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庭佳）「一帶一路」發展戰略為香港中小企提
供跳出香港的機會，到內地甚至外國尋找商機。貿發局主席羅康瑞昨日表
示，貿發局將成立「一帶一路」專題網站，為香港企業提供沿線國家的資
訊，更會把明年定為「一帶一路」年，舉行大型論壇。香港總商會主席彭
耀佳認為，「一帶一路」將為投身設計、科技等領域的中小企提供更多機
遇。
羅康瑞昨日在《中國日報》主辦的「一帶一路」研討會上表示，「一帶

一路」為香港提供黃金機遇，相信將可成為促進香港長遠發展的動力。他
認為，香港可在「一帶一路」中擔當投資中心、融資中心、專業服務中心
及後勤支援中心。他指，貿發局將於短期內成立「一帶一路」專題網站，
提供「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各類信息，更會將明年定為「一帶一路」
年，計劃於明年5月在港舉辦相關大型論壇，邀請沿線65個國家和地區代
表出席。

彭耀佳：為港科企帶來更多商機
彭耀佳說，商會會員對「一帶一路」的看法非常正面，認為除了本身可
以從中找到商機，還可以幫助改善沿線國家和地區的人民生活水準。他認
為「一帶一路」不僅為香港的大企業帶來機會，也會為投身設計、科技領
域如手機程式開發、網站開發、產品包裝、建築服務的中小企提供更多發
展機遇，因「一帶一路」沿線不只是大國家，也包括小國。

羅康瑞：「專網」助中小企「走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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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語通民心通 港科創融「一帶一路」
中英文社會緊繫世界 抓機遇擁「超聯人」優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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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鍾立、文森）立法會昨日通
過無約束力的議員議案，促請特區政府帶領及支援各
業界，及時把握「一帶一路」機遇，為香港經濟尋找
可持續發展新方向。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蘇錦樑表
示，特區政府將加強對「一帶一路」地區商業投資環
境的調研和資訊收集；積極利用主要官員外訪及外地
的路演活動強化香港作為主要服務平台的信息；積極
尋求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締結自由貿易協定等，
協助香港業界把握「一帶一路」所帶來的商機。

蘇錦樑：增資訊收集與業界分享
蘇錦樑在立法會總結發言時，簡述了特區政府協助
業界參與「一帶一路」的初期工作。他指出，當局將
加強對「一帶一路」地區商業投資環境的調研和資訊
收集，並與業界分享利用。香港貿易發展局正積極整
理有關「一帶一路」策略的資料及沿線市場的情況，
製作專題報告，並將設立「一帶一路」專題網站，讓
業界能夠查閱有關各個新興市場的營商情況，作出適
當的商業部署。
同時，特區政府會積極尋求與「一帶一路」沿線國
家締結自由貿易協定及促進和保護投資協定。其中，
與東南亞國家聯盟自貿協定的談判可望於明年完成談
判。當局並將致力擴大香港的投資協定網絡，涵蓋更
多新興經濟體，同時致力推廣、擴展香港的「全面性

避免雙重課稅協定」網絡，及積極爭取與「一帶一
路」沿線國家及其他地區互認「經認證的經營者」計
劃。

組織港商參與相關國際論壇
蘇錦樑續指，當局將積極支持和組織港商參與內地

政府和業界為促進「一帶一路」而舉行的貿易研討會
議。貿發局將在內地舉辦「CEO論壇」及「轉型升
級．香港博覽」等。當局也會利用在香港舉辦的大型
國際論壇及博覽會，如亞洲金融論壇、亞洲物流及航
運會議、國際中小企博覽等，加入推動「一帶一路」
和探索「一帶一路」商機的環節。「我們正籌劃明年
中在香港舉辦一個以『一帶一路』作主題的大型國際
論壇。」
他表示，特區政府已在去年12月向中央政府提出
香港加入亞投行的意願，中央政府反應正面。他相
信，香港穩健的金融服務業和國際網絡，可以為亞投
行在項目融資、發債、投資、財務管理及外匯管理等
方面的運作提供支援，是亞投行成立辦事處的理想選
址，而香港的專業服務業及金融服務業亦可以從中獲
益。

升人幣樞紐功能 增貨運拓旅業
蘇錦樑續說，香港將繼續致力推動香港離岸人民幣

業務的發展，在現有基礎上進一步發揮和提升香港作
為全球離岸人民幣樞紐的功能和服務，包括繼續優化
市場基建和鞏固金融平台，加強與海外市場特別是
「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人民幣業務聯繫，促進香港
銀行與國際金融機構和企業的人民幣業務往來等。
他指出，特區政府也將進一步提升葵青貨櫃碼頭的

處理能力，以吸引更多船公司開闢更多航線，利用香
港港口作為區內的轉運中心，增強香港對沿線國家的
輻射能力，便利貿易，並會鼓勵業界把握機遇，發掘
「一帶一路」沿線地區的旅遊市場，為香港市民開發
和推薦新旅程，同時促進香港和這些地區的民間交
流。

在立法會大會討論「一帶一路」議案時，有反對
派議員在發言時聲稱香港參與「一帶一路」只是
「政治任務」，討論「一帶一路」是在「浪費時
間」。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蘇錦樑批評，有個別
反對派議員將「一帶一路」政治化，只會暴露他們
的短視和理據不足，醜化的是他們自己。

立法會大會昨日繼續討論商界議員廖長江提出有
關香港把握「一帶一路」機遇的議案。廖長江說，
「一帶一路」關乎國家以至世界的經濟利益，對香
港發展也有正面幫助。他期望議員放開狹隘思維，
開放地看待「一帶一路」。

不過，工黨議員何秀蘭在發言時聲稱，功能界別
議員不應將「一帶一路」過於「唱好」，因為「一
帶一路」並非解決所有問題的「萬能鑰匙」，不應
用政治式口號「全面唱好」。社民連主席「長毛」
梁國雄更稱，討論「一帶一路」是在「浪費時
間」。

蘇錦樑在總結發言時，不點名批評部分議員在發
言中，以過分簡單的政治邏輯，指「一帶一路」是
為中央政府立下的「政治任務」，此舉不單無視香
港在經濟和社會發展上的新機遇，也忽略了國際社
會對「一帶一路」的重視和興趣，「我們必須跳出
這個狹窄的目光，立足在香港本身的優勢，放眼中
國和環球的發展動力，才能保持香港作為一個國際
大都會的地位。個別『泛民』議員以
政治來包裝一個宏觀的經濟融合和文
化交流的國際策略，只會暴露他們的
短視和理據不足，醜化的只會是他們
自己。」 ■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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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明批美南海挑釁 籲港青探索身份認同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鄭治祖）隨着中國和
平崛起，中國與各國間的交流日趨頻繁，全
球化下的國際關係充滿挑戰與機遇。北京大
學袁明教授昨晚在香港大學演講時，批評美
國派軍艦駐守南中國海是短視的做法，意圖
挑釁中國及破壞中美關係。她又指出，南中
國海的問題，源於美國對金錢的虎視眈眈。
社會越趨物質化，很多人忽略心靈上的發
展，未能解答「我是誰」的自我身份問題。
袁明教授呼籲青年勿在探索自我的過程中，
以極端手法追求政治理想，忽略生命中真正

美好的事物。
北京大學國際關係學院教授兼美國研究中

心主任袁明昨晚到香港大學進行演講，香港
大學校長馬斐森及香港大學社會科學學院院
長卜約翰教授亦致辭表示歡迎。

憑財論成就 忽略「我是誰」
袁明表示，經濟全球化導致物質主義的興
起，人們以財富作為量度成就的標準，忽略
心靈上的發展，繼而衍生自我身份認同問
題，很多人在西方普世價值衝擊下，對於

「我是誰」的問題越感困惑。前美國中情局
職員斯諾登、挪威奧斯陸槍擊行兇者布雷維
克及中東難民也經歷重大事故，他們都會抱
有人生疑問，包括「我的價值是甚麼？」和
「誰可以信任？」等問題。
袁明指出，文化全球化下的國際關係複

雜。要解決「我是誰」的問題，國際間要加
強交流溝通。美國洛杉磯有具中國建築特色
的流芳園，美國人能感受中國文化中的人傑
地靈意境。前任美國國務卿亨利．季辛吉
（港譯：基辛格）亦5次到訪北京大學，與
學生交流。自「五四運動」後，中國開始更
緊密接觸西方思想。透過與各國之間的交流
互動，全球經濟文化都在進步。

袁明教授提到，中美局勢緊張，美國在南
中國海的議題上，華爾街的人只關心從南中
國海中能獲取多少金錢利益。她批評，美國
派軍艦駛入南中國海域，是短視及不明智的
錯誤決定。這做法是對中國的挑釁，已引起
網上人民罵戰。美國為了顯示國家軍力的強
大，刻意做軍事表演，會損害中美關係。
有學生詢問袁明，如何在政治浪潮中確立
個人身份問題。袁明回應指，人類與生俱來
的本性便能作正面及積極思考。無論是北大
還是港大學生，也不應該只關注極端政治情
況，而忽略人生中其他的美好事物。她呼
籲，學生要把握高等學府給予的學習機會，
多做有建設性的事。

《中國日報》昨日主辦「『一帶一路』
飛龍在天 香港歷史新機遇」英語專

題研討會，梁振英出席作主題演講，並與港交
所主席周松崗、馮氏集團主席馮國經、港鐵行
政總裁梁國權、貿發局主席羅康瑞以及香港總
商會主席彭耀佳深入探討香港在「一帶一路」
中的優勢與定位。
梁振英在演講中表示，「一帶一路」是國家
前所未有的戰略構想，而香港的成功是由國家
及世界的「雙引擎」推動，不僅受惠於「一國
兩制」和不斷發展的經濟一體化進程，同時也
得益於與世界各地的緊密聯繫，故香港可在
「一帶一路」中扮演「超級聯繫人」。

經濟樽頸 港須轉變保競爭力
他指出，國際形勢正快速轉變，已發展及發
展中國家同樣面臨經濟增長的樽頸，正在四處
尋找增長前景，香港要與時並進、要保持競爭
力，就要適應轉變，而「一帶一路」正好為香
港提供機會。
梁振英說，香港高度開放，除了經濟一直獲
承認為全球最自由、營商環境公平外，港人的
思維也很開放，熱衷於學習外語、邁向世界，
工作假期計劃由 2001 年開始起，已有超過

65,000個香港青年參加，「他們所學到的、所
得到的友誼，是我們與內地保持聯繫、同時向
世界伸展的重要資產……香港的企業、組織、
機構及個人，創造了他們的國際網絡，並不斷
擴張。這種聯繫是寶貴的社會資本。」

善用資本 定位最佳中國城市
他又提到，香港是全球唯一同時以英文及中

文為官方語言的城市，更重要是英文及中文在
香港廣泛應用，另外香港是全國唯一一個城市
以英文作為大專的教學語言。
梁振英認為，如果香港可以善用這些社會資

本，在貢獻「一帶一路」中，會是定位最佳的
中國城市，尤其「一帶一路」的「五通」其中
一個是「民心相通」，「我們可以將香港變成
人與人之間互相了解、培養友誼的平台，不只
是來自『一帶一路』國家的人，而是全世界的
人。」
他續說，香港基本法令香港的國際地位迅速

提升，根據香港基本法，香港可在經濟、貿
易、金融、航運、通訊、旅遊、文化、體育等
領域以「中國香港」名義，與世界各國、各地
區及有關國際組織保持和發展關係，簽訂和履
行有關協議，而香港積極參與亞太經合組織及

世界貿易組織，談判及簽定關於貿易、投資、
避免雙重課稅及航運等協議。
對於香港可協助「一帶一路」的優勢，梁振

英表示香港是國家的國際金融中心，也是世界
上其中一個金融中心，港股市場以市值計是全
球第七大，以新股集資額計更是全球第二大，
可成為「一帶一路」集資及財富管理中心。同
時，香港是全球最大離岸人民幣中心，隨着
「一帶一路」的擴展，人民幣結算業務的需求
會增加，而香港已準備好應付需求。

籲港人參與「千載難逢旅程」
他指出，國際貿易也是香港的優勢，香港貨

櫃碼頭是全球第四繁忙，香港國際機場更是全
球最繁忙的貨運機場，而香港也可提供船務管
理、航運保險、法律、調解等服務。除了傳統
支柱產業外，科技及創意範疇也可供應「一帶
一路」市場，如電影工業、教育、保健及產品
測試和認證等。
梁振英在總結時提到，「一帶一路」可為香

港、內地及其他60多個經濟體的未來發展提供
動力，呼籲港人在「一帶一路」尋找定位，
「如果我們今天把握機會，你、我和我們所有
人，都可以參與這個千載難逢的旅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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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庭佳）國家提

出「一帶一路」發展戰略，將為香港帶來

無盡商機。特首梁振英昨日表示，「一帶

一路」是國家前所未有的戰略構想，香港

可以憑藉聯繫內地及國際的優勢，扮演

「超級聯繫人」的角色，在金融及國際貿

易等範疇中提供協助。在科技及創意範疇

上，香港也可供應「一帶一路」市場，如

電影工業、教育、保健及產品測試和認證

等，而英文及中文在香港廣泛應用，港人

樂於邁向世界，香港可以促進「一帶一

路」的其中「一通」：「民心相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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