and consolidate and enhance Hong Kong’s competitive 
advantages. After soliciting the views of the relevant sectors and 
advisory committees, the bureaux and departments concerned will 
consolidate the proposed areas of study and formulate the HKSAR’s 
proposals on the National 13th Five-Year Plan for submission to the 
Central Government, so that the Central Government can consider the 
HKSAR’s proposals when conducting its preliminary research work, and 
that our proposals may complement the country’s overall development 
strategy in the ensuing National Five-Year Plan which will be drawn up. 

Constitutional and Mainland Affairs Bureau 
April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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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件 
Annex 

實施《粵港合作框架協議》2014 年重點工作

一、 跨界基礎設施 

(一)推進港珠澳大橋各項工程建設，力爭 2015 年年

中完成大橋跨界通行政策研究，確保大橋 2016年建成通車。 

(二)廣深港高速鐵路深圳福田站及相關工程力爭  
2014 年底前建成，香港段建設工程力爭 2015 年完成，共同

做好內地段與香港段有關銜接工作。 

(三)積極推進深圳東部過境高速公路項目相關用地

手續等工作，加快口岸工程建設，確保 2018 年建成。 

(四)鼓勵香港企業來粵投資建立離岸呼叫中心，到廣

州南沙等建立合資企業經營電訊業務。支持內地和香港電

訊運營商按照市場運作，探索制定優惠電訊資費方案，不

斷降低電訊漫遊資費。 

(五)舉辦粵港澳地區五大機場主席會議，繼續推動機場

建設、運營管理、人力資源培訓、營銷網絡建設等合作。推

動緩解珠三角空域緊 張問題，促進提升珠三角地區航空運輸

能力。

二、 現代服務業 

(一)完善「粵港落實 CEPA 服務業合作專責小組」機

制，推動全面落實《 CEPA 補充協議十》的各項措施。發揮

廣東落實 CEPA 及先行先試政策重點城市的示範帶動作

用，2014 年率先基本實現粵港服務貿易自由化目標。 

(二)金融合作 
1. 繼續落實國務院批准的《廣東省建設珠江三角洲

金融改革創新綜合試驗區總體方案》，爭取進一步降低香港

金融機構准入條件，支持粵港金融機構跨境互設和開展業



 

 
 

 

 
 

 
 

 
 

 
 

 

 
 

 

 
 

 

務。 

2. 進一步推動兩地跨境人民幣業務，加深人民幣資

金在兩地的循環使用，支持廣東省重點區域的經濟建設，

支持香港作為離岸人民幣業務中心的建設。鼓勵開展與香

港跨境人民幣貿易融資業務，支持省內銀行業金融機構在

廣州南沙、深圳前海、珠海橫琴等地與香港銀行同業合作

開展人民幣貿易融資資產跨境轉讓業務。 

3. 積極推動廣東與香港開展個人跨境人民幣滙款

業務和第三方支付機構跨境人民幣網絡支付業務試點。 

4. 支持企業跨境貿易以人民幣計價，鼓勵廣東駐港

企業、外貿企業以及廣東企業與香港關聯公司之間的交易

使用人民幣計價。進一步擴展嶺南通‧八達通聯名卡的應

用範圍和應用領域，為粵港兩地居民跨境交通提供便利的

支付服務。 

5. 支持廣東金融機構與香港同業合作開展跨境人

民幣銀團貸款業務，用於支持廣東重點基建項目、重點產

業聚集區、重大科技專項項目和大型企業、港資企業轉型

項目。推動深圳前海跨境人民幣貸款業務穩健開展。 

6. 繼續支持港資銀行在廣東增設異地支行，鼓勵港

資銀行以多種形式進入廣東，尤其是進入廣州南沙、深圳

前海和珠海橫琴發展。支持港資銀行參與廣東法人銀行機

構改革，支持符合條件的香港金融機構在廣東試點設立消

費金融公司。推進廣東法人銀行機構在香港設立分支機構。 

7. 支持符合條件的港資金融機構與廣東金融機構

開展合作，按規定在內地設立合資基金管理公司、合資證

券公司、合資期貨公司、合資證券投資諮詢公司，進一步

深化兩地資本市場合作。研發和推出更加多元化的跨境投

資産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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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推動內地個人投資者境外投資安排，為廣東個人投

資者投資香港資本市場提供便利，豐富廣東民眾的投資選擇。 

9. 支持廣東省內法人金融機構、企業赴港上市和發

行人民幣債券，鼓勵和支持符合內地上市條件的在粵港資

企業在內地證券市場上市。 

10. 繼續推進保險產品研發、業務經營和運作等合

作，探索粵港保險業協同為跨境出險的客戶提供查勘、救

援、理賠等後續服務。推動兩地保險社團簽署合作備忘錄，

協同為跨境出險的客戶提供查勘、救援、理賠等後續服務。

探索粵港兩地保險業務創新合作，共同爭取國家支持降低

香港保險機構進入廣東市場的門檻。 

(三)旅遊合作 

1. 加快完善《粵港澳區域旅遊合作願景綱要》，加強

開拓區域旅遊市場、產品開發、質量監管、聯合推廣、信息

交流與過境便利等合作，共同提升區域旅遊品牌。深化郵輪

旅遊合作，共同開發、推廣粵港郵輪旅遊「一程多站」線路，

鼓勵更多內地旅客到香港參加郵輪航程，開拓郵輪旅遊市場。 

2. 繼續推動在粵的港資旅行社 (合資)試點經營中國

內地居民出境遊業務(赴台灣地區旅遊業務除外)，爭取國家

支持適當擴大試點範圍。 

3. 廣東完成「144 小時便利簽證」管理系統建設，

聯合加大對「 144 小時便利簽證」政策的宣傳推廣。促進兩

地旅遊業界合作，支持香港旅遊發展局與廣東省旅遊局合作

推廣旅遊產品。鼓勵兩地業界及企業參加雙方推廣活動。聯

合加強旅遊市場監管，推廣誠信品質旅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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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物流與合展合作 
1. 不斷完善粵港物流發展協調機制，繼續推進物流

業合作研究與交流。 

2. 廣東推進粵港澳直通車輛管理有關立法工作，建

立健全市場准入和退出機制。 

(五)文化創意及工業設計 
1. 加強文化產業會展合作，鼓勵廣東文化創意產業

參與香港有關展會和文化節慶活動，鼓勵香港業界加強與

中國(深圳)國際文化產業博覽交易會合作。肇慶市加強與香

港硯文化交流，支持推廣傳統端硯技藝與文化，支持肇慶

傳統工藝文化教育基地建設，打造粵港端硯和玉石工藝文

化教育交流平台。 

2. 充分利用香港在管理人才、創意設計人才、國際

營銷網絡、產業發展經驗等方面優勢，研究開展合作。 

3. 共同主辦粵港電影合作投資交流活動，落實《粵

港促進電影業深入合作發展協議》，鼓勵港產粵語影片以快

捷方便的方式進 入廣東市場。共同爭取增加粵語港產片的

引進片量，縮短進口時間，實現影片在兩地同步上映。鼓

勵和支持香港演職人員參與國產電視劇製作，深化兩地演

藝創意產業合作發展。 

4. 組織雙方企業和設計機構互相參與工業設計項

目及交流活動。 

(六)專業服務合作 

1. 盡快制定具體實施方案，允許取得中國註冊會計

師資格的香港特別行政區專業人員，在廣州南沙新區轄區

內擔任合夥制事務所合夥人。根據廣東省自由貿易園區的

籌建情況，將其範圍擴大到園區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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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爭取國家司法部批准廣東出台《香港律師事務所

與內地律師事務所在廣東省實行合夥聯營試點辦法》。積極

爭取國家司法部支持將在前海設立合夥聯營律師事務所的

審核權，外國 (港澳)律師事務所在南沙、前海、橫琴設立代

表機構及其派駐代表執業初審權，外國 (港澳)律師事務所在

南沙、橫琴、前海設立代表機構年檢及註冊等 4 項審批權

限下放或委托南沙、橫琴、前海三地實施。 

3. 待國家出台《中華人民共和國律師特許執業條

例》後，爭取國家司法部支持符合一定條件的香港律師按

規定，經過特定程序，准與其在廣東從事律師執業。 

4. 落實「試點允許香港律師事務所與廣東省律師事

務所，以簽訂協議的方式，由廣東省律師事務所向香港律

師事務所駐粵代表機構派駐內地律師擔任內地法律顧問」

政策，鼓勵和支持廣東律師事務所在香港設立分支機構。 

5. 在現有合作模式上，繼續推動兩地律師、公證、

仲裁及調解業界的交流與合作。落實國家司法部關於擴大

香港居民在內地從事律師職業的業務範圍政策，確保取得

內地律師執業證書的香港居民在廣東依照新規定順利從事

涉港澳民事訴訟代理工作。 

6. 探討香港仲裁機構在前海設立分支機構並提供

服務的可行性。支持在前海投資的企業選擇香港法律作為

適用法律以及選用香港作為仲裁地。 

7. 爭取允許香港法律專業人員參與深港合作建立

法律查明機制，為前海及南沙合作區商事活動提供香港法

律的查明服務。 

8. 進一步完善粵港法律事務部門交流機制，建立促

進兩地緊密合作相關法律事務協調機制，就涉及雙方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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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法律事務，開展立法建議相互通報和諮詢合作。 

9. 支持前海創新項目管理模式，在工程諮詢、項目

開發、工程建設、物業管理等方面探索建立與國際接軌的

管理制度，進一步推動在工程諮詢、設計、測量和建設等

領域對香港擴大開放。 

10. 推動以廣東佛山市順德區為試點，合作建設香港

專業服務合作平台。

三、 製造業及科技創新 

(一)繼續支持在粵的港資加工貿易企業轉型升級和

開拓內銷市場，實施《廣東省推進加工貿易轉型升級三年

行動計劃（ 2013-2015 年）》。完善「粵港加工貿易轉型升級

專題專責小組」機制，保持兩地政府密切聯繋，共同探討

支持業界的措施。 

(二)東莞市政府建設「轉型升級支援服務中心」，從 
2014 年起三年內安排總額 1,000 萬元扶持資金，加強資源

整合和功能提升，積極引進香港的研發、設計、創意等生

產性服務支援機構，為在莞港資企業轉型升級提供「一站

式」支援服務，着力打造加工貿易企業轉型升級公共服務

示範平台。支持東莞市建立健全港資企業轉型升級工作會

議機制，定期與香港貿易發展局、香港生產力促進局及香

港商協會等座談，加強有關政策措施宣講，協助解決港資

企業經營遇到困難。 

(三)中山市政府探索建立轉型升級輔導機構，通過購

買服務，安排專家、社會組織進入生產力促進中心，協助

企業轉型升級。 

(四)持續開展粵港聯合資助計劃，吸引兩地更多科研

機構、企業參與創新合作。推廣聯合資助計劃支持研發的

高新技術產品及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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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鼓勵創新平台建設，包括香港的大學及科研機構

與廣東共建聯合實驗室、研發中心、現代服務基地等創新平

台。鼓勵廣東高新園區與香港科研機構合作，促進香港研發

成果在廣東實現產業化。繼續推進香港科技園與廣東省佛山

市南海區、順德區和清遠等地高新區的合作。佛山市與香港

科技大學在新光源產業(LED)領域開展產業戰略合作，共同

組建工程技術研究中心，深化產學研合作。

支持香港企業在廣東金融高新區內設立商業保理企

業，設立獨資或合資企業經營離岸呼叫中心業務，加快粵

港金融科技園建設。 

(六)廣東鼓勵省內科研人員赴港學習，發揮深圳前

海、廣州南沙和珠海橫琴粵港澳人才合作示範區作用，鼓

勵和吸引國際高層次科技人才及團隊來廣東工作和創業，

促進兩地科研人員交流。 

(七)廣東加大對外資研發中心進口研發設備、試驗器

材等稅收優惠政策的宣傳力度，加強對政策落實情況的監

督。保障粵港聯合在廣東設立的研發中心可按規定充分享

受進口研發設備、試驗器材的稅收優惠政策，推進粵港科

技創新。

四、 國際化營商環境 

(一)加快國際化營商環境建設，大力推行商事登記改

革，將香港居民個體工商戶的登記註冊納入商事登記範

疇，提升服務效率，促進香港居民個體工商戶在廣東的穩

定發展。 

(二)口岸建設與通關監管 

1. 粵港雙方繼續保持緊密溝通，從多方面優化和擴

展口岸服務，香港配合內地即將推出的電子往來港澳通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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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措施，將 e-道服務進一步擴展至持電子往來港澳通行證

的合資格旅客。雙方加強向公眾發放訊息安排，為過境旅

客提供更大便利。 

2. 加強工作協調，共同做好「通行其他口岸的非營

運小汽車自由選用深圳灣口岸出入境」政策自 2014 年 3 月

底停止執行後，持有其他口岸配額的過境非營運小汽車申

請永久轉用深圳灣口岸的協調銜接工作。 

3. 按計劃推進蓮塘╱香園圍口岸建設，力爭 2018
年建成。按計劃開展港珠澳大橋口岸建設工作，廣東開展

珠海口岸申報工作。積極開展廣深港高速鐵路通關模式及

口岸設置研究。 

4. 穩步推進香港海關「多模式聯運轉運貨物便利計

劃」與內地海關「跨境快速通關」系統對接試點，利用同

一電子鎖監管跨境運輸貨物，縮短過關時間，提高物流通

關效率。 

5. 繼續「單一窗口」通關模式研究。支持粵港海關

之間在現有基礎上全面推廣雙方查驗結果參考互認的適用

範圍。 

6. 支持 2014-2015 學年深港跨境學童校巴服務，在

口岸通關方面給予便利政策。 

7. 就香港《食物內除害劑殘餘規例》的實施開展食

品分類研究，進行實驗室檢測方法技術交流，提高檢測結

果的可比性。 

8. 開展粵港澳檢驗檢疫實驗室對禽流感的抗原及

抗體的檢測比對活動以及實驗室能力測試，逐步推動供港

活禽禽流感檢測結果互認。

8




 

 

 
 

 

 
 

 

 
 

  

 

 
 

 

 
 

 

 
 

 

 
 

9. 在廣東口岸全面推廣應用「航行港澳小型船舶檢

疫監管系統」，在條件成熟的口岸實現檢驗與海關、邊檢等

口岸部門出入境船舶信息的一站式申報，提升口岸通關效

率。 

10. 落實《廣州亞運馬術場賽後利用項目馬匹檢疫合

作協議》，完善馬匹往返兩地的檢疫監管模式、衞生要求和

工作程序，加強粵港雙方對香港賽馬經深圳口岸往返香港

與從化基地的疫病監測，推動雙方對賽馬疫病監測結果的

互認。 

11. 落實《粵港反走私緊密合作協議》，透過粵港反

走私緊密合作專責小組機制，加強信息情報交換、聯合執

法行動等合作，共同採取持續有效的措施，整治水貨走私

活動。 

(三)電子商務合作 

1. 推進兩地在電子商務、下一代互聯網、物聯網、

雲計算及資訊服務業等領域的交流合作。繼續發展及推廣

兩地採用雲計算標準、指引及服務評估和認證，推動項目

合作。 

2. 推動粵港兩地電子簽名證書互認應用，加快「粵

港網上貿易便利化」和「粵港網上服務自由辦」等應用平

台建設。鼓勵及便利使用互認電子簽名證書。 

3. 落實《粵港標準工作專責小組合作協議》，加強

粵港標準化合作。推動現行標準信息交流，支持廣東企業

事業單位和香港企業參與國內外標準化活動。 

4. 加強檢測和認證領域合作，爭取實現雙方檢測認

證結果互認。加強粵港實驗室計量技術交流，開展量值比

對和能力驗證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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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知識產權保護 

1. 在「粵港保護知識產權合作專責小組」機制下，

進一步健全粵港知識產權執法和案件協作處理機制。繼續

舉辦「粵港知識產權與中小企業發展」研討會，鼓勵兩地

業界開展交流。繼續推進「正版正貨承諾」活動，進一步

完善「粵港澳知識產權資料庫」與「粵港知識產權合作專

欄」。支持香港民間組織參加「廣東省少年兒童發明獎」。

加強兩地知識產權人員培訓合作，支持香港知識產權署相

關人員參加國家知識產權局專利審查協作廣東中心相關培

訓。協助香港考生在粵參加全國專利代理人資格考試。推

動粵港知識產權貿易發展，探索知識產權交易創新模式，

建設粵港知識產權交易平台。 

2. 廣東宣傳新修訂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商標法》，

加強商標保護工作。進一步健全粵港商標執法和案件協作

處理機制，提高兩地商標保護水平。加強對廣東商標協會

的指導，加大廣東省著名商標政策宣傳，引導有產品內銷

的在粵港資企業申請認定廣東省著名商標。繼續開展粵港

品牌工作交流，探索加強品牌建設的路徑。繼續開展在粵

港資企業質量培訓，支持符合資格的在粵港資企業申報廣

東名牌產品(工業類)。 

(五)貿易投資促進 

1. 共同舉辦 2014 年粵港經濟技術貿易合作交流

會，粵港聯合舉辦「時尚生活滙展」，共同推動香港企業家

代表到廣東考察投資營商環境，不斷深化兩地經貿投資合

作。 

2. 鼓勵港資企業參加第三屆「中國加工貿易產品博

覽會」，期間邀請有關商會共同舉辦加工貿易內銷政策宣講

活動，協助在粵港資企業拓展內銷。支持 2014 年第十三屆

香港珠三角工商界合作交流會在惠州舉辦，提升香港珠三

角工商界影響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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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繼續發揮香港優勢，推動廣東企業赴香港開展對

外投資合作業務，支持廣東企業以香港為據點加快「走出

去」步伐。推動廣東企業在香港建立海外運營中心，實現

資金的自由和高效調度，有效管理企業海外資產，宣傳企

業品牌、建立品牌形象。利用香港的金融、資訊、人才等

優勢，到境外開展投資和企業併購。 

4. 繼續加強與香港投資推廣署、香港貿易發展局等

機構合作，開展企業「走出去」人才培養。支持和鼓勵兩

地企業以聯合投資、聯合投標、聯合承攬項目等多種方式

聯合「走出去」，共同開拓國際市場。聯合舉辦 2014 粵港

澳聯合推介大珠三角活動。聯合香港貿易發展局，共同舉

辦第 12 屆中國粵港澳商品(印度孟買)展覽會。 

5. 強化民間合作機制，密切與港商協會聯繫，深化

與香港各大商會和行業協會的合作，進一步幫助兩地企業

開拓國際市場。繼續組織廣東企業赴港投資考察活動，搭

建粵港企業交流平台。

五、 優質生活圈 

(一) 生態建設和環境保護 
1. 落實《珠江三角洲地區空氣質素管理計劃  

(2011-2020 年)》，共同優化區域空氣監測網絡。開展有關區

域微細懸浮粒子（ PM2.5）研究合作，採取綜合防治措施改

善區域空氣質素，確保完成 2011-2015 年減排目標。 

2. 深化粵港兩地控制温室氣體排放和適應氣候變

化方面的政策和措施交流，積極推動雙方在科學研究、技

術開發應用和宣傳教育的交流合作。 

3. 加強粵港對遠洋船舶空氣污染排放控制的交流

合作，共同研究實施可行的改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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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加強東江水質保護，確保供港水質安全。加強珠

江河口水質管理工作，強化水環境保護合作。 

5. 積極落實《關於推動粵港兩地企業開展節能、清

潔生產及資源綜合利用的合作協議》，共同推進「清潔生產

伙伴計劃」及開展「清潔生產伙伴標誌」計劃，推動兩地

企業實行清潔生產及推廣節能減排技術的應用。推進環保

產業合作，組織廣東環保企業參加香港「國際環保博覽

會」。 

6. 合作建設珠江口紅樹林等濱海濕地，共同規劃建

設跨境自然保護區，啟動環珠江口跨境區域綠道建設，提

升區域生態質量、促進珠江河口海洋資源護理和可持續發

展。繼續開展海洋環境保護，深化中華白海豚等海洋珍稀

生物保育，加強粵港漁業執法資訊交流。 

(二) 文化交流 

1. 共同研究編制《粵港澳文化合作發展規劃

（2014-2018 年）》，廣東加快珠海橫琴粵港澳文化創意產業

園區的建設，深化文化產業合作發展。 

2. 完善粵港澳文化合作機制，籌備舉辦粵港澳文化

合作第十五次會議。加強文化創意產業相關政府職能部門

及行業組織溝通聯繫，促進業界交流合作。不斷優化「粵

港澳文化信息網」，深化三地文化交流合作示範點的合作，

繼續加強演藝、公共圖書館、非物質文化遺產等交流合作。 

(三) 社會保障 

1. 支持香港服務提供者在粵設置更多獨資、合資醫

療機構。鼓勵香港醫師在廣東多點執業。 

2. 加強醫療衞生合作，參與第十四次「粵港澳防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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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染病聯席會議」，推動區域突發傳染病防治、突發公共衞

生事件應急合作，加強信息通報及專業人士交流合作。 

3. 共同探討便利在粵港人回港就醫的跨境運送安

排。搭建粵港醫療機構交流平台。繼續在深圳市試點醫院

進行香港病人病歷轉介合作項目，定期總結成效。探討如

何鼓勵開展粵港醫療機構轉診合作試點工作。 

4. 繼續開展醫院管理、科技交流、醫護人員培訓等

合作，實現優勢互補、共同提升醫療服務水準。深化與香

港醫院管理局及其他醫療單位的合作，協助培育廣東省專

科護士及師資人員。 

5. 廣東制定出台《港澳服務提供者在廣東以獨資民

辦非企業單位形式舉辦居家養老服務機構申請指引》、《港

澳服務提供者以獨資形式在廣東舉辦營利性養老機構和殘

疾人服務機構指引》，支持和鼓勵香港服務提供者來粵設立

養老機構。積極爭取香港社會服務公益機構以民辦非企業

單位形式在粵登記註冊，試點開展業務。 

6. 廣東舉辦第二期養老服務管理人員培訓班，組織

廣東養老服務行業管理人員及業務骨幹赴港培訓。 

7. 加強粵港社工合作，繼續組織實施「廣東社工實

務能力提升計劃」、「廣東社工服務機構總幹事能力提升計

劃」、「廣東社工督導計劃」等，支持香港社工專業人士為

廣東服務，開展香港社會組織登記管理經驗借鑒調研。 

8. 繼續對供港蔬菜監管溯源系統優化升級，深化試

點效果，帶動更全面和廣泛的應用。開展與香港大學的技

術合作，推動在香港下游的溯源應用，打造供港「放心菜」。

加強源頭監管、監裝監管和口岸查驗信息共享，加快供港

蔬菜通關速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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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整合供港活猪監管、供港蔬菜溯源、出口貨物集

裝箱監管等應用研究，實現供港食品從生產基地、加工企

業、流通領域、出境口岸等環節的全過程監管。 

10. 積極開展供港食品射頻標籤技術應用規範及關

鍵標準研究，重點打造基於 RFID 技術的供港食品監管溯源

追踪管理平台，提升兩地物流通關速度。 

11. 加強粵港協調合作，共同開展香港《食物內除害

劑殘餘規例》宣傳培訓，共同討論制訂監察計劃，深化完

善不合格產品通報和突發事件協同應對機制，促進企業落

實主體責任，確保 2014 年 8 月 1 日規例實施前後供港食品

農產品保障平穩過渡。 

(四) 治安管理 
1. 深化警務合作，加強情報交流，共同打擊跨境犯

罪和非法越境活動，維護邊界安全穩定。 

2. 繼續舉辦粵港澳個案協查工作座談會，加強預防

和打擊跨境職務犯罪，拓展和深化反貪合作。

六、 教育與人才 

(一)繼續推動兩地高等教育院校在合作辦學、學術研

究和交流等方面的協作，支持香港中文大學（深圳）的去

籌申報和建設，爭取 2014 年正式招生。支持兩地高等院校

合作開展科研項目，共建實驗室和研究中心，聯合培養高

層次人才。

繼續做好廣東高等院校及部分具備條件的高等

職業技術院校免試或自主考核招收香港學生工作，擴大廣

東高等院校招收香港學生規模。繼續支持兩地學生交流活

動及教師交流協作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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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進一步做好在粵香港學生接受教育工作，支持港

人子弟學校發展，辦好港籍學生班。 

(三)加快推進廣東工業設計培訓學院（香港知專設計

學院合作院校）建設，大力培養具備國際通用職業能力的

高端人才。 

(四)加快實施粵港澳職業資格「一試三證」工作，逐

步擴大「一試三證」的試點職業範圍。盡快完成養老護理

員、平版制版工(數碼輸出員)、汽車修理工等「一試兩證」

試點考試工作，繼續探索養老護理員「一試三證」和物業

管理員「一試兩證」人才培養評價模式。 

(五)繼續開展職業教育的師資赴港培訓項目。創新粵

港職業教育合作，探索引進香港職教專家來粵任教，開展

職業教育學分互認及職業教育課程合作。鼓勵兩地職業院

校締結姊妹學校，開展學生交換和聯合培養。支持肇慶工

業貿易學校與香港相關企業或行業協會開展教師培訓、學

生見習與專業培訓等合作。鼓勵粵港兩地相關機構在旅遊

業方面進行專業人才交流。 

(六)繼續支持「香港青年服務團」赴粵貧困地區開展

志願服務，協助安排香港青年在粵企業短期實習，積極策

劃在粵建立粵港青年交流活動基地。繼續做好「粵港澳青

年文化交流之旅」活動。

七、 重點合作區域 

(一)前海深港現代服務業合作區建設

共同推進前海金融市場擴大對港開放、專業資格

互認等先行先試政策落實。

支持香港電訊營運商與內地電訊運營商在前海建

立合資企業，經營電訊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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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香港企業參與前海土地一、二級開發。探討

在前海規劃建設香港服務業企業集聚區。

加強深港專業人士及行業組織的合作和交流，探索

兩地人員在前海實現資格互認，並進一步推動香港專業人士

在前海直接提供服務，共同推進深港人才特區建設。 

(二)推動南沙新區與香港的合作

出台《廣州市南沙新區條例》，深化投資管理體制

改革，營造良好法治化營商環境。繼續赴香港舉辦推介會，

加強專業服務、商貿旅遊、服務外包、文化創意產業等合

作。加強與香港在法律服務、商事仲裁、調解等方面的合

作，探索完善與香港律師業合作、聯營的機制。

廣州市加強與香港的大學及香港業界的合作，創

新科技園建設運營管理模式，推進粵港科技、產學研合作。

按照《廣州南沙新區發展規劃》，積極研究探討雙方在南沙

新區創新合作形式及內容，推動相關合作項目落地。

探索廣州地區企業和金融機構在港發行人民幣債

券機制，用於支持南沙開發建設。 

(三)推進橫琴新區與香港的合作

支持和鼓勵香港金融機構在橫琴設立後台及服務

外包機構，推進粵港澳人才合作示範區建設。

鼓勵粵港企業參與橫琴文化創意產業發展，支援

粵港行業組織和仲介機構到橫琴執業、設立分支機構。

積極推進粵港旅遊合作，加強與橫琴的宣傳推

廣，共同打造包括香港及橫琴在內的「一程多站」精品旅

遊路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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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深港河套地區開發

粵港按照「共同開發、共享成果」原則，繼續有

效地推進落馬洲河套地區的發展。提升「港深邊界區發展

聯合專責小組」職能，加強深港河套地區有關開發、運營

和管理等重大事項的協商、探討和決策。

八、 區域合作規劃

抓緊開展《環珠江口宜居灣區建設重點行動計劃》

第二輪公眾諮詢活動，盡快完成研究成果，共建環珠江口

宜居灣區。

九、 機制安排 

(一)通過部際聯席會議制度等機制，加強與中央政府

相關部委的溝通、聯繫，共同爭取更多支持香港業界在南

沙、橫琴和前海發展業務和開拓內地市場的政策。 

(二)廣東繼續完善實施《粵港合作框架協議》督查考

核評價工作機制，確保各項工作落實。 

(三)支持在粵港合作聯席會議機制下︰-

完善深港合作機制，共同研究解決重大合作問

題。在深港前海合作聯合專責小組的工作機制下，設立金

融政策、法制環境、專業服務暨 CEPA先行先試、投資推廣、

規劃建設5個工作小組，推動政策創新及制度對接合作；

完善穗港合作機制，組建專家小組及聯絡員機

制，推動南沙的開發建設；及

繼續透過港珠合作專責小組，加強政府部門間合

作，協助港商把握橫琴發展帶來的機遇，參與橫琴各項開

發建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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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東省人民政府 香港特別行政區政府

副省長 政務司司長 

2014 年 3 月 10 日 2014 年 3 月 1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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