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欢迎订阅2022年度香港商报

首选香港商报首选香港商报首选香港商报

3240元港币（香港地区）

1440元人民币（广东省内）

0755-83518737

00852-25905385

www.hkcd.com

0755-23676888

注：以上活动仅限深圳地区注：以上活动仅限深圳地区注：以上活动仅限深圳地区

    深圳地区订户手机下载注册「抱报团」购物商城，可获赠积分
和现金券，可参加订报抽奖活动。

    订一份2022年全年《香港商报》，可获赠 。高档高尔夫雨伞一把

好礼1

好礼3

好礼2

    2021年10月份订阅2022年全年《香港商报》，可享受 优惠。八折八折      2021年10月份订阅2022年全年《香港商报》，可享受 优惠。八折 

香港商报微信订报

香港商报官网

香港商报读者俱乐部

    香港商报1952年在香港创办，历史悠久，底蕴深厚，是

报；作为「财经大报，商界平台」，香港商报致力於
香港主流大报，也是中央政府特许在内地发行的唯一港

有价值的时事评论。热辣多元的财经资讯和权

读感受更加多姿多彩。
费指南，马经、波经、彩经必将令您的阅
威到位的股市分析，精彩的粤港两地生活消

接起来，每天为您送上港味十足的热点新闻和富
做桥樑报、服务报，将香港与内地特别是大湾区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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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港置業有多難？在港置業有多難？在港置業有多難？

假設把一個單位放租，究竟收租多久

方能買下相關單位？香港需花39年時

間，雖然僅次首位蘇黎世的40年，但也

肯定難以言低，榜裏有超過一半的城

市，需時都介乎17年至30年之間。價格

與租金的比較，反映低息環境下樓價升

幅如何偏離出租回報。

疫下寬鬆幣策令樓市火上澆油，人們

皆透過加大按揭槓桿來追逐更高的樓

價，惟疫下愈來愈多市民在家工作，或

因迴避封鎖而離開城市，則令城市的實

際居住需求減少——譬如市郊的房價與

租金，環顧國際，近期就普遍跑贏城市

了。

假設一名中等收入人士，究竟工作多

久方能買下一個單位？按瑞銀計算，在

香港需花20年時間，在報告涵蓋的25個

城市中名列第一。數字不單較2011年所

花的15年惡化，且拋離第二位巴黎的

17年、第三位倫敦的14年，及第四五名

東京和新加坡的13年，而榜上大多數城

市則少於10年。價格與收入的比較，凸

顯在港置業如何難以負擔。

瑞銀提醒，凡此種種，都加重了樓市

泡沫風險。以香港為例，報告不認為過

去20年的市況將會持續，預言樓價升勢

可能於未來數季消散。

怎樣量度樓市是否健康？瑞銀最新發

表的2021年全球房地產泡沫指數，提供

了兩個指標，分別是價格與收入以及價

格與租金的關係；兩皆顯示，香港樓價

被嚴重高估，充滿泡沫風險。

一名技術服務人員，工
作多久方能購買一個鄰
近市中心的650呎單位

一個相同大小單位，
需要出租多久方能把
單位購下

2011年 2011年 2021年 2021年

(年)(年)

第130屆廣交會昨日閉幕。這
個新中國歷史最悠久的老展會，
隨中國抗疫形勢轉好，本屆重
新恢復線下舉辦，並在連續三屆
因疫情進行 「雲上」 舉辦的經驗
上，首次實現線上線下融合舉
辦，這對於會展業發展具有思考
意義。

本次展會是全球率先恢復的最
大規模線下展會，其新意、亮點
頻出，其中包括以暢通國際國內
雙循環為目標，廣邀在華外企、

國內採購商與會，鼓勵適合國內市場、 「同線同標同
質」 的產品參展，助力企業開拓國內市場，使企業在
國內國際兩個市場 「遨遊」 。

會展對經濟有帶動作用
廣交會能彌久長新，老樹新花，一方面得益於國家

改革開放不斷進步，經濟實力不斷增強，成為全球最
重要的供應鏈產業鏈，以及全球最有前景的消費市
場；另一方面，廣交會不斷改革創新，給了全球客商
新的體驗和更大的機會與利益。

會展被視為新興的服務行業，對經濟的帶動作用十分
明顯，包括交通、餐飲、旅遊、住宿、娛樂、購物等都
受益，對經濟的帶動系數是1:9。會展行業在促進國際貿
易，經濟文化交流方面也起舉足輕重的作用。

粵港澳大灣區是中國會展業發展歷史悠久，最成
熟、也是最發達的地區。除了廣州的廣交會，深圳的
高交會、珠海的國際航展，都辦得風生水起，影響力
日增。

而香港是公認的國際會展之都，一年四季各種大型
專業國際展覽不斷。香港會展業發展較早，運作模式
成熟，展覽專業化、市場化和國際化特點明顯。作為
香港的支柱產業之一，會展業2016年為香港經濟貢獻
529億港元，佔GDP2.1%。行政長官林鄭月娥最新一
份施政報告肯定，會展業是香港作為國際貿易中心的
重要一環。

澳門會展業也在發展。中共中央、國務院日前印發
的《橫琴粵澳深度合作區建設總體方案》，將文旅會
展商貿產業列為橫琴未來重點發展的四大產業之一。
早在2006年，澳門特區政府就明確提出以會展業為主
業促進澳門經濟多元化，疫情前平均每天超3個展會
在澳門舉辦。據澳門會展業官網發布的數據，2017年
澳門展會的行業增加值為35.48億澳門元，約佔所有
行業增加值總額的0.9%。

粵港澳大灣區擁有便捷的國際貿易體系，便利的跨
境金融和科技合作支撐體系，聯通世界的立體化交通
體系，灣區內 「一小時生活圈」 正在成形。同時巨大
的市場，經濟總量、消費總量、外貿進出口總額均可
圈可點。現有的會展活動各具特色，在國際上有不
同的影響力。可以說，大灣區會展業基礎好、前景
廣，各城市展會大多差異明顯各有優勢，合作大於競

爭。形成會展業的融合發展，不僅能實現展會整體提
質增量，而不是一些人擔心的存量轉移，同時更帶動
灣區其他相關服務業大發展，是灣區值得深耕的一塊
沃土。

把香港會展隊伍拉出去
對於香港而言，融入灣區會展業發展可以 「借東

風」 ，解決香港本地會展業區位優勢有所弱化、地
域狹小等日漸突出的弊端，同時可以更好地發揮優
勢。香港過去對廣交會貢獻很大，一直有強大支持
作用。同時，香港貿發局等機構除了在香港本地舉
辦大型國際展會外，也善於 「把隊伍拉出去」 在海
外舉辦展會，探索成熟及新興市場，包括 「一帶一
路」 沿線國家和地區的商機。無論是在香港本地，
還是走出去，香港的展會對內地一直有很大吸引和
輻射作用。

加強資源共享，建立合作機制，暢通多層次經濟要
素聯動與循環，是大灣區會展業未來融合的方向。同
時，因應時代需求改革創新，是會展業生命之樹常綠
的密碼，也是灣區會展業融合所必做的 「功課」 ，廣
交會的經驗值得借鑑。

隨國家 「構建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
格局」 戰略的實施，大灣區作為改革開放的前沿，會
展業必將成為 「雙循環」 的助力者。協同實現國內大
循環，尋求國際市場新突破，將成為灣區會展業的新
使命。

大灣區會展業融合發展正當時
全國政協委員、香港島各界聯合會常務副理事長 葉建明

評論
責任編輯 江潮 美編 曹俊蘋

Hong Kong Commercial Daily http://www.hkcd.com A2香江
2021年10月20日 星期三

淺
論
澳
門
公
司
法
的
制
度

澳
門
青
年
法
學
會
會
長
、
澳
門
力
圖
律
師
事
務
所
資
深
合
夥
人
曾
新
智

灣區
青年

葉建明

參政
議政

港事
講場

俗語有云：經
濟仍國家的命脈
也，而經濟往往
依附商業企業

的運營而產生，公司法作為
規範各種公司設立、運作和
解散的法律規定，與國家、
地區及社會經濟活動息息相
關。澳門特別行政區現行生
效的《商法典》自1989年起
便開始手起草，直至1999
年8月2日正式頒布生效，當
中整整經歷了11年的時間。
澳門《商法典》的頒布也宣
告澳門公司法的制度進入
法律當地語系化的階段。

由於澳門特別行政區曾於
1557 年至 1999 年 12 月 19 日
租借予葡萄牙政府管治，故
澳門法律當地語系化《商法
典》的立法模式，還是沿用
大部分大陸法系的國家或地
區都實行的民商分立方式，
日常民法領域由民法典規
範，公司法方面則主要由商
法典規範。換言之，澳門特
別行政區的法律制度除了制
定《商法典》，也擁有《民
法典》。

澳門特別行政區的《商法
典》採用民商分立作為劃定
公司的法定類型之準則，根
據澳門《商法典》第 174 條
（公司的種類）第 1 款的規
定： 「無限公司、兩合公
司、有限公司和股份有限公
司，不論其所營事業為何，
均為公司。」

澳門 「無限公司」 的概念
是指公司由至少兩名以資本
或勞務為出資的股東組成，
對於公司債務，股東相對於
公司負補充責任，與公司其
他股東負連帶責任。對公司
債務負補充責任是指當公司
的財產不足以償還公司債務
時，倘債權人作出求償，此
時公司股東須以其他個人財
產作為償還公司的全部欠
債。與公司其他股東負連帶
責任是指公司股東不得提出
按其出資比例，作為對抗債

權人的求償請求，債權人得針對公司及任一無限
公司的股東請求清償其債務。此外，承擔清償公
司債務的股東，在清償公司的債務後，有權根據
法律規定向公司其他股東按各目的出資比例求
償。

澳門兩合公司的概念是指公司由無限責任及資
本託管兩部分組成，一名或多名的無限責任股東
承擔公司的無限責任，而一名或多名的資本託管
股東則承擔有限責任，兩合公司的公司章程內必
須指出負有限責任及無限責任股東的名單，以及
公司是作為一般兩合公司或股份兩合公司。

澳門有限公司又稱有限責任公司，是指由一名
或多名特定的股東所組成的公司，澳門的有限公
司可分為一般有限公司（兩名或以上股東所組
成）及一人有限公司（公司僅由一名股東所組
成），每名股東僅按其出資額為上限對公司承擔
有限責任，除公司以其全部資產對公司債務承擔
責任外，公司股東不對超出其出資額及公司全部
資產的債務負起責任。根據澳門《商法典》的規
定，有限公司的註冊資本不得少於澳門幣 25000
元，而股東人數不得超過30名。

澳門股份有限公司是指至少由3名股東，且公
司資本不少於澳門幣100萬元所設立的公司，股
份有限公司的資本為股份，用股票來表示，公司
每股的票面價值不得少於澳門幣100元，而公司
股東承擔法律責任的範圍按其認購公司股份的金
額為上限。

香港資深傳媒人江迅日前突然離
世。新聞報道說，他因全身劇烈疼
痛、發燒，進了仁濟醫院躺在病床上
哀號多時，才有主治醫生到他病床
前。仁濟醫院所發的官腔聲明，更令

人心寒徹骨！我不是醫生，只是個普通的新聞記者，
但常識告訴我，當一個人全身疼痛抽搐必然會血管收
縮，江迅老師之前有心臟方面的基礎病，官方報告所
說的一大堆化驗單是死的，但是一個活人軀體的疼痛
是真實的，希波克拉底（Hippocrates）不是說對病人
應該 「多多幫助，多多安慰，適當治療」 嗎？如果醫
院當時有適切的護理和治療，會是這樣的結果嗎？原
不該這樣啊！

如果一個人的家人幾天前還神采飛揚精神奕奕，突
然進了醫院幾天不到就去世了，而醫生的答覆是我們

按正常程序運作，等死因庭報告吧。這樣的答覆誰會
接受？

醫療服務素質須改進
公立醫院主治醫生是怎麼看病人的，我有深刻體

會。兩個月前，我因為腹部劇烈疼痛進了律敦治醫
院。半夜四點多入院打了止痛針吊了鹽水，但我是在
下午五點左右才見到主治醫生的。而主治醫生所謂的
巡房，在每張病床停留的時間應該不會超過10秒鐘，
我好不容易見到醫生，馬上張口問問題，而主治醫生
已經在隔壁病床了，我看不可能再有機會見到醫生，
只得硬頭皮繼續提問，但是醫生根本就不搭理你，
繼續從一張病床走到另一張病床。

我也曾在馬來西亞看過一次病，三年前遊檳城，突
然耳朵內神經抽搐疼痛不已，迫於無奈進了Gleneagles

醫院，我還記得那是一位當地華人第三代胡姓醫生，
整個過程半小時，他詳細問診，不但在耳朵觸診，而
且在身體其他部位也反覆觸診詢問。最後他斷症，我
是耳內的神經發炎。我真想不到西醫還有這麼看的，
因為只感覺中醫才會望聞問切與病人溝通，那次在馬
來西亞看的西醫讓我感覺那才是看病。

我們直覺醫生都應該比社會普羅大眾更有素質。在
大學時，他們受更多的專業訓練，起碼讀的年數都比
其他專業長，因為他們做的是救人命的事。

西醫在學校實習，當醫生時不是都必須讀一段西
醫之父《希波克拉底誓言》嗎？大意是：作為一名
醫療工作者，我正式宣誓：把我的一生奉獻給人
類；我將首先考慮病人的健康和幸福；我將尊重病
人的自主權和尊嚴；我要保持對人類生命的最大尊
重；我不會考慮病人的年齡、疾病或殘疾、種族、
性別、國籍、性取向、社會地位或任何其他因素；
我將用良知和尊嚴、按良好的醫療規範來踐行我的
職業……（世界醫學協會 2017 年 10 月在芝加哥大
會上最新修改版）

引入海外醫生應提速
香港有多少醫生還按自己當初的誓言行醫？都說

香港的醫生太辛苦，因為工作量太大，天天看山
量海量的病人，根本忙不過來，我們應該正視這個
問題，香港是國際大都會，香港人更應該有國際視
野，我們可以招引人才，向全世界招聘西醫專才。
大可引入馬來西亞、新加坡或其他歐美國家有水平
的西醫。我認識一位法國醫生，她對治療熱帶氣候
疾病有獨特專長，她移居香港後希望可以行醫，可
也是執業無門。理由很簡單，香港的醫生就是怕有
更好的醫生來和他們競爭罷了。到了今天，看江
迅老師的過世，我們是時候open minded。

我向港府獻計，既然香港大學可以在深圳設立醫
院，香港可否也開明地引入北大、清華或復旦大學
的醫學院？用更完好的醫學體系，從根本上教育一
些有醫生情操、有醫德的合格西醫？否則我們這些
普羅百姓真的只能是自求多福嗎？

江迅之死，本不該這樣
胡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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