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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PA 宣傳短片 畫面內容描述 

宣傳短片畫面內容描述 
畫面內容描述： 開鏡畫面展示中環和金鐘一帶高聳的建築羣，然後出現「《內地與香港關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

安排》 」的熒幕蓋字。男旁白説：CEPA  
男旁白： 在 年簽訂的《內地與香港關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

是內地與香港簽訂的自由貿易協議 
也是內地對外開放水平最高的自由貿易協議 

2003 CEPA 

畫面內容描述： 畫面然後展示香港西九龍站、香港會議展覽中心、西九文化區及港珠澳大橋的航拍鏡頭。男旁白

説： 
男旁白： 經過多年的演變

CEPA 已經成為一份既全面又現代化的自由貿易協議 
 

畫面內容描述： 畫面出現四塊分開的拼圖，然後逐漸拼合至最後互相連繫在一起。每塊小拼圖旁分別出現「服務貿

易」、「貨物貿易」、「投資」和「經濟技術合作」的熒幕蓋字。男旁白説： 
男旁白： 涵蓋服務貿易、貨物貿易、投資和經濟技術合作四個主要範疇 
畫面內容描述： 畫面出現維港兩岸夜景的航拍鏡頭及「《服務貿易協議》」的熒幕蓋字，然後一個圓形圖像出現，

圖表上方顯示「153 個服務貿易部門」和「佔全部 160 個服務貿易部門的 95.6%」的熒幕蓋字。男

旁白説： 
男旁白： 《服務貿易協議》開放多達 153 個服務貿易部門 

讓香港企業到內地拓展業務、享受優惠待遇 
畫面內容描述： 畫面出現香港中華總商會會長袁武先生，同時出現其銜頭及名稱的熒幕蓋字。然後畫面切換到中環

碼頭和展現香港交通繁忙的街景等，然後出現「市場開放措施」的熒幕蓋字。接著畫面出現數名商

務人士正進行會議，另有數名商務人士走近他們，象徵積極參與和合作。袁武先生説： 
香港中華總商會會長

袁武先生： 
 國家「十四五」規劃提出構建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

國內國際雙循環的新發展格局 
香港工商及專業服務業可以更好地利用 CEPA 的開放措施 
拓展內地龐大商機 
積極成為國內大循環的「參與者」和「貢獻者」 

 

畫面內容描述： 畫面然後由金鐘一帶建築羣的航拍鏡頭切換到數座商業大廈之間的仰視角度及中環商業區的行人天

橋，同時出現「2021 年境外公司在港數目：9,049」的熒幕蓋字。畫面再切換到一架飛機在空中飛

過的鏡頭。男旁白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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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旁白： CEPA 沒有限制受惠者資金來源

世界各地的公司都可以在香港設立據點或夥拍香港公司享受 CEPA 優惠待遇 
 

畫面內容描述： 畫面出現香港總商會總裁梁兆基先生，同時出現其銜頭及名稱的熒幕蓋字。然後畫面切換到一名商

務人士與兩名外籍人士進行會議，並與其中一名外籍人士簽署合約及握手，象徵合作成功。畫面接

著由香港總商會的標誌切換回到梁兆基先生的受訪鏡頭，然後出現交通頻繁的道路、建築羣和上海

東方明珠電視塔的航拍鏡頭。梁兆基先生説： 
香港總商會總裁 
梁兆基先生： 

CEPA 亦能夠吸引外商投資香港的服務業

從而鞏固本港作為商業中心及跨國公司總部的地位 
他們可以透過在香港設立據點或夥拍本地企業進入內地市場 
共同開拓內地市場的龐大商機 

 

畫面內容描述： 畫面見到灣仔一帶的道路。然後畫面切換到一個模擬醫院景，一名醫生走近一名護士及一名坐在輪

椅上的病人，並向病人詢問病情，同時出現「市場開放措施」的熒幕蓋字。畫面接著來到一個模擬

拍攝場地，一個電影拍攝團隊正進行拍攝，同時出現「降低准入門檻」的熒幕蓋字。然後畫面分為

四個部分，分別展示四個服務行業及其相關的行業名稱，即「電影」、「建築」、「法律」和「醫

療」的熒幕蓋字。男旁白説： 
男旁白： 經修訂的《服務貿易協議》在 2020 年 6 月起實施 

為多個香港領先的服務業領域都增加了開放措施 
進一步降低香港企業和專業人士進入內地的門檻 
為香港經濟提供多元化業務發展空間 

畫面內容描述： 畫面出現香港律師會會長陳澤銘先生，同時出現其銜頭及名稱的熒幕蓋字。畫面接著出現數名律師

正在互相介紹及握手。畫面繼而見到一名律師正在溫習書本及填寫一張多項選擇題答題紙。然後畫

面出現一所內地的司法機關及粵港澳大灣區的地圖，地圖上顯示「肇慶」、「廣州」、「惠州」、

「佛山」、「東莞」、「江門」、「中山」、「深圳」、「珠海」、「澳門」和「香港」的熒幕蓋

字。畫面轉到數名律師正在討論案件，然後切換回到陳澤銘先生的受訪鏡頭。陳澤銘先生説： 
香港律師會會長 
陳澤銘先生： 

CEPA 多年來不斷改進 
令愈來愈多香港律師有意到內地發展 
例如，容許香港和內地律師事務所的合夥聯營擴展至內地全境 
取消最低出資比例等限制 
容許通過考試並取得執業證書的香港律師在大灣區九個城市執業 
這些措施都有助鼓勵香港律師和中小型律師事務所進入內地市場 
提供靈活的跨境法律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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畫面內容描述： 畫面出現 hpa 何設計主席何力治先生，同時出現其銜頭及名稱的熒幕蓋字。畫面從數名建築師進行

討論，切換到一些置於桌上的建築圖則及模型，再切換到一名建築師在繪畫圖則。畫面接著顯示一

些建築模型的特寫，然後見到數名建築師忙於為建築項目進行規劃及建築物向上發展的三維動畫。

畫面再次出現數名建築師及一些建築模型，最後切換回到何力治先生的受訪鏡頭。何力治先生説： 
hpa 何設計主席 
何力治先生： 

很榮幸我們公司在 年能成為第一間透過 獲得國家住建部頒發

「建築設計事務所甲級資質」的設計公司 
目前續牌後的「建築設計事務所甲級資質」 
原則上已經可以讓我們參與內地所有城市建設及設計項目 
同時在前海 
我們正積極希望可以廣泛使用我們的資質。 

2014 CEPA  

畫面內容描述： 畫面出現一名職員正在貨倉工作的鏡頭及「《貨物貿易協議》」的熒幕蓋字，然後見到貨倉、貨櫃

碼頭及貨船在海上航行的鏡頭，同時出現「零關稅」的熒幕蓋字。男旁白説： 
男旁白： 在《貨物貿易協議》下

所有符合 CEPA 原產地規則的香港產品 
可享零關稅優惠進口內地 

 

畫面內容描述： 畫面出現香港中華廠商聯合會會長史立德博士，同時出現其銜頭及名稱的熒幕蓋字。畫面從熱鬧的

展覽會會場切換到人來人往的街道，然後鏡頭穿梭進入超級市場，再轉到上海的夜景。畫面最後切

換回到史立德博士的受訪鏡頭。史立德博士説： 
香港中華廠商聯合會

會長 
史立德博士： 

「香港品牌」一向給予內地消費者優質的信心保證

港商可以依託這一方面的優勢來參與及促進國家消費市場向高品質方向發展 
而透過 CEPA 這個零關稅的安排 
企業可以減低產品的成本及價格 
提高競爭力 

 

畫面內容描述： 畫面見到中環一帶的商業大廈和道路，然後出現一個印章在畫面蓋上一個「香港原產

Origin」的蓋印。該蓋印然後轉化為一個圓形圖，畫面同時出現「CEPA 原產地證書涵蓋貨品」的

熒幕蓋字，其他熒幕蓋字亦顯示最大的貨品類別為「食品及飲品」，其次為「塑膠及塑膠製品」、

「紡織及成衣製品」、「其他」、「藥用及護理用品」和「化工產品」。男旁白説： 

  Hong Kong 

男旁白： 截至 年底

近 22 萬份 CEPA 原產地證書已獲批 
涵蓋出口總值超過 1,300 億港元貨物 
為業界節省超過 億元人民幣關稅

2021  

 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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畫面內容描述： 畫面出現有關防疫用品、食品、保健品及中醫藥品的生產及原材料的片段。然後畫面切換到香港工

業總會主席查毅超博士，同時出現其銜頭及名稱的熒幕蓋字。畫面接著見到中醫藥品、保健品、食

品及紡織品的製造過程，最後切換回到查毅超博士的受訪鏡頭。查毅超博士説： 
香港工業總會主席

查毅超博士： 
 我們的防疫用品、食品、保健品、中醫藥品，其實多年來香港都做得很精彩

CEPA 正可幫助我們本地的工業家 
繼續鼓勵他們製造更多本地產品進入國內市場 
尤其是在大灣區 
我們將有十一倍大的市場 
這絕對是一個黃金機會

 

 
畫面內容描述： 畫面出現尖沙咀及維港兩岸的航拍鏡頭及「《投資協議》」的熒幕蓋字。畫面繼而見到一些數字及

圖表掠過，同時出現「非服務業」、「投資准入」、「投資保護」和「投資便利」的熒幕蓋字，再

特寫顯示平板電腦中的折線圖表。男旁白説： 
男旁白： 《投資協議》讓 CEPA 的市場准入承諾擴大至非服務業 

引入投資保護的義務 
確立兩地投資制度穩定性 
維護投資者信心 

畫面內容描述： 畫面出現中小型企業委員會主席許華傑先生，同時出現其銜頭及名稱的熒幕蓋字。然後畫面出現一

些商務人士辦公的片段及一個呈上升趨勢的折線圖表。畫面切換到貨櫃碼頭及商業大廈的航拍鏡

頭，再特寫顯示兩名男士握手，象徵合作。許華傑先生説： 
中小型企業委員會

主席 
許華傑先生： 

 CEPA 提供的優惠待遇和法律保障

有助中小企在內地發展業務 
機會多了 
穩定性又提高了 
自然帶動香港與內地之間更多的貨品流動、專業服務及投資活動 
進一步鞏固兩地的經貿聯繫 

 

畫面內容描述： 畫面首先出現中環商業區的航拍鏡頭及「《經濟技術合作協議》」的熒幕蓋字，然後出現「 範

疇」及各範疇的熒幕蓋字，包括：「深化香港與前海、南沙、橫琴合作」、「金融合作」、「質量

監督檢驗檢疫」、「中小企業合作」、「知識產權合作」、「會計合作」、「會展業合作」、「深

化泛珠三角區域經貿合作」、「貿易投資促進」、「創新科技合作」、「文化合作」、「專業人員

資格的相互承認」、「支持香港參與自由貿易試驗區建設」、「透明度」、「教育合作」、「電子

商務合作」、「中醫藥產業合作」、「法律和爭議解決合作」、「環保合作」、「旅遊合作」、

「深化"一帶一路"建設經貿領域的合作」和「商標品牌合作」。男旁白説：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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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旁白： 《經濟技術合作協議》亦更新及加強了香港和內地在 22 個範疇的合作內容 
畫面內容描述： 畫面出現一塊拼圖緩緩下降，補上畫面中拼圖的唯一空缺，並點亮整塊拼圖。然後畫面先後出現了

「一帶一路」、「粵港澳大灣區」和「泛珠三角區域」的地圖及熒幕蓋字。男旁白説： 
男旁白： 當中包括「一帶一路」建設、粵港澳大灣區

泛珠三角區域等的經貿合作 
為雙方以後更緊密合作打好基礎 

 

畫面內容描述： 畫面快速切換數個交通繁忙的道路片段，然後出現港珠澳大橋的航拍鏡頭。男旁白説： 
男旁白： CEPA 的「最惠待遇」條款保證

內地給予其他國家或地區任何優於 CEPA 的待遇 
都會延伸至香港 

 

畫面內容描述： 畫面出現工業貿易署署長黃少珠女士，同時出現其銜頭及名稱的熒幕蓋字。畫面繼而由工業貿易大

樓切換到維港兩岸的航拍鏡頭，然後進入快速剪輯的蒙太奇片段，當中出現建築師們、商務人士、

演員和拍攝團隊、律師們及醫生。黃少珠女士説： 
工業貿易署署長

黃少珠女士： 
 CEPA 對香港經濟發展非常重要

展望將來 
工業貿易署會繼續協助業界充分利用 CEPA 的優惠措施 
亦會統籌各個政府部門 
推動 CEPA 繼續向前發展 
以配合內地及香港的經濟發展需要 
我們亦會在 CEPA 的框架之下 
為香港業界爭取更多進入內地市場的優惠待遇 

 

畫面內容描述： 畫面見到一隻手掌，手掌上出現一個發光球體，然後畫面切換到地球表面，有數十塊分散的拼圖逐

漸在宇宙中拼湊成維港兩岸的航拍鏡頭，並出現「CEPA」和「緊密相連 無盡發展」的熒幕蓋字，

還有工業貿易署的標誌在右下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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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畫面內容描述： 
	畫面然後由金鐘一帶建築羣的航拍鏡頭切換到數座商業大廈之間的仰視角度及中環商業區的行人天橋，同時出現「2021年境外公司在港數目：9,049」的熒幕蓋字。畫面再切換到一架飛機在空中飛過的鏡頭。男旁白説：  

	男旁白： 
	沒有限制受惠者資金來源世界各地的公司都可以在香港設立據點或夥拍香港公司享受CEPA優惠待遇 

	畫面內容描述：
	畫面出現香港總商會總裁梁兆基先生，同時出現其銜頭及名稱的熒幕蓋字。然後畫面切換到一名商務人士與兩名外籍人士進行會議，並與其中一名外籍人士簽署合約及握手，象徵合作成功。畫面接著由香港總商會的標誌切換回到梁兆基先生的受訪鏡頭，然後出現交通頻繁的道路、建築羣和上海東方明珠電視塔的航拍鏡頭。梁兆基先生説： 

	香港總商會總裁 梁兆基先生： 
	亦能夠吸引外商投資香港的服務業從而鞏固本港作為商業中心及跨國公司總部的地位 他們可以透過在香港設立據點或夥拍本地企業進入內地市場 共同開拓內地市場的龐大商機 

	畫面內容描述： 
	畫面見到灣仔一帶的道路。然後畫面切換到一個模擬醫院景，一名醫生走近一名護士及一名坐在輪椅上的病人，並向病人詢問病情，同時出現「市場開放措施」的熒幕蓋字。畫面接著來到一個模擬拍攝場地，一個電影拍攝團隊正進行拍攝，同時出現「降低准入門檻」的熒幕蓋字。然後畫面分為四個部分，分別展示四個服務行業及其相關的行業名稱，即「電影」、「建築」、「法律」和「醫療」的熒幕蓋字。男旁白説： 

	男旁白： 
	經修訂的《服務貿易協議》在2020年 6 月起實施 為多個香港領先的服務業領域都增加了開放措施 進一步降低香港企業和專業人士進入內地的門檻 為香港經濟提供多元化業務發展空間 

	畫面內容描述： 
	畫面出現香港律師會會長陳澤銘先生，同時出現其銜頭及名稱的熒幕蓋字。畫面接著出現數名律師正在互相介紹及握手。畫面繼而見到一名律師正在溫習書本及填寫一張多項選擇題答題紙。然後畫面出現一所內地的司法機關及粵港澳大灣區的地圖，地圖上顯示「肇慶」、「廣州」、「惠州」、「佛山」、「東莞」、「江門」、「中山」、「深圳」、「珠海」、「澳門」和「香港」的熒幕蓋字。畫面轉到數名律師正在討論案件，然後切換回到陳澤銘先生的受訪鏡頭。陳澤銘先生説： 

	香港律師會會長 陳澤銘先生： 
	CEPA多年來不斷改進 令愈來愈多香港律師有意到內地發展 例如，容許香港和內地律師事務所的合夥聯營擴展至內地全境 取消最低出資比例等限制 容許通過考試並取得執業證書的香港律師在大灣區九個城市執業 這些措施都有助鼓勵香港律師和中小型律師事務所進入內地市場 提供靈活的跨境法律服務 

	畫面內容描述：
	畫面出現hpa何設計主席何力治先生，同時出現其銜頭及名稱的熒幕蓋字。畫面從數名建築師進行討論，切換到一些置於桌上的建築圖則及模型，再切換到一名建築師在繪畫圖則。畫面接著顯示一些建築模型的特寫，然後見到數名建築師忙於為建築項目進行規劃及建築物向上發展的三維動畫。畫面再次出現數名建築師及一些建築模型，最後切換回到何力治先生的受訪鏡頭。何力治先生説： 

	hpa何設計主席 何力治先生： 
	很榮幸我們公司在年能成為第一間透過獲得國家住建部頒發「建築設計事務所甲級資質」的設計公司 目前續牌後的「建築設計事務所甲級資質」 原則上已經可以讓我們參與內地所有城市建設及設計項目 同時在前海 我們正積極希望可以廣泛使用我們的資質。 

	畫面內容描述： 
	畫面出現一名職員正在貨倉工作的鏡頭及「《貨物貿易協議》」的熒幕蓋字，然後見到貨倉、貨櫃碼頭及貨船在海上航行的鏡頭，同時出現「零關稅」的熒幕蓋字。男旁白説： 

	男旁白：
	在《貨物貿易協議》下所有符合CEPA原產地規則的香港產品 可享零關稅優惠進口內地 

	畫面內容描述： 
	畫面出現香港中華廠商聯合會會長史立德博士，同時出現其銜頭及名稱的熒幕蓋字。畫面從熱鬧的展覽會會場切換到人來人往的街道，然後鏡頭穿梭進入超級市場，再轉到上海的夜景。畫面最後切換回到史立德博士的受訪鏡頭。史立德博士説：

	香港中華廠商聯合會會長 史立德博士： 
	「香港品牌」一向給予內地消費者優質的信心保證港商可以依託這一方面的優勢來參與及促進國家消費市場向高品質方向發展 而透過CEPA這個零關稅的安排 企業可以減低產品的成本及價格 提高競爭力 

	畫面內容描述：
	畫面見到中環一帶的商業大廈和道路，然後出現一個印章在畫面蓋上一個「香港原產Origin」的蓋印。該蓋印然後轉化為一個圓形圖，畫面同時出現「CEPA原產地證書涵蓋貨品」的熒幕蓋字，其他熒幕蓋字亦顯示最大的貨品類別為「食品及飲品」，其次為「塑膠及塑膠製品」、「紡織及成衣製品」、「其他」、「藥用及護理用品」和「化工產品」。男旁白説： 

	男旁白：
	截至2021年底近 22 萬份 CEPA 原產地證書已獲批 涵蓋出口總值超過 1,300億港元貨物 為業界節省超過86億元人民幣關稅

	畫面內容描述：
	畫面出現有關防疫用品、食品、保健品及中醫藥品的生產及原材料的片段。然後畫面切換到香港工業總會主席查毅超博士，同時出現其銜頭及名稱的熒幕蓋字。畫面接著見到中醫藥品、保健品、食品及紡織品的製造過程，最後切換回到查毅超博士的受訪鏡頭。查毅超博士説： 

	香港工業總會主席查毅超博士： 
	我們的防疫用品、食品、保健品、中醫藥品，其實多年來香港都做得很精彩CEPA正可幫助我們本地的工業家 繼續鼓勵他們製造更多本地產品進入國內市場 尤其是在大灣區 我們將有十一倍大的市場 這絕對是一個黃金機會

	畫面內容描述：
	畫面出現尖沙咀及維港兩岸的航拍鏡頭及「《投資協議》」的熒幕蓋字。畫面繼而見到一些數字及圖表掠過，同時出現「非服務業」、「投資准入」、「投資保護」和「投資便利」的熒幕蓋字，再特寫顯示平板電腦中的折線圖表。男旁白説： 

	男旁白： 
	《投資協議》讓CEPA的市場准入承諾擴大至非服務業 引入投資保護的義務 確立兩地投資制度穩定性 維護投資者信心 

	畫面內容描述： 
	畫面出現中小型企業委員會主席許華傑先生，同時出現其銜頭及名稱的熒幕蓋字。然後畫面出現一些商務人士辦公的片段及一個呈上升趨勢的折線圖表。畫面切換到貨櫃碼頭及商業大廈的航拍鏡頭，再特寫顯示兩名男士握手，象徵合作。許華傑先生説：

	中小型企業委員會主席 許華傑先生： 
	提供的優惠待遇和法律保障有助中小企在內地發展業務 機會多了 穩定性又提高了 自然帶動香港與內地之間更多的貨品流動、專業服務及投資活動 進一步鞏固兩地的經貿聯繫 

	畫面內容描述： 
	畫面首先出現中環商業區的航拍鏡頭及「《經濟技術合作協議》」的熒幕蓋字，然後出現「範疇」及各範疇的熒幕蓋字，包括：「深化香港與前海、南沙、橫琴合作」、「金融合作」、「質量監督檢驗檢疫」、「中小企業合作」、「知識產權合作」、「會計合作」、「會展業合作」、「深化泛珠三角區域經貿合作」、「貿易投資促進」、「創新科技合作」、「文化合作」、「專業人員資格的相互承認」、「支持香港參與自由貿易試驗區建設」、「透明度」、「教育合作」、「電子商務合作」、「中醫藥產業合作」、「法律和爭議解決合作」、「環保合作」、「旅遊合作」、「深化"一帶一路"建設經貿領域的合作」和「商標品牌合作」。男旁白説： 

	男旁白： 
	《經濟技術合作協議》亦更新及加強了香港和內地在22個範疇的合作內容 

	畫面內容描述：
	畫面出現一塊拼圖緩緩下降，補上畫面中拼圖的唯一空缺，並點亮整塊拼圖。然後畫面先後出現了「一帶一路」、「粵港澳大灣區」和「泛珠三角區域」的地圖及熒幕蓋字。男旁白説： 

	男旁白：
	當中包括「一帶一路」建設、粵港澳大灣區泛珠三角區域等的經貿合作 為雙方以後更緊密合作打好基礎 

	畫面內容描述： 
	畫面快速切換數個交通繁忙的道路片段，然後出現港珠澳大橋的航拍鏡頭。男旁白説：

	男旁白：
	CEPA的「最惠待遇」條款保證內地給予其他國家或地區任何優於CEPA的待遇 都會延伸至香港 

	畫面內容描述：
	畫面出現工業貿易署署長黃少珠女士，同時出現其銜頭及名稱的熒幕蓋字。畫面繼而由工業貿易大樓切換到維港兩岸的航拍鏡頭，然後進入快速剪輯的蒙太奇片段，當中出現建築師們、商務人士、演員和拍攝團隊、律師們及醫生。黃少珠女士説： 

	工業貿易署署長黃少珠女士： 
	CEPA對香港經濟發展非常重要展望將來 工業貿易署會繼續協助業界充分利用CEPA的優惠措施 亦會統籌各個政府部門 推動CEPA繼續向前發展 以配合內地及香港的經濟發展需要 我們亦會在CEPA的框架之下 為香港業界爭取更多進入內地市場的優惠待遇 

	畫面內容描述：
	畫面見到一隻手掌，手掌上出現一個發光球體，然後畫面切換到地球表面，有數十塊分散的拼圖逐漸在宇宙中拼湊成維港兩岸的航拍鏡頭，並出現「CEPA」和「緊密相連 無盡發展」的熒幕蓋字，還有工業貿易署的標誌在右下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