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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庭佳、
陳嘉洛、李自明 兩會報道）國家
「十三五」規劃將為香港帶來發展機
遇，中聯辦主任張曉明早前提出，港人
應思考將香港金融發展納入國家金融發展
整體戰略，面向全球鞏固香港作為全球財
富管理中心、離岸人民幣業務中心、全球集
資籌資中心地位。有港區全國人大代表及全國
政協委員昨日指出，隨着「深港通」即將落
實，港人可抓住機會，針對南方「富起來」的人
提供基金管理、資產管理等服務。

「滬港通」拉近兩地企業關係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香港金融界立法會議員吳亮星昨日

接受本報專訪時表示，「滬港通」及將會推出的「深港
通」，可把內地企業與香港的關係拉近，港人會因此了解內
地股票市場的運作，從而幫助香港於涉及兩地的集資、融資、
發債等工作。
他認為，港人對於深交所掛牌的股份應較熟悉，故他們對「深港

通」的反應應較「滬港通」更熱烈。以內地來說，南方人比北方人更
懂得做生意，個人財產積累會較快，香港應看準這點，針對這群「富
起來」的人提供基金管理、資產管理等服務。
就香港如何參與廣州南沙、深圳前海及珠海橫琴的發展，吳亮星指出，

香港可利用目前的優勢，在金融服務、專業服務上提供協助，也因南沙、前
海及橫琴分工清晰，與香港可達致優勢互補。

施榮懷籲港人勿故步自封
全國政協香港委員、香港中華廠會聯合會永遠名譽會長施榮懷表示，國家「十

三五」規劃為香港帶來無限商機，香港需要充分利用好自身優勢，把握機遇，特別
是金融、專業服務業等具有領先優勢的行業。他以金融服務業為例，指香港繼續成為
離岸人民幣中心，協助內地企業「走出去」，既能為人民幣國際化向前邁進一步，亦
可穩固香港離岸人民幣中心的地位。他強調，香港與內地需要金融服業的深度合作，將
香港金融發展置於國家金融發展的戰略計劃中，「這是香港與發展戰略的一大結合點。」
他呼籲港人不應故步自封，反而須把握好張主任所說的「經濟制度優勢」：香港實行資

本主義，法制完善、語言「暢通無阻」，可以在國家「一帶一路」、「引進來、走出去」
戰略中，充入發揮橋樑及紐帶作用。但他認為，香港商界對國家「十三五」規劃、「一帶一
路」、自由貿易區等重大戰略，認識十分有限，希望港人多了解香港與內地經濟合作帶來的
機遇，才能順應大勢乘搭國家發展快車。

「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是中國與中亞、東南亞、南亞、西
亞、東非、歐洲經貿和文化交流的大通道。全國政協香港委員、香港中華總商會

會董林光如昨日在接受本報訪問時表示，香港如能把握「一帶一路」機遇，不但可進一
步開拓中亞地區這個尚待發展的大市場，物流成本和時間更可縮減至少兩三成，有利
香港加強競爭力，拓展香港經濟體。

林光如：內地發展造就港
他指出，香港以前是很小的經濟體，單靠一些外圍商貿關係已可支持香港
成為「亞洲四小龍」之一。然而，時移世易，隨着周邊地區競爭越來越激
烈，如果香港目前仍賴過去的外圍商貿關係，已難支撐香港今後發展。
把握好內地規模龐大的經濟發展機遇，才是香港目前出路。

「一帶一路」是國家一項龐大經貿工程。林光如指出，「一帶一路」打通中亞地區，而中
亞地區仍在發展，市場空間大，香港能抓緊時機，參與「一帶一路」戰略部署，香港的發
展空間將比現在更廣闊。此外，透過「一帶一路」，香港在金融、專業服務、投資、物
流等方面亦可尋找更多拓展空間，不限於原有市場。

鐵路通陸路 貨物「走出去」
現為星光集團有限公司創辦人兼執行長的林光如指出，香港配合「一帶一
路」，對其公司業務也有好處。他舉例說，公司製作產品後，首要考慮物流把
貨品送往其他市場，這樣才能爭取更多訂單。不過，目前要產品「走出
去」，一般需以海運傳送，「以這種方式運送貨物，不但要費時落船，還
要再以陸路轉到目的地市場，十分周折，成本往往因此很高。」
林光如續說，「一帶一路」開拓中亞地區，打通了中亞物流樞紐，
鐵路貫通中國和中亞地區，港商便可以鐵路把貨物直接送到中亞市
場，「以往海運要一兩個月才能送到，一旦打通中亞地區，以鐵路
運輸，產品十多天就可送到，運費成本更可降兩三成，甚至可直
抵歐洲。」他認為，屆時物流成本更低，時間更快，促進港商
把貨物「走出去」。
林光如肯定國家提出「一帶一路」戰略有助港商把握更多
商機，他說：「世界很大，空間很闊，在乎如何把握。既
然國家提供了機遇，港人豈有不把握的道理？」不過，
林光如亦坦言，擔憂立法會拉布和社會爭拗，窒礙特區
政府落實配合國家「一帶一路」戰略的措施。為香港
更大福祉，林光如認為與內地有更多緊密合作才是
出路，呼籲各界支持特區政府集中精力發展經濟，
讓港人受惠。

吳亮星：港可成資金中心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香港立法會金融界議

員吳亮星表示，「一帶一路」目前仍是概
念，而未來的多個發展項目應讓資金先
走，加上項目跨國、複雜、長期及專
業，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於項目
集資和融資方面有多年經驗，自然
會成為「一帶一路」的資金中
心。
他又建議參與「一帶一路」
項目的企業，可在香港發行
債券，除了向機構投資者
甚至政府集資和融資外，
也可向個人投資者埋
手，更可帶動香港債
券市場。

拓中亞大市場一一帶帶一一路路
香港經濟與內地緊密相連，密不可分。中聯辦主任張曉明早前提出「三個看清」，提醒港人最

大的優勢就是有內地作為靠山，並具體指出香港現有優勢和國家發展戰略的「六個結合點」，勉

勵香港各界把握好國家發展機遇，積極參與「十三五」規劃這篇大文章。多名香港政商界

人士及學者接受本報專訪時均表示，張主任的講話點出了香港與內地之間獨一無二

的特殊關係。有港商表示，香港如能把握好國家「一帶一路」帶來的新機遇，不但可進一步開拓中亞地區這

個大市場，輸往歐洲的物流成本和時間更可大幅縮減兩三成，有利香港加強競爭力。

■記者 鄭治祖、陳嘉洛、陳庭佳 兩會報道

11.. 兩地金融服務業深度合作兩地金融服務業深度合作，，將香港金融將香港金融
發展納入國家金融發展整體戰略發展納入國家金融發展整體戰略

22.. 深化兩地貿易航運業分工合作深化兩地貿易航運業分工合作，，大力大力
發展高增值航運服務業發展高增值航運服務業

33.. 香港不斷鞏固傳統優勢香港不斷鞏固傳統優勢，，增強產增強產
業創新能力業創新能力，，培育新的經濟增長培育新的經濟增長
點點

44.. 香港積極參與國家香港積極參與國家「「一帶一路一帶一路」」
和自貿區建設等重大戰略和自貿區建設等重大戰略，，利用利用
好廣州南沙好廣州南沙、、深圳前海深圳前海、、珠海橫珠海橫
琴等三大合作平台琴等三大合作平台，，在構建國家在構建國家
全方位對外開放新格局中發揮橋全方位對外開放新格局中發揮橋
樑和紐帶作用樑和紐帶作用

55.. 基礎設施建設基礎設施建設，，進一步進一步
加強對香港聯結內地的加強對香港聯結內地的
高速鐵路高速鐵路、、港珠澳大港珠澳大
橋橋、、第三條跑道擴建第三條跑道擴建、、
信息網絡設施等建設的信息網絡設施等建設的
支持力度支持力度

66.. 香港與珠三角城市香港與珠三角城市
共同建設世界級城共同建設世界級城
市群市群，，共建一小時共建一小時
優質生活圈優質生活圈
製表製表：：記者記者李自明李自明

國家主席習近平
提出建設「絲綢之
路經濟帶」和「21
世 紀 海 上 絲 綢 之
路」。為積極配合

國家全方位對外開放的重大戰略，中聯辦主
任張曉明日前特別提到，香港應積極參與國
家「一帶一路」和自貿區建設等重大戰略，
利用好廣州南沙、深圳前海、珠海橫琴等三
大合作平台，在構建國家全方位對外開放發
揮橋樑紐帶作用。特區政府新年度財政預算
案亦提出，香港未來要加快發展高增值產
業，加強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貿易聯

繫，作好準備創造共贏。
財政司司長曾俊華早前在財政預算案提

出，「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當中，不少具有
發展潛力，香港應加強與這些市場的貿易聯
繫，擴大合作，進行互訪，加深認識，商談
自貿協定、促進及保護投資協定，全面性避
免雙重課稅協定等，以鼓勵投資和開拓商
機。他指香港亦可與內地相關省市到這些國
家開展聯合路演活動，共同促進貿易和投資
往來等。

助港支柱產業開拓市場
香港多個商會均認同，香港須主動把握

「一帶一路」機遇，創造兩地共贏。香港中
華總商會支持預算案提出配合國家「一帶一
路」的發展策略，加強香港與「一帶一路」
沿線極具發展潛力國家的貿易聯繫，通過商
討自貿協議等方式，多方面促進貿易、鼓勵
投資和開拓商機，這將有利於促進香港與東
盟的經貿合作。

香港中華廠商聯合會認為，預算案提出配
合國家「一帶一路」的發展策略，協助香港
產業特別是物流、金融等支柱產業把握機
遇，開拓新市場，有助提升香港經濟競爭
力，並期望香港能借助CEPA以及廣東自由
貿易試驗區的新平台，在區域經貿合作發揮
更積極角色。

香港中華出入口商會表示，香港處於這個
大型自由貿易區的地理中心的位置，預算案
配合國家「一帶一路」的發展策略，可為香
港企業開拓新市場。 ■記者 李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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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庭佳 兩會報道）「一帶
一路」是國家發展重要戰
略。港區全國人大代表、
香港經濟學會顧問劉佩瓊
昨日指出，因應「一帶一
路」和自貿區將涉及多個
項目，香港應積極發揮集
資、融資、發行貸款及債

券等優勢，為國家發展作出貢獻。她分析指，目前
已有逾50個國家在探討落實「一帶一路」，故「一
帶一路」不單要吸納內地資金，更需要國際資金及
基建合作，香港有優勢成為「一帶一路」中的國際
合作平台。
劉佩瓊昨日在接受本報訪問時說，在張曉明主任

提到的6個結合點中，基本法已有關於金融、貿
易、航運、市場經濟的條文，而積極參與「一帶一
路」和自貿區發展則是最新的提議。她指由於「一
帶一路」和自貿區將會有多個項目，故香港可在集
資、融資、發行貸款及債券等方面作出貢獻，而她
認識的銀行界人士也指，內地其他城市不能在這數

方面代替香港。另外「十
三五」規劃推出後，內地
許多產業都要轉型升級，
香港現有的基礎可提供協
助。

逾50國家探討落實
她續說，目前已經有

50多個國家在探討落實「一帶一路」，故「一帶一
路」需要吸納的不只是內地資金，而是國際間的合
作，更不只是於資金、基建上的合作，香港可成為
「一帶一路」中國際合作的地方。
劉佩瓊認為，香港發展從來都離不開內地。內地

改革開放前，香港就成為了轉口港，再發展輕工
業；到了上世紀90年代末，內地工業發展騰飛，香
港因此轉型，發展成國際金融中心，並為內地廠商
提供貿易服務，協助他們將貨品外銷。而自2003年
《更緊密經貿關係安排》（CEPA）的簽署，加上中
央政府開放內地旅客個人遊來港後，香港四大支柱
產業貿易及物流業、旅遊業、金融業、專業服務的
發展，都是由內地作強大靠山。

劉佩瓊：港可成國際合作平台

張曉明「六個結合點」提點 港商：輸歐物流成本時間省三成
��

��	�
��

張曉明張曉明談談
「「六個結合點六個結合點」」

■■林光如林光如
鄭治祖鄭治祖 攝攝

■■吳亮星吳亮星 陳庭佳陳庭佳攝攝

■■施榮懷施榮懷 陳嘉洛陳嘉洛 攝攝

■■張曉明張曉明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劉佩瓊劉佩瓊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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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帶一路概念一帶一路概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