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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灣區開創新局面
從大灣區規劃可見，香港在國家發展中扮演舉足輕重的角色

with government representatives from
countries including Japan and South
Korea, and they have all expressed
interest in the GBA. Specifically, they
are asking: “What are the opportunities and how can we grasp them?”
She noted that it is difficult to give
a short answer to these questions, but
said that the GBA is an ecosystem
and “we have to collaborate to make
it work.” For example, Hong Kong
has top universities, while Shenzhen
has the space for major projects to be
developed.
But she noted that Hong Kong’s
current manpower challenge could
restrict our ability to make the most of
the opportunities that are emerging.
“We definitely need more talent
from overseas and the Mainland to
upgrade our technologies in Hong
Kong,” she said.
Tsang explained that it is not just
scientists and technology experts that
Hong Kong needs. We will also require
skilled professionals in marketing and
customer services, for example, if a
successful tech industry is to flourish.
Hong Kong should also improve its
healthcare and housing provisions to
attract more overseas professionals.
In terms of physical infrastructure,
Tsang remarked that the opening of
the Express Rail Link means that she
can easily travel from Hong Kong to
Guangzhou, Shenzhen and back again
in one day. This has made a huge difference to her working life, and demonstrates how the GBA is already facilitating business growth in the region.
“We see the opportunities,” she
said. “We hope you can also feel
that Hong Kong will not just be an
observer; Hong Kong can play a key
role in the GB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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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兵咸永道代表曾惠賢表示，最近與

一職，負責制定大灣區相關的

日本和南韓等國家的政府代表會面時，

政策和措施。

他們一致表示對大灣區深感興趣，而且

民忠擔任香港特區政府政制及

因此，總商會3月18日

「機遇處處，我們應好好把握。」

尤其關心：「有何機遇？如何把握？」

的午餐會上座無虛席，亦

她認為，這些問題難以用三言兩語解

不教人意外；與會者都渴

答，但她表示大灣區是一個生

望細聽袁民忠講解

態 系 統 ，

剛發布的《粵港澳
大灣區發展規
劃綱要》（綱
要）。
袁民忠就
綱要背後的因
由、香港迄今為止在大
灣區發展中擔當的角色，以及推
動本港前進的優先要務一一剖析。

在大灣區的發展中，香港不只是旁
觀者，而是擔當舉足輕重的角色，
希望大家亦有同樣的看法。

袁民忠說：「大灣區是活力

—— 羅兵咸永道稅務合夥人 曾惠賢

四射的地區。」不但面積
大、人口多，還坐擁全球
最密集的港口和機場集
群。
他解釋，綱要不僅對香港和其
他大灣區城市至關重要，對整個國
家的發展亦然。
「綱要的出台，為國家的對外開放開
創了新局面。這亦是向世界各地展示
『一國兩制』如何有效運作的具體一
步。」
袁民忠解釋，香港在發展中擔當不可
或缺的角色。例如2月的大灣區宣講會便
正正在香港舉行，而香港政府亦有就綱

「我們必須攜手合作，
使其發揮作用。」例如，香港有
頂尖的大學，而深圳則有土地空
間發展重大項目。
然而她亦指出，香港目前的人力難題
或會成為局限，阻礙我們充分利用不斷
湧現的機遇。
她說：「我們的確需要更多來自海外
和內地的人才，以提升本港科技。」

要的起草提供建議。他說：「我們大部

曾惠賢解釋，香港科技業要蓬勃發

分的意見和建議都獲採納，並反映在規

展，除了需要科學家和科技專才，還要

劃中。」

有熟練的營銷和客戶服務專業人員。香

他指出，「一國兩制」是港澳獨有的
制度，這一政策仍然關鍵。「最高領導
人強調，將嚴格遵守『一國兩制』的原
則。」
綱要公布後不久，中央政府進一步推
出八項政策措施。袁民忠表示，來年將
有更多針對香港的措施出台。

港也應改善醫療服務和房屋供應，以吸
引更多海外專才。
實體基建方面，曾惠賢認為高鐵的開
通讓她可即日往返香港、廣州和深圳，
大大便利了公務聯繫，可見大灣區正促
進區內的業務增長。
她說：「機遇就在眼前。在大灣區的

他補充，大灣區正為香港開拓新景

發展中，香港不只是旁觀者，而是擔當

象，邁向多元經濟之餘，同時讓市民發

舉足輕重的角色，希望大家亦有同樣的

展事業。

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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