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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料文件  

 

立法會工商事務委員會  

 

深港合作會議  

 

目的  

 

  本文件向委員簡介於2013年11月25日在香港舉行

的深港合作會議的情況。  

 

背景  

 

2. 政務司司長林鄭月娥與深圳市市長許勤於今年11

月25日在香港共同主持深港合作會議。會上，雙方回顧了

過去一年的工作成果，並展望來年的合作方向。  

 

3. 會議後，雙方共同見證三份合作協議的簽署，包

括「深圳學校開設港籍學生班合作協議」、「深圳市前海深

港現代服務業合作區管理局與香港科技園公司戰略合作協

議」及「旅遊合作協議」。有關合作協議內容見附件。政務

司司長與深圳市市長於同日召開了新聞發布會交代會議的

成果，而港深雙方亦分別發出新聞公報。下文簡介會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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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論的重點範疇。  

 

打擊水貨走私活動 

 

4. 港深兩地執法部門一直緊密合作，打擊水貨走私

活動。自去年9月和今年2月兩地執法部門開展聯合專項行

動，加強檢查口岸旅客及情報交流，現時水貨問題已見收

斂。 

 

跨境學童 

 

5. 近年跨境學童人數持續上升。為了讓跨境學童更

快捷及安全地上學，港深兩地推出了多項應對措施。在 

2013/14學年，跨境校巴特別配額數量由110個增至140個，

增幅達27％。另外，港方也加強在各口岸實施學童免下車

檢查措施，以及跨境學童簡易過關程序。特區政府會繼續

與深方保持緊密聯繫，讓學童能安全、便利和快捷地跨境

上學。此外，雙方簽訂了合作協議，將港人子弟班計劃的

收生範圍擴展至雙非兒童，為他們提供留在深圳就學的選

擇。現時共有七所民辦學校參加該計劃，包括一所最近獲

准參加的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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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關便利 

 

6. 為提供高效率的出入境服務，入境處除了擴展e-

道服務至經常訪港內地旅客外，亦在各管制站採取了各項

人流疏導措施，包括在出入境高峰時段盡量增開櫃檯疏導

旅客；同時亦推出了其他措施，包括訪港旅客出入境免蓋

章安排、改善口岸工程、提升出入境管制系统等。下一步，

入境處會推出相應措施配合內地當局正籌備推出的電子往

來港澳通行證，希望能進一步提升通關效率、縮短輪候時

間。未來數年，多個新口岸設施陸續落成，預計有助紓緩

現有管制站的壓力。 

 

跨境基建 

 

7. 在港深去年底就蓮塘/香園圍口岸發展的前期工

作上達成共識後，港方口岸的建築及相關設施的設計已於

本年1月展開，口岸土地平整工程及部份連結路工程亦分別

在本年4月和7月展開，以確保建造工程於2018年竣工。同

時，治理深圳河第四期工程已於本年8月底開展並預計在

2017年年底完成，以配合蓮塘/香園圍口岸落成啟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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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另外，現有口岸的優化工程亦順利完成。文錦渡

口岸客運大樓的改善工程於本年8月完成後已恢復運作，大

大提升口岸的處理能力。為更加便利市民完成出入境手

續，港方文錦渡管制站的e-道數目由原來的9條增至16條，

另外又增加了11個一般跨境巴士停泊位以及10個跨境校巴

泊位。特區政府會繼續與內地有關部門保持緊密溝通，確

保口岸日常運作暢順，並繼續留意旅客的需要，致力為旅

客提供優質的出入境服務。 

 

環保合作 

 

9. 港深兩地政府一直在環保方面保持緊密合作，務

求改善區域空氣質素。港方在今年3月發表了《香港清新空

氣藍圖》，而深方也在今年9月公佈《深圳市大氣環境質量

提升計劃》，雙方分別提出了一系列改善空氣質素的措施，

重點包括減少由海陸交通、發電和工業生產等帶來的污

染。來年，在環境保護方面，兩地會繼續推動落實各項改

善空氣質素和水質的措施。 

 

4 



 

前海發展 

 

10. 自去年國務院批覆22條支持前海開發開放的政策

後，至今已基本落實了16條。港深雙方亦正加緊推進其他

未落實的政策，包括「允許香港專業人士在前海執業」的

有關規定。其中在建築及相關工程業方面，發展局與前海

管理局於本年九月簽署了合作意向書，設立「規劃及建設

專責小組」，探討讓香港建築及工程界別的專業人士及企業

直接在前海執業和開業，及擴大服務範圍的具體方案。特

區政府會繼續與深圳當局保持密切聯繫，同時反映香港業

界對前海發展的意見。 

 

落馬洲河套地區 

 

11. 落馬洲河套地區是港深合作的一個重點項目。港

深兩地政府經過多年的協商，同意河套地區的發展將以高

等教育為主，輔以高新科技研發設施和文化創意產業用

途。雙方於2009年6月合作開展的「落馬洲河套地區發展規

劃及工程研究」已大致完成，有關的「建議發展大綱圖」

亦已於今年7月在港深兩地公布。為加快推進落馬洲河套地

區開發，雙方同意提升「港深邊界區發展聯合專責小組」

5 



 

職能，對河套地區的重大事項，包括開發、運營和管理，

進行協商、探討和決策。港深雙方將會在「共同開發、共

享成果」的前提下，繼續有效地推進落實河套區的發展。  

 

金融合作 

 

12. 自從前海在今年初試點推行跨境人民幣貸款以

來，截至今年8月底，前海備案的跨境人民幣貸款已達70

億元人民幣。另外，三間港資銀行已順利在前海開設支行，

三家港資保險中介機構已獲批准在深圳開業。在本年8月簽

署的《內地與香港關於建立更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CEPA)

補充協議十，亦為港深兩地證券機構的合作提供新的機

遇，包括提高設立合資基金管理公司及全牌照證券公司的

港資持股比例、允許符合條件的港資金融機構在廣東省、 

深圳市、上海市以及內地批准的“在金融改革方面先行先

試＂的若干改革試驗區內開設合資全牌照證券公司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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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港青年創新創業基地 

 

13. 科技創新是經濟發展的重要一環。深港青年創新

創業基地於本年6月在深圳正式成立，為兩地有志創立科技

事業的青年人提供了一個難得的機會一展抱負。 

 

其他領域  

 

14. 除上述領域外，兩地在旅遊、文化等方面的合作

也有穩步進展，雙方會繼續推進各範疇的合作。  

 

總結  

 

15. 過去一年，港深兩地政府共同努力，攜手處理了

不少兩地民眾關注的課題，並推動金融、專業服務等經貿

範疇的合作。來年，特區政府會繼續本着『優勢互補、錯

位發展、互利雙贏』的方針，與深圳保持緊密夥伴關係，

務實回應兩地民眾的訴求及推動兩地經濟發展。  

 

 

政制及內地事務局  

2013 年 1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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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教育局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教育局 

 

 

深圳學校開設“港籍學生班”合作協議 
 

 

為加強深港兩地教育合作，進一步拓展基礎教育合作範圍和

內容，深圳市教育局和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教育局（以下簡稱“雙

方”）經商議，同意共同簽署《深圳學校開設“港籍學生班”合

作協議》（以下簡稱“協議”）。 

一、支持符合條件的深圳民辦學校開設“港籍學生班”（原

“港人子弟班”）； 

二、同意深圳港人子弟學校和已開設“港人子弟班”的學

校，將招生範圍從父母雙方或其中一方須為持有香港身份證的香

港永久居民的兒童，擴展至包括在香港擁有居留權而母為內地居

民及父為非香港永久居民的兒童。 

三、收生範圍擴展後，“港籍學生班”繼續按照兩局之前共

同議定的《深圳學校試辦港人子弟班施行細則》運作；在深圳港

人子弟學校和“港籍學生班”就讀，符合資格的港籍小六畢業

生，可依程序參加香港中學學位分配辦法，獲派香港中學學位。 

 

本“協議”自雙方簽署之日起生效，未盡事宜雙方協商解決。 

 

 

 

深圳市教育局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教育局 

局長 局長 

郭雨蓉 吳克儉 

  

  

  

二零一三年十一月二十五日 二零一三年十一月二十五日 

  
  

akyho
打字機文字
 附件Annex

akyh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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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前海深港現代服務業合作區管理局

與香港科技園公司戰略合作協議 

 

甲方：深圳市前海深港現代服務業合作區管理局 

地址：深圳市南山區東濱路與月亮大道交匯處南側 

   前海深港合作區綜合辦公樓  郵編：518052         

 

乙方：香港科技園公司 

地址：香港新界沙田香港科學園科技大道西 2 號生物資訊中

心 8 樓 

 

 

甲、乙雙方本著“真誠合作、互惠互利、共同發展”的

原則，建立戰略合作夥伴關係，並簽署本合作協議： 

 

第一條：合作內容 

（一）吸引世界各地人才 

甲乙雙方合作探討以內地的千人計劃、萬人計劃等國家

政策，向世界各地招攬人才。 



 

（二）推動科技金融 

甲乙雙方合作，共同於香港及世界各地尋找、鼓勵及引

進有意投資及收購高新科技的創業基金進駐香港科學園及

前海, 將資金投入支持科技發展。 

 

（三）甲乙雙方共同為深港現代服務業合作，將繼續探

討其他的合作內容。 
 

第二條：合作機制及對接 

甲乙雙方通過座談、專題會議等形式保證雙方日常聯繫

和業務交流的順利進行，會議可以在雙方同意的地區舉行。 

 

第三條：其它內容 

（一）本戰略合作協議的內容可以對外公開。 

 

（二）“保密條款”:雙方必須對本次合作的具體合作內

容保密，具體合作內容包括但不限於合作的商務條款和條

件、技術方案、電子郵件等內容。未經雙方書面確認，不得

向除雙方為履行職責而確有必要知悉保密資料的該方僱員

（或其關聯機構、該方律師、會計師或其他顧問人員）以及

具體合作內容審批機構以外的任何單位透露，但適用的法律

法規有特別規定的除外。 



（三）本合作協議有效期為簽訂日期之日起到具體合作

內容完成日為止。如具體合作內容未能在本合作協議簽署日

之三年內獲得通過，本合作協議自動終止。有效期滿後，經

雙方協商一致可續簽。 

（四）任何一方可在本合作協議有效期限內單方決定提

前終止本合作協議，但必須至少提前九十天向對方發出書面

通知並在通知內寫明合作協議終止日期。經雙方協商同意，

可以書面方式延長本合作協議的有效期限，或者對其內容進

行更改、修正或補充，經雙方簽字蓋章後生效。 

（五）本合作協議僅作為雙方合作意向之證明，除“保

密條款”外，對雙方不具法律約束力，雙方對合作協議不承

擔任何法律責任。 

（六）雙方為履行本合作協議所發生的費用，由雙方自

行承擔。 

（七）雙方同意本合作協議為非排他性合作協議 ，雙

方將以開放的態度展開交流和合作。 

（八）本合作協議未盡事宜，由雙方友好協商解决並簽

訂補充文件。 

（九）本合作協議一式兩份繁體中文，一式兩份簡體中

文，雙方負責人簽字並加蓋公章之日起生效。甲乙雙方各執

一份繁體中文，一份簡體中文，均具有同等效力。 

 

 
 



 

 

甲方： 乙方：   

深圳市前海深港現代服務業 香港科技園公司  

合作區管理局 

（蓋章） （蓋章）  

 

 

 

簽字:______________ 簽字: ______________ 

簽署代表： 簽署代表： 

深圳市前海深港現代服務業 香港科技園公司企業拓展及

合作區管理局局長 科技支援副總裁 

張備 楊德斌 

日期: 2013 年 11 月 25 日 日期：2013 年 11 月 25 日 

  

簽署地點: 香港                    

 

 
 



 

 

 

香港旅遊發展局 深圳市文體旅遊局 

旅遊合作協議 
 

為把深港共同建設成為有國際影響力的、世界級的旅遊

目的地，突出旅遊在兩地發展中的拉動作用，實現優勢互

補，實現雙贏，在粵港合作框架下，深圳市文體旅遊局與香

港旅遊發展局就加強兩地旅遊交流與合作達成如下協議： 

  一、繼續加強深港旅遊合作聯絡小組的溝通與協作，開

展旅遊宣傳推廣工作，溝通相關信息和資料，研究市場推廣

措施。 

  二、雙方建立定期溝通渠道，每年舉行會談，商定合作

項目。 

  三、根據市場情況，在海內外廣泛推廣深港聯遊產品及

線路。 

  四、加強兩地在行業發展動態等方面的信息溝通及兩地

之間旅遊統計數據與其他非涉密資料的交流，為兩地旅遊業

界提供交流合作的平台和便利。 

  五、結合市場需求，開發、設計更多港深“一程多站”

產品和線路。 



  六、雙方聯合赴國內外開展旅遊推廣活動及為對方到己

方所在地舉辦促銷、宣傳活動提供協助。 

  七、雙方在邀請海內外業界代表和傳媒記者到本地考察

時，考慮將考察線路延伸到對方。每一方負責安排各自所在

地的接待。 

  八、根據實際情況及雙方有關的規定，雙方互相在轄下

旅遊諮詢服務中心擺放、派發對方的旅遊宣傳資料，雙方的

旅遊網站實現熱線連接。 

  九、本協議未盡事宜由雙方協商解決。 

  此協議在雙方簽署日起生效，為期一年，之後可以在雙

方同意下延續有效期。本協議可在雙方同意下隨時修訂和補

充。若任何一方有意終止本協議，必須在最少三個月前以書

面知會對方。本協議於 2013 年 11 月 25 日簽訂。 

 

      香港旅遊發展局             深圳市文體旅遊局 

           總幹事                       局長 

           劉鎮漢                      岳川江 

 

  

     2013年 11月 25日          2013年 11月 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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