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粵港共同推動率先基本實現服務貿易 
自由化合作協議 

 
 為充分發揮 CEPA 及服務業先行先試政策的優勢，推

動粵港於 2014 年率先基本實現服務貿易自由化，經雙方

協商，共同簽署本協議： 
 一、雙方加強溝通，推動率先基本實現粵港服務貿易

自由化。 
 二、雙方適時召開工作會議，對推動粵港服務貿易自

由化的進展情況進行分析和評估，並協商研究 2014 年的

工作重點。 
 三、促進兩地業界交流，廣泛聽取和收集業界對實現

粵港服務貿易自由化的意見及建議。 
 四、加強重點平台建設，支持廣東省順德區政府與香

港專業界別繼續推動以順德區為試點，合作建設粵港專業

服務合作平台，促進香港專業服務業在廣東順利發展。 
 五、加強宣傳推介，適時舉辦政策宣講活動，使香港

服務提供者充分了解相關投資信息，利用各項優惠政策進

入廣東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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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協議一式四份（簡體字版、繁體字版各兩份），分

別由廣東省人民政府及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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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前海深港現代服務業合作區管理局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發展局 

合作意向書 

 

協議雙方： 

深方：深圳市前海深港現代服務業合作區管理局 

港方：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發展局 

 

為貫徹落實《內地與香港關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

排》（CEPA），體現《國務院關於支持深圳前海深港現代服

務業合作區開發開放有關政策的批覆》，進一步加強深港合

作，充分發揮前海“比深圳經濟特區更特殊”的先行先試的

政策優勢，雙方本著“平等互利、優勢互補、共同發展、誠

實信用”的原則，經友好協商，雙方在規劃建設領域達成如

下合作意向： 

 

第一條 雙方同意自本意向書簽訂之日起，本著互信、

互利、共贏的原則，努力構建緊密、穩定、全面的合作關係。 

 

第二條 雙方同意建立信息共享機制，加強雙方在促進

兩地規劃建設領域中城市規劃、建築市場管理(包括招投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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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工程設計、造價管理、工程質量安全、風險應急及

節能減排、維修管理等方面的交流和合作。 

 

第三條 雙方同意在官方網站相互設置鏈接，使前海相

關工程信息及程序指引可迅速發佈，令香港業界了解前海規

劃實施的最新進展。 

 

第四條 為深化深港合作，雙方同意成立規劃建設專責

小組，建立聯席會議制度。研究深港兩地規劃建設的政策法

規體系及工程技術規範、標準，積極推動兩地規劃建設領域

深化合作。 

 

第五條 雙方同意探索建立互派工作人員實習機制，互

派工作人員進行多方面的業務培訓與交流，以提高專業人才

質量。 

 

第六條 雙方充分利用前海先行先試的特殊政策和深圳

經濟特區立法權優勢，探索更加開放、更加國際化的執業環

境。進一步探索研究規劃、工程諮詢、設計、測量和建造等

領域取得香港執業資格的專業人士在前海直接執業和開設

工程技術服務有關企業的方式，並制定配套管理辦法。亦探

索兩地在建築市場管理、信譽等方面的互動互聯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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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條 探索香港各類規劃、建築、工程等顧問公司和

工程承建商在前海註冊成立公司或提供服務的准入門檻、業

務範圍及香港企業投資項目的投標資格要求。 

 

第八條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發展局經投標企業允許

後，提供企業在香港的履約表現等信息供前海管理局在招評

標及後續監管過程中參考，提高企業履約和服務水平，減少

違約風險。 

 

第九條 雙方將在規劃建設領域鼓勵香港和內地企業聯

營發展，努力將前海打造成為香港與內地緊密合作的先導

區。 

 

第十條 雙方探索在土地開發、城市規劃、工程設計、

工程建設、物業管理及維修等各個階段，為香港機構參與提

供便利，深化港方專家參與機制。探索引進香港工程質量檢

測機構，提升前海建設領域的國際影響力及認可度。 

 

第十一條 雙方探索在前海範圍內，對香港獨資或與內

地合資開發的建設項目，試點實行香港的規劃及工程建設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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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機制，包括但不限於由投資者自主聘請香港專業人士和企

業，積極推動前海制度創新與國際接軌。 

 

第十二條 本意向書簽署後，雙方將就具體合作方式、

合作條件、工作計劃等事項進一步協商。 

 

第十三條 本意向書自簽訂之日起生效，有效期五年。 

 

第十四條 本意向書一式兩份，雙方各執一份，具有同

等法律效力。 

 
 
 

深圳市前海深港現代服務業

合作區管理局局長 

張備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 

發展局局長 

陳茂波 

 

 

  

 

二○一三年九月十六日於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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粵港促進電影業深入合作發展協議 

 

 粵港電影業深入合作，對於加強兩地電影基礎建設，整合資

金、人才資源，繁榮電影創作生產，促進華語電影文化發展具有重要

的推動作用。雙方為了促進兩地電影業深入合作和發展，經協商後共

同簽署本協議： 

 

一、雙方攜手鼓勵兩地粵語電影業的合作，整合粵港兩地優秀的

電影製作資源，以振興粵語電影為抓手，立足粵港，輻射全

國，共同打造華南區電影製作生產中心；  

 

二、雙方就電影事務建立良好的溝通機制，定期舉行雙方有關部

門的互訪和溝通，增進雙方的瞭解和友誼；  

 

三、雙方積極落實《內地與香港關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

有關政策和安排，共同努力推進港產粵語版本影片更方便快

捷地在廣東省內發行放映，盡快逐步實現粵港兩地同步上

映； 

 

四、雙方通過每年組織電影展映交流活動，向粵港兩地觀眾宣傳、

推介各自優秀的電影作品，加深兩地對電影交流合作成果的

認識，形成粵港電影共同發展的良好局面； 

 

五、雙方共同努力，建立健全有效的粵港兩地電影行業間資訊交

流管道，通過彙編、交換資訊情報的方式，增進業界對兩地

電影政策、項目發展、資金需求等業界動態的瞭解；  

 

六、雙方共同促進粵港兩地電影業界加強投資合作交流活動，每

年組織業界實地考察交流，促進電影項目融資、製作和發行

放映的全方位合作。  

 

  



 本協議一式四份(簡體字版、繁體字版各兩份)，分別由廣東

省人民政府及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保存。 

 

 

 

廣東省廣播電影電視局

副局長 

黃小玲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 

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 

蘇錦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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粵港標準工作專責小組合作協議 

 

為落實《粵港合作框架協議》，明確粵港標準工作專責小組合

作宗旨、組織架構、工作職責與機制等事宜，進一步深化粵港標

準化合作，共同促進粵港經濟社會發展，特制訂本協議。 

 

第一條 合作宗旨 

堅持一國兩制方針，增強互相尊重和信任，加強溝通與協調，

本著互補、互動、互利的合作精神，通過粵港標準工作專責小組

建立健全互利共贏的合作機制，充分發揮雙方的優勢和特色，共

同推進粵港標準化合作，促進粵港經濟社會發展。 

 

第二條 人員組成 

粵港雙方組長分別由廣東省質量技術監督局負責人和香港創

新科技署檢測和認證局負責人擔任；成員由廣東省質量技術監督

局標準化處負責人、廣東省標準化研究院負責人、廣東省 WTO/TBT

通報諮詢研究中心負責人、香港創新科技署認可處負責人、香港

創新科技署標準及校正實驗所負責人組成。廣東省質量技術監督

局標準化處指定負責人和香港創新科技署產品標準資料組指定負

責人為聯絡員。如有需要，粵港標準工作專責小組一方組長可就

該方人員組成向小組提議增減或通知更換。 



第三條 工作職責 

（一）研究通過現有機制互通兩地標準信息。 

（二) 鼓勵兩地企業按照國際標準和國外先進標準組織生

產。 

（三）分享參與國際標準制修訂活動的經驗，以提高粵港兩

地國際標準制修訂的水準和能力。 

（四）研究實現兩地檢測認證服務共享的有效途徑。 

（五）廣東支持在粵港資企業申請和評（認）定廣東省名牌

產品。 

（六）其他重要事項的合作與交流。 

 

第四條 工作機制 

（一）粵港標準工作專責小組工作會議由雙方組長共同負責

召集主持，小組全體成員參加。雙方根據合作需要，原則上每年

上半年召開一次例會，分別由粵港雙方輪流牽頭組織。因工作需

要，粵港標準工作專責小組一方組長可提議召開臨時工作會議，

協商解決有關重要問題。 

（二) 粵港標準工作專責小組會議研究主題由雙方協商確

定。主要回顧總結上年度工作情況，研究安排本年度工作任務。 

（三）工作取得實質性進展或成果，信息可公開的，經雙方

協商同意後，可對外公佈。 

（四）日常聯絡溝通工作由雙方聯絡員負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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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工作會議議定的事項以會議紀要形式印發各成員單位

執行。 

本協議有效期從正式簽署之日起到 2020年 12月 31日。本協

議一式四份(簡體字版、繁體字版各兩份)，簽署雙方各執簡繁版

各一份。 

 

 

廣東省質量技術監督局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 

創新科技署 

(簽字）：                       (簽字）： 

2013年  月  日                2013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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粵港知識產權合作協議 

（2013-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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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及其補充協定，落實粵港合作聯席會議精神，促進粵港更緊

密合作，增強兩地的經濟實力、自主創新能力和國際競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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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鞏固過去合作成果，提升現有合

作層次，拓展將來合作領域，積極推動粵港知識產權全面發

展。 

現經粵港保護知識產權合作專責小組雙方成員單位協商

一致，制訂本合作協議。雙方將在知識產權領域開展以下合

作： 

一、健全機制 

(一) 全方位深化現有中長期合作專案及拓展新項目，提

升區域知識產權發展與保護水平。 

繼續完善粵港保護知識產權合作專責小組機制，加強項

目合作制度。在研討交流、跨境保護、宣傳教育及服務引導

等領域，深化雙方在知識產權宣傳、培訓、教育、交流互訪、

調查研究和服務等方面的交流合作，推動雙方知識產權的創

造、運用和貿易發展。重點開展知識產權貿易合作，協助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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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企業透過知識產權商業化開拓商機和升級轉型。 

二、交流研討 

(二) 繼續舉辦“粵港知識產權與中小企業發展”研討會 

粵港雙方將於 2014 年上半年在廣東省（汕尾市）繼續舉

行“粵港知識產權與中小企業發展”研討會，主題待與舉辦

城市共同商定。研討會將繼續邀請國家知識產權局領導以及

來自粵港雙方的知識產權專家代表出席，共同探討知識經濟

時代中小企業如何更好運用知識產權提升市場競爭力。 

(三) 繼續開展粵港版權交流活動 

開展粵港版權產業企業交流活動，分享粵港版權產業知

識產權創造、運用、保護、管理經驗，研究推動兩地版權企

業維權合作和版權貿易發展途徑。繼續開展粵港中學生版權

知識和版權保護交流活動。 

(四) 繼續加強商標品牌建設交流 

廣東省工商局繼續開展與香港相關部門和機構的交流，

探索加強兩地品牌建設的路徑。 

(五) 繼續推進粵港知識產權交流研討活動 

粵港雙方組織粵港兩地業界的交流活動。通過多種形

式，向粵港企業和公眾宣傳兩地保護知識產權的法律和政

策。繼續邀請兩地的知識產權民間組織、中介機構及行業協

會參與雙方合作舉辦的研討會、培訓班和交流等活動，以提

供更廣闊的溝通平台、深化彼此溝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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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跨境保護 

(六) 進一步健全粵港知識產權執法和案件協作處理機制 

廣東海關聯合香港海關繼續深入開展打擊粵港兩地跨境

運輸侵權貨物的執法合作。粵港兩地海關通過相互提供執法

培訓和組織專題研討等活動，進一步密切兩地海關的知識產

權保護合作。 

廣東省公安廳繼續深化和健全粵港執法機關情報交流、

重大案件事件通報、業務培訓及案件協查機制，不斷總結成

功經驗，完善合作機制，提高合作水平，擴大合作內容，增

進合作成果，努力推進粵港刑事執法合作取得新進展，邁上

新台階。 

廣東省工商局繼續探索與香港海關深化商標執法協作，

就如何交換、固定、使用雙方查處案件中的證據，如何核查

企業信息真偽，如何加強貨運代理企業檢查監督進行研討，

共同有效打擊跨境商標侵權行為，提高兩地商標保護水平。

廣東省版權局與香港海關繼續建立粵港著作權案件協作處

理機制，提高彼此信息交流及資料互換的效率，加強信息資

源共享和溝通合作，探討取證和證據保存措施手段，共同打

擊兩地跨境的侵權盜版活動。 

四、宣傳教育 

(七) 進一步推進“正版正貨承諾”活動 

繼續在廣東全省 21個地級以上市及順德區推廣“正版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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貨承諾”活動。粵港雙方加強交流推動“正版正貨承諾”活

動的經驗，粵港雙方攜手製作“正版正貨承諾”公益廣告宣

傳片，並製作宣傳片光盤發放給廣東 21 個地級以上市以及順

德區，在粵港兩地聯合播放，形成浩大的宣傳聲勢，提升“正

版正貨承諾”活動在粵港兩地的知名度和社會影響力。 

(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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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粵港雙方持續豐富“粵港澳知識產權資料庫”與“粵

港知識產權合作專欄”內的信息，更新三地政策、法律的最

新發展、知識產權執法信息等鏈接，加深企業和公眾對知識

產權發展的了解。 

(九) 支持香港民間組織參加“廣東省少年兒童發明獎” 

粵港雙方將繼續支持香港民間組織參加第十二屆“廣

東省少年兒童發明獎”。廣東省知識產權局將繼續向港方通

報有關比賽信息，方便香港參加者及時了解比賽詳情。 

(十) 支持香港知識產權署相關人員參加國家知識產權局

專利局專利審查協作廣東中心新任審查員培訓 

廣東省知識產權局建立聯絡渠道，繼續通報香港知識產

權署官員參加國家知識產權局專利局專利審查協作廣東中

心新任審查員培訓課程。 

五、引導服務 

(十一) 協助香港考生在粵參加 2013 年全國專利代理人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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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考試 

廣東省知識產權局將繼續向港方通報 2013 年全國專利

代理人資格考試相關培訓的信息，港方宣傳粵方在廣東舉辦

的考前培訓班課程，方便香港考生及時了解培訓信息並參加

培訓；雙方繼續協助香港考生參加 2013 年全國專利代理人資

格考試廣東考點的考試。 

(十二) 支持在粵港資企業申請認定廣東省著名商標 

廣東省工商局加大行政指導力度，要求各地工商部門繼

續加強政策宣傳，引導協助有產品內銷的在粵港資企業繼續

申請認定廣東省著名商標；指導廣東商標協會繼續履行粵港

合作項目，促進在粵港資企業提高商品（服務）質量，提高

商標管理水平。香港知識產權署將繼續向業界通報宣傳在粵

港資企業申報廣東省著名商標的信息。 

新開展合作項目： 

(十三) 積極推動粵港知識產權貿易發展 

雙方繼續推動粵港知識產權貿易的發展。繼續在粵港澳

知識產權資料庫及各粵港知識產權合作專責小組成員網站

中豐富有關知識產權貿易信息。開展粵港知識產權商業化交

流研討，圍繞知識產權評估、質押及會計、信息互享與交流

進行研討，研究探索制定與知識產權貿易有關之標準，以促

進知識產權貿易發展，積極協助企業抓緊機遇，開拓商機，

推進企業轉型升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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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 舉辦 2013 年國際知識產權產業化（廣東）研討會 

由廣東省知識產權局及香港知識產權署支持，聯合廣

東、香港知識產權民間組織，共同於 2013 年第四季度在粵舉

辦“2013 年國際知識產權產業化（廣東）研討會”，邀請粵

港及其它地區專家學者就知識產權產業化主題進行深入研

討。 

(十五) 舉辦品牌國際化知識產權保護培訓班 

    粵港聯合舉辦知識產權保護培訓班。邀請兩地知識產權

保護專家圍繞知名品牌國際化等知識產權保護問題對企業

培訓，提升企業知識產權保護意識和運用知識產權參與國際

競爭的能力。 

(十六) 打擊粵港兩地利用郵遞快件渠道進出口侵權物

品違法活動 

粵港海關進一步聯手加強郵遞快件物品的監管，開展情

報交流和信息通報，舉行打擊郵遞快件渠道侵權違法活動的

聯合行動，積極加強與兩地郵遞部門的合作，深入打擊粵港

兩地利用郵遞快件渠道進出口侵權物品違法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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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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三年九月十六日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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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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粵港反走私緊密合作協議 

 

為進一步貫徹落實“一國兩制”方針和粵港合作聯席

會議精神，促進粵港經濟社會繁榮穩定，廣東省和香港特別

行政區決定開展粵港反走私（包括但不限於治理水貨活動）

區域合作，建立粵港反走私緊密合作機制。經協商一致，特

制訂本協議。 

一、合作宗旨 

堅持“一國兩制”方針，加強溝通與協調，充分發揮雙

方的優勢和特色，以促進合作、增進友誼、優勢互補、共同

提高為目的，相互尊重，平等互利，在法律、法規和工作制

度允許的範圍內，在打擊走私（包括但不限於治理水貨活動）

領域加強交流與合作，提高打擊走私的整體效能，讓市場經

濟有秩序地發展，共同構築一個善用資源、交流暢通、關係

順暢、協作密切、優勢互補、長期管用的反走私緊密合作機

制，維護和促進粵港經濟社會共同繁榮、穩定和發展。 

二、合作原則 

自願平等、開放公平、相互支持、密切配合、形成合力

的原則。合作雙方在合作中享有平等地位和權利，堅持非排

他性和非歧視性。 

三、合作單位 

廣東省海防與打擊走私辦公室代表廣東省人民政府，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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籌省內海關、邊防、公安出入境管理、邊檢、海洋漁業、流

漁、檢驗檢疫、工商、環保、交通、海事等相關職能部門參

與本合作；香港保安局代表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統籌特區

打擊走私相關政策局及部門參與本合作。 

四、合作內容與形式 

合作雙方在各自的法律、權限、能力及資源的範圍內，

在反走私信息交流、執法合作、聯合行動、綜合治理等領域

全方位開展緊密合作，主要包含以下工作機制： 

（一）溝通聯絡機制。粵港合作聯席會議下設粵港反走

私緊密合作機制專責小組，粵方由廣東省海防與打擊走私辦

公室統籌有關單位，港方由香港特別行政區保安局統籌有關

單位。雙方根據合作需要，每年舉行兩次粵港政府層面反走

私高層會晤（分別在香港和廣東各舉行一次），主要通報走

私動態、反走私工作情況和合作進展等。遇突發事件及重大

事項發生，由雙方或一方動議，可召開臨時會議，共同探討

解決辦法。建立聯絡制度，指派專門的部門和人員負責聯絡

合作事務，粵方指定廣東省海防與打擊走私辦公室協調處負

責，港方指定香港保安局 C 組負責。 

（二）信息情報交換機制。在法律、法規和工作制度允

許的範圍內，加強區域內打擊走私執法部門間的溝通與協

調。雙方相互報送有關反走私工作情況、走私情報及動態。 

（三）聯合行動機制。加強區域內打擊走私執法部門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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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執法合作。根據工作需要，通過綜合演練或聯合行動的方

式，整合反走私執法力量，發揮兩地及有關部門優勢，共同

打擊跨區域走私販私活動。聯合行動結束後，雙方應儘快通

報行動成果。 

（四）交流考察機制。加強雙方反走私工作人員的相互

交流和培訓，相互學習反走私理論，交流反走私經驗，探討

反走私工作方法，有效促進兩地人才資源的優勢互補。 

五、其他事項 

（一）雙方在執行合作事宜時，應嚴格執行保密規定。 

（二）經協商同意，可視情況對本協議進行修訂。 

（三）本協議不影響現行雙方部門或單位的聯絡和合作

機制。 

本協議於二〇一三年九月十六日在香港簽署。協議一式

二份，簽署雙方各執一份。自簽署之日起生效。 

  

 

 

廣東省海防與打擊走私辦公室       香港特區政府保安局 

代表簽字：                       代表簽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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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東省旅遊局    香港旅遊事務署  

關於進一步加強粵港旅遊合作協議 
 

為增進粵港兩地旅遊交流合作，按照《珠江三角洲地區

改革發展規劃綱要（2008-2020 年）》要求，在《粵港合作框

架協議》下，廣東省旅遊局與香港特別行政區旅遊事務署就

加強兩地旅遊交流合作達成如下協議： 

一、建立定期溝通渠道及日常聯絡機制，互通兩地旅遊

發展情況，商討研究年度合作計劃和交流項目，就旅遊市場

拓展方面分享業界旅遊諮詢、工作經驗，以及有關兩地旅遊

業重要事項和建議的資料（涉密資料除外），每年定期舉行

雙方負責人會議。 

二、積極參加對方舉辦的各種旅遊交易會、博覽會和節

慶活動,活動舉辦方為對方參展給予大力支持。 

三、為旅遊業界的交流活動、考察團、研習行程、促銷

推廣活動及諮詢交流活動提供協助，加強旅遊業界的參與。 

四、互相宣傳兩地在旅遊行業管理和市場規範方面的

政策法規，互相通報及協助處理涉及兩地影響較大的旅遊違

規經營行為和旅遊質量投訴，維護兩地旅遊市場秩序，推行

誠信旅遊，積極引導旅遊從業人員規範服務，共同促進兩地

旅遊服務質量提升。 

 1 



五、支持、鼓勵兩地旅遊業界互通客源，在邀請海內外

業界代表和媒體記者到本地考察時，積極支持將考察線路延

伸到對方。 

六、充分利用 144 小時便利簽證措施和廣州 72 小時過

境免簽政策，研究和開拓粵港在國際市場上有競爭力的旅遊

產品及線路，繼續推進粵港兩地“一程多站”旅遊線路的設

計與開發。 

七、盡快完成編制粵港旅遊合作發展規劃，開拓區域旅

遊市場，促進雙方在旅遊產品開發、品質監管、聯合推廣、

信息交流、過境便利等方面的合作，為區域旅遊合作提供長

期發展戰略，形成區域旅遊品牌，將粵港地區建設成為國際

著名旅遊目的地。 

八、加強旅遊信息合作，積極為對方提供最新的非涉密

旅遊信息，努力實現雙方旅遊網站等各類旅遊信息服務載體

的信息資源共享，共建粵港信息平台，擴大雙方旅遊信息工

作交流。 

九、增加兩地之間旅遊統計數據與其他非涉密資料的

交流。 

十、共同推進兩地郵輪旅遊發展，探索兩地郵輪旅遊合

作新模式。雙方聚焦加強合作推廣郵輪旅遊，共同開拓郵輪

旅遊市場。配合香港啟德郵輪碼頭投入服務，探索開發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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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廣東郵輪旅遊新航線，引進國際知名郵輪企業進駐，

吸引更多外地遊客來訪粵港兩地。 

十一、定期檢討本協議所簽訂的合作計劃進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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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協議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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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須在最少提前三個月

前以書面知會對方。本協議於 2013 年 9 月 16 日簽訂。 

 

廣東省旅遊局                       香港旅遊事務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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粵港信息化合作框架協議 
 

 

 

爲進一步加强粵港信息化合作，按照“一國兩制”方針和互

利共贏、平等協商的原則，廣東省經濟和信息化委員會、香港

特別行政區政府商務及經濟發展局，經友好協商，共同簽署以

下合作框架協議。 

    一、大珠三角智慧城市群建設合作 

1.合作推進信息基礎設施建設。落實《粵港澳基礎設施建設

合作專項規劃》，支持運營商根據需求提高光纖通信容量；開

展基于射頻識別（RFID）的信息基礎設施建設和應用合作；加

强兩地無綫頻率協調。 

2.合作推進智慧城市應用。共同推動兩地智能交通等領域的

建設交流與合作，支持智慧城市建設交流會、獎勵計劃和相關

培訓，促進粵港相關企業開展智慧城市技術合作。共同拓展移

動互聯網市場，幫助香港移動應用軟件開發商進入內地市場，

促進內地移動應用軟件開發商走向國際市場。支持粵港企業開

展技術交流和商貿合作。 

3.合作推進雲計算應用。發揮粵港雲計算服務和標準委員會

作用，完善粵港雲計算服務和標準專家委員會工作機制，每年

定期召開兩次專家委員會全體會議，共同組織粵港雲計算發展

會議、論壇和小組討論，充分利用粵港雲計算專家委員會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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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臺和門戶網站，共同開發建設粵港雲計算信息資源。徵集粵

港雲計算應用成功案例、雲計算優秀産品和解决方案，加强粵

港雲計算應用交流，舉辦粵港雲計算産業大會，推廣優秀雲計

算應用産品和服務。組織制定雲計算安全保障標準、雲計算應

用指南、雲計算技術標準體系，促進雲計算應用。積極推動“粵

港信息科技青年創業計劃”實施，鼓勵研發雲計算等信息技術應

用商業計劃，推動粵港青年創新和創業。 

4. 加强大數據合作。支持行業組織建立粵港大數據技術産

業聯盟，協調舉辦粵港大數據技術、應用交流會議，促進粵港

大數據相關企業開展技術交流和商貿合作。 

二、粵港通關便利化的物聯網應用合作 

1.開展粵港物流信息技術應用合作。支持粵港物流企業開展

信息技術應用合作交流。粵方開通南方物流公共信息平臺，開

展通關便利等應用幷與行業應用平臺對接。促進制定相關物流

信息標準及射頻識別（RFID）標準，共同推進 RFID 在物流領

域的應用。合作推廣使用粵港公交一卡通，推進供港活猪活牛

的電子耳標標識管理的研究。 

2.支持快速通關物聯網應用。支持粵港海關開展跨境快速通

關對接合作，擴充快速通關試點，探索綠色電子關鎖應用。合

作促進內港海關公路單證統一，提升通關效率。 

3.加强電子商務合作。促進廣東省電子認證服務機構和香港

認可核證機關簽發電子簽名互認證書，推進互認證書在跨境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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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商務的應用。粵方促進電子商務基礎技術支撑平臺建設，研

究採用電子支付、信息共享標準等公用技術。鼓勵粵港企業聯

合開發信息共享平臺和電子交易平臺。支持香港創新商業模式

在廣東落地。促進企業開拓國內外市場，加强人才交流，發揮

行業組織作用，舉辦各類交流活動和人才培訓。 

   三、開展南沙信息服務産業園建設粵港合作 

支持廣州市科技和信息化局、南沙區經貿科技和信息化局

和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資訊科技總監辦公室共同著力推動南沙

信息服務産業園建設。廣東省經濟和信息化委員會積極將廣東

省有關産業政策落實到産業園建設中，同時共同爭取國家有關

部門的政策支持。 

 

本協議一式四份（繁體版、簡體版各兩份），簽署雙方各執

兩份（繁體版、簡體版各一份），自簽署之日起生效。 

 

廣東省經濟和信息化委員會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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