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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應盡所能保持吸引力
法國駐港總領事官明遠暢談灣區機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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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政府指定刊登法律廣告有效刊物
港澳台及海外每份零售9元港幣
廣東省外每份零售5元人民幣
廣東省每份零售4元人民幣

沙田遊行爆激烈衝突 警方拘捕30多名暴徒

警員被毆血濺新城市廣場

法國駐港總領事官明遠（Alex-
andre Giorgini）接受本報專訪，
談粵港澳大灣區發展機遇。

記者 馮瀚文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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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 9 月來港履新的官
明 遠 在 接 受 訪 問 時 特 別
說，他來港最重要的任務
就是鞏固法國與香港的關
係，為未來建立良好夥伴
關係，因此與青年人溝通
交流無比重要。他強調，
自己極度重視建立良好的
溝通交流機制與環境，期
望一路強化與香港經濟文
化領域的夥伴關係。

在管理法國駐港總領事
館的事務中，官明遠會優
先處理的任務就是與大學
和大學生溝通， 「讓15 至
25 歲人士建立良好印象，
對未來雙方關係發展非常
重要。」官明遠還對法國
學生學習中文的意願感到
驚訝， 「當前在法國，每
次有關於中國的博物館展
覽都會大排長龍，一票難
求」。他說： 「關鍵是青
年 人 ， 大 家 必 須 共 同 合
作，共同學習，學習在多
元 文 化 之 下 工 作 和 生
活。」

值得注意的是，香港的
法國僑民數目亞洲第一，
官明遠表示，法國並無強

制居住在外地的公民向當地領事館登
記，但過去 10 年向香港總領事館登
記的僑民數目一路上升，惟過去兩三
年升幅放緩，目前登記數量約 1.4 萬
人。他估計，整體在港的法國僑民達
2.5 萬人， 「對於法國人深為港人接
受感到很自豪，出現很多法港婚姻，
證明法國人在港融合良好」。

此外，現時法國的大學與本港大學
合作密切，雙方設立了不少雙學位的
學士和碩士課程，學生要到法國上課
一段時間，畢業時會同時獲得香港和
法國的認可學位。例如，法國格勒諾
布爾高等商學院（Grenoble Ecole de
Management）與香港浸會大學合辦企
業精神與國際市場學（Entrepreneur-
ship and Global Marketing）碩士學
位，法國巴黎高等商學院（HEC Par-
is）與香港科技大學合辦國際管理學
（International Management）碩士學
位，HEC Paris又與香港中文大學合辦
工商管理碩士課程（MBA），法國國
立民用航空學院（Ecole Nationale de
l'Aviation Civile）（ENAC）則與香港
科技大學合辦國際航空交通操作管理
（International Air Transport Opera-
tions Management）碩士課程，並且巴
黎政治大學（Sciences Po）也與香港
大學合辦4年制雙學士課程。

近期香港出現的遊行和衝擊不斷，對香港國際聲譽
產生一定的影響。另一方面，法國不少城市，尤其是
巴黎，也接連受到黃背心示威影響。官明遠表示：
「我們也向歐盟夥伴表示會密切留意情況，希望香港

找到解決辦法令這個夏季走出困難局面，並令港人重
獲信心。」從法國角度來說，香港與法國各方面關係
極佳，港人要對自己有信心，要竭盡所能保持香港的
獨特和吸引之處。

解決灣區所需更要想像力
談起粵港澳大灣區，官明遠表示，法國企業認為大

灣區發展布局非常合理，多年前就已進入灣區內的城
市發展，參與基礎設施建設，更涉及港珠澳大橋項
目。《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一出台，內地和
香港當局都進行大力推廣，他認為這可為大灣區注入
更強大的發展動力。 「我們當然會支持，香港總領事
館與廣州總領事館緊密聯繫，共同努力，兩地都有專
責小組，並會一起聚會商討和合作，為法國企業提供
貿易等方面的建議。」他說。

官明遠還表示，法國企業對大灣區的興趣在於這是
一個很特別的地方，不能用在其他地區用過的方法來
解決大灣區內所需，所有企業都面臨新挑戰，需要發

揮想像力和創造力解決方
法，並且是在世界上從前
沒有用過的新科技和新方
法。因此他認為，大灣區
是一個創新的區域，假如
法國企業有機會為區內的
創新科技解決方案作出貢
獻，向亞洲展示法國，那
法國與大灣區可以造就的
和出現的，將會是雙贏局
面。

法企將多領域
參與灣區

香港貿發局今年6月最新
數據顯示，2018 年區內人

口達7116萬，GDP總量16419.7億美元（128073.66億
元），出口總額11458.4億美元（89375.52億元），第
三產業佔GDP比重66.1%。另外，區內 2017 年實際
利用外商直接投資1326.95億美元（10350.21億元）。

對於法國企業在大灣區的參與度，官明遠坦言，因
為收入增高促使新生活方式的出現，法國企業未來將
不單參與交通基建項目，還會在奢侈品牌、法國食品
和葡萄酒、銀髮經濟等範疇上有所嘗試和發展。

《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指明將建設成世界
級城市群，官明遠強調， 「現時我們需要的是實質項
目，讓外國企業可以提議解決方案。在招標時公平競
爭對法國非常重要，事實上有競爭才是好事，代表能
選出最佳解決方案，為大灣區選出最好的科技和方
案」。

中法雙邊關係成國際典範
法國國慶日訂於每年的7月14日，以紀念1789年巴

黎群眾攻破象徵封建王朝的巴士底監獄，至今已230
年，而昨日正好是法國國慶日。今年既是中法建交55
周年，也是新中國成立70周年。官明遠指出，法國是
首批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建交和建立合作關係的國家之
一，兩國建立了一個不可多得的良好關係，並對於兩
國建交55周年感到自豪。他指出，兩國的雙邊關係不
單表現在傳統的外交和政治上，也擴展至其他領域，
如經貿與文化方面的交流與合作，以及共同應對全球
重大挑戰，如環境問題。他說，假如兩國在環境領域
合作做實事，雙邊關係會成為世界的典範。

法港 「雙門戶」合作大有可成

粵港澳大灣區即將進入高速
發展期，經濟潛力巨大。法國
駐港總領事官明遠（Alexan-
dre Giorgini）日前接受本報專
訪時表示，看看地圖便不難發
現，區內城市的地理位置和社
會經濟需要均有不同，人們需
要想出嶄新的辦法去解決發展
所需，這對中國而言是個重大
機遇，讓中國向世界展示國家
如何做到最好，展示中國的雄
心壯志，展示大灣區成為真正
可持續發展的典範。此外，他
表示 「法國恪守 『一國兩制』
原則，這是令香港具有吸引力
的條件， 『一國兩制』 原則對
我們很重要。」
香港商報記者 胡 茵 黃兆琦

鍾欣欣

英國 「脫歐」雖然仍未落實，惟市場預期不少
企業計劃將金融總部遷離倫敦，這為巴黎提供了
一個發展契機。官明遠說： 「巴黎在歐洲金融業
的地位近年不斷提升，我們有良好的經濟生態及
金融人才。」他強調，法國鼓勵和希望巴黎與香
港就極具挑戰性的議題簽署合作協議。

法國與香港的關係一向良好，目前本港有約800
間法國企業，約100間是亞太或中國內地業務的
區域總部。官明遠表示，正如香港具有外資通
往中國內地的 「門戶」作用， 「法國不只是一

個國家，因為獨特的地理位置，法國還是資
金和企業進入歐洲的 『門戶』」。

對於中國內地和香港投資者而言，官
明遠強調，法國有很多吸引的條件，

是良好的營商和投資地。第一，結
構性的優勢，因為法國地理位置優
越，位於歐洲的中心，交通便利，

而且有優質的基建、高技術勞動
力和豐富的文化生活。第二，法

國的傳統就是創新，隨着法國
經濟轉型，科技和數字經濟

對整體經濟越來越重要，
且法國的研究機構以及

金融和銀行體系與創
新企業緊密連繫在

一 起 ， 氣 氛 友
善 ， 宜 於 創

業，現時有約 1 萬家初創企業，在歐洲國家中最
多。第三，為外國投資者提供良好的稅務優惠。第
四，因為英國 「脫歐」，跨國和大型企業探討將歐
洲業務總部搬到其他地方，法國是良好的落腳地。

商議創新議題解決方案
至於法國與香港的經貿合作，官明遠認為，兩個

經濟體的合作將進一步擴大，主要的板塊有美食與
葡萄酒，奢侈品牌尤其時裝和珠寶，銀髮和健康產
業，可持續發展
和智慧城市，如
基建及創新議題
的解決方案，還
有金融和銀行業
務。

事實上，巴黎
與香港在金融科
技創新的合作日
益緊密。本月 5
日，法國中央銀
行附屬機構 Au-
torite de Con-
trole Prudentiel
et de Resolution
（ACPR） 與 香
港金融管理局訂
立 《 諒 解 備 忘

錄》，並由法國中央銀行行長兼ACPR主席Fran-
cois Villeroy de Galhau以及香港金管局總裁陳德霖
簽訂，以加強雙方合作，支持金融科技創新。合作
範疇涵蓋創新業務轉介、信息及經驗分享、合作開
發創新項目，以及專業知識共享。

巴黎歐洲金融市場協會（Paris EUROPLACE）
預期，英國 「脫歐」會令巴黎出現5000個新增金融
相關職位。市場估計，目前三分之一的職位已經產
生落實。

官明遠與本報記者合影。

法國國慶日閱兵現場。 新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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