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粵港合作聯席會議第七次會議  
成果一覽表  

 
 

合作範疇  
 

 
二零零三 /零四年主要成果  

經貿、投資推廣及

保護知識產權  
 

(一 ) 在去年年初為特區政府工業貿易署的 CEPA網站與廣東省市達四十個的投
資資訊網站建立連結，至今已有超過六十五萬人次曾進入網站。  

 
(二 ) 兩地聯合舉辦了不同範疇的商貿研討會和推介會，包括 :  

 
(i) 去年九月底首次舉辦的 “粵港經貿合作研討會 ”；  
(ii) 去年十二月在香港舉辦 “CEPA 中小企商機博覽會 ”，重點推介廣東山

區和東西兩翼城市；  
(iii) 去年十一月底與澳門合辦的 “珠海世界經濟發展宣言系列活動之粵港

澳投資環境推介暨經貿洽談會 ”；  
(iv) 本年二月中在廣州舉辦的 “CEPA 週 ”；   
(v) 本年三月舉辦 “粵港物流洽談會 ” 及  
(vi) 在七月八日於香港與廣東省經濟貿易委員會合辦「CEPA 服務業諮詢

會」。  
 
(三) 廣東省積極在各市提供「一站式」服務，協助從事CEPA 框架下十八個服

務行業的港商在內地開業。目前，廣州市、深圳市和東莞市已設立「一站

式」諮詢點。此外，廣東省工商行政管理局也開設了專辦窗口，提供辦理

登記註冊的 CEPA 綠色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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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自CEPA 實施以來，截至 6 月底，廣東省共登記註冊港澳居民申辦個體工
商戶 726戶 (其中香港居民申辦 649戶 )，資金總額達人民幣 2千 5百萬元 (其
中超過九成資金來自香港個體戶 )。 

 
(五 ) 專業服務界別把握 CEPA 所帶來的機會 : 

 
(i) 香港測量師學會與中國房地產估價師學會在去年十一月簽定了資格互
認協議；  

(ii) 香港規劃師學會與中國城市規劃學會在本年二月簽訂了備忘錄，推動
兩地規劃界的合作，包括在學術研究、專業活動、設計與諮詢、人才

培訓，和促進兩地人才溝通各方面；  
(iii) 香港建築師學會與全國註冊建築管理委員會在北京就兩地建築師專業
資格互認，正式簽定了「中港建築師專業資格互認計劃」，首批獲得

互認資格的建築師共有二百零五位 ;及  
(iv) 兩地已完成廣東律師網和香港律師網站的鏈結研究，並爭取兩地司法
當局同意進行連結。兩地律師協會也就在廣東省律師協會成立 “法律資
訊中心 ”，提供兩地律師行的資料及法律服務內容達成原則協議，現正
磋商具體內容。  

 
(六 ) 政務司司長率領近百家港商分別於四月及六月考察粵西地區的湛江和陽

江兩市，以及粵北地區的韶關和清遠市，探討如何拓展香港及有關城市在

旅遊、物流及商業發展的商機。香港考察團成員當中六成為服務企業，包

括物流、銀行、金融服務、基建房地產及旅遊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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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 本年年中共同舉辦了大珠三角及廣東山區和東西兩翼地區網上推介會。  
 

(八 ) 粵港雙方積極鼓勵有優勢的廣東企業，尤其是有實力的民企赴港發展，爭
取在港上市融資，與香港服務企業開展合作。  

 
(九 ) 香港連同廣東省不同城市在日本、韓國、美國和歐洲等地舉辦了聯合投資

推介活動。  
 

(十 ) 進行了一系列保護知識產權的合作活動 : 
 

(i) 在四月十五日在廣州市舉辦了 “香港海關開展版權保護有關做法和經
驗介紹會 ”；  

(ii) 五月二十五日在東莞市與廣東省知識產權局、東莞市知識產權局及香
港貿發局合辦 “知識產權與中小企業發展 (東莞 )研討會 ”；及  

(iii) 兩地積極爭取在本年內完成在粵港推行知識產權管理行業的可行性研
究。  

 
旅遊  (十一 ) 建立了應付繁忙時間和假期內旅客人潮的機制，確保旅客能快捷和便利

地過關，以及保障旅客的權益。  
 
(十二 ) 繼開放廣東省城市、北京市和上海市的市民以個人身份赴港旅遊後，本

年七月初個人遊計劃也擴展至福建、江蘇和浙江省九個城市。至本年七

月底，已有超過二百六十萬內地人士通過 “個人遊 ”到訪香港，為香港帶
來超過 150 億元的消費。  

 
(十三 ) 多次聯合在外地展開國際旅遊展銷系列活動，推廣大珠三角作為 “一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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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站 ”的旅遊點 : 
 

i. 與廣東省及澳門的旅遊局一同參加了二月在墨爾本舉行的亞洲太
平洋旅遊及會議博覽會；  

ii. 與廣東省及澳門的旅遊局一同參加了三月在德國柏林舉行的國際
旅遊博覽會；   

iii. 在六月與深圳市旅遊局一同參加在吉隆坡舉行的馬來西亞國際旅
遊展等 ; 

iv. 粵、港、澳三地將會參加本年九月在日本舉行的世界旅行博覽會 ;
及  

v. 三地也繼續進行粵港澳旅遊信息平台第二期工程，希望可於二零零
四年發展一個高速的連結。  

 
口岸  (十四 ) 增加粵港直通車的班次，由去年每天對開八班增至目前的十二班。  

 
(十五 ) 開通珠三角至香港機場水上客運航 ，為過境香港的乘客提供服務。首

批航 包括深圳福永、蛇口和東莞太平。  
 
(十六 ) 從二零零三年十月八日起准許使用文錦渡和沙頭角兩個口岸過境的私

家車和公務車在兩個口岸關閉後，在凌晨至早上 6 時 30 分使用落馬洲
口岸過境。  

 
(十七 ) 建立了粵港口岸突發事件通報處理機制，確保雙方能更有效地處理口岸

的突發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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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 ) 兩地海關採用統一載貨清單，舉辦首次粵港口岸合作通關技術研討會。 
 

(十九 ) 進行深港西部通道口岸工程並就實施 “一地兩檢 ”進行規劃。  
 

(二十 ) 動工興建落馬洲 /皇崗新跨境橋。  
 

(二十一 ) 開展興建沙頭角口岸新跨境橋的工程。  
 

(二十二 ) 本年年底完成羅湖口岸人行橋空調安裝改造工程。   
 

(二十三 ) 興建皇崗至落馬洲行人通道橋。  
 

預防傳染病  (二十四) 落實了加強粵港傳染病通報機制，並緊密跟進。  
 
(二十五) 在本年五月完成粵港澳傳染病訊息交流及分析系統。  

 
大型基建  (二十六 ) 港珠澳大橋 :粵、港、澳三地政府在去年八月根據國務院的批示成立港

珠澳大橋前期工作協調小組，開展大橋的籌劃工作，並就大橋可行性

研究的安排達成共識，決定將預可研及可行性研究一併進行，在今年

二月委託了設計院開展上述研究。協調小組在今年三月於廣州成立了

辦公室，進行大橋的具體前期工作，目標是今年年底前完成工程可行

性研究後向中央政府申請立項。  
 
(二十七 ) 廣深港高速鐵路 :規劃小組回顧了項目的第二階段研究情況，並就雙方

對廣深港高速鐵路項目的最新構思進行交流。基於雙方的最新構思，

廣深港高速鐵路技術小組現正就該項目內地與香港段線路銜接、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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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術標準、客流預測、財務效益等進行深化研究。研究完成後，將提

交規劃小組審議。  
 

(二十八 ) 深港西部通道 :根據雙方議定的時間表，深方已於六月二十八日把大橋
交界墩範圍移交港方。  

 
教育  (二十九 ) 隨著兩地的有關當局簡化了出入境和收生程序，內地學生現在可以 “因

私 ”身份來香港學習，香港高等院校亦可直接在內地招收學生而毋須通
過其他機構代辦。香港高等院校和廣東省的學生也因而受惠。  

 
本年七月教育統籌局與國家教育部在北京簽署《內地與香港關於相互

承認高等教育學位證書的備忘錄》，有助促進粵港兩地人才的交流和

高等院校間的合作。  
 
(三十 ) 教統局在本年一月訪問了廣東省職業技能鑒定指導中心，了解國家職

業資格證書制度及職業技能鑒定工作的實施情況。  
 
(三十一 ) 教資會已在二月下旬組團訪問了廣州，實地了解兩地在教育合作方面

的空間和機會。  
 
(三十二 ) 廣東省教育廳應教統局的邀請，挑選了 15 名高 /特級中、小學語文教

師和教研員，在本年九月到香港進行為期一年的協作教學計劃，和進

行教研工作。  
 
(三十三 ) 在本年三月下旬在香港舉辦了一年一度的京港課程專家交流合作，廣

東省教育廳亦派員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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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  (三十四 ) 粵港兩地合辦兩次「珠三角軟件產業論壇」。  

 
(三十五 ) 在七月底，特區政府創新科技署及廣東省科技廳在廣州舉辦了粵港科

技合作論壇，介紹香港的創新及科技發展新策略，香港的大學與科研

機構在會上向珠江三角洲企業介紹其科研項目，並展開配對及洽談工

作。  
 

環保  (三十六 ) 兩地於二零零三年十二月擬備了“珠江三角洲地區空氣質素管理計
劃”，當中列出了兩地政府擬採取的空氣污染強化防治措施，以達致

減排目標。  
 
(三十七 ) 作為“珠江三角洲地區空氣質素管理計劃”的一個主要項目，順利建

構了“珠江三角洲區域空氣質素監測網絡”。香港正跟廣東省環保局

制訂該網絡的數據交換及發布工作安排，以配合網絡能預期在二零零

四年年底前開始全面運作。  
 
(三十八 ) 在三月完成珠江三角洲水質模型研究項目基礎資料搜集。  
 
(三十九 ) 年初初議定「后海灣 (深圳灣 )水污染控制聯合實施方案」第一次檢討

的工作綱領和組成合作研究小組負責落實檢討工作。  
 

文化體育  (四十 ) 在二月底舉行了第四次粵港澳文化合作會議。  
 
(四十一 ) 粵港澳三地在四月底推出「粵港澳文化資訊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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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二 ) 粵港澳三地在五月舉辦相關推廣活動以響應「國際博物館日」，包括
粵澳兩地文博單位應邀參與在港舉行的「2004 香港國際博物館日」
活動、香港的文博單位亦應邀參加粵方於廣州舉辦的活動等。  

 
(四十三 ) 粵澳組織青少年樂手來港參加七月二十五日至八月八日期間舉行的

「二零零四香港青年音樂營」。  
 
(四十四 ) 粵港澳協議於二零零四年九月在廣州合辦國際體育用品博覽會。  
 
(四十五 ) 粵港澳三地計劃於十月至十一月期間舉行高爾夫球巡迴賽。  

 
發展策略  
研究  

(四十六 ) 完成了《珠三角城市群與香港互動和協調發展》研究初稿。  
 
(四十七 ) 《香港與珠三角西部：從跨界角度看協作發展》研究已完成，並交與

廣東省發改委正進行之《珠江西岸開發問題》研究參考。  
 

其他  (四十八 ) 銅鼓航道工程方面，深圳有關機構預計環評報告可在二零零四年九月
完成，然後按《環境影響評估條例》提交環保署審批。  

 
(四十九 ) 在第七次會議上確認成立 “粵港城市規劃及發展專責小組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