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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帶一路」是百
年一遇的重大發展機
遇，特首梁振英指
出，香港可以充分發

揮作為「超級聯繫人」的角色。王貴
國在接受本報訪問時認為，特區政府
配合「一帶一路」的政策措施仍處於
概念階段，當局應加把勁，積極將有
關的構想由概念落實到行動。「一帶
一路國際研究院」等民間組織，則可
以從提供資料數據、舉辦研討會等軟
性手法，作為有意進入「一帶一路」
者的「指南針」。
他在訪問中指，涉及「一帶一路」
的政策性討論，由特區政府帶頭聯繫
「一帶一路」國家及地區的政府將更
方便及到位。民間組織在這方面雖有
局限，但仍可以在多方面作出貢獻。

編《法律精要》5個月後派贈
他舉例，所謂「入境問禁」，每個
國家及地區都有自己的特色、規矩，
倘對當地事物一無所知，貿然到當地
發展，會有很大的風險。
為此，「一帶一路國際研究院」正
編制《一帶一路延線國法律精要》，
邀請了「一帶一路」內37個國家及
地區的專家，介紹他們所在國及地區
的法律，更詳細撰寫每條涉及貿易的

法例的來源、歷史、原由，背後包含
了什麼故事，以及投資、貿易、金
融、基建、勞工、環保等因素等。
王貴國透露，該《精要》從籌備到

完稿共花了10個月，邀請了四十多
位專家的協助。目前，「研究院」基
本上已經收齊了所有專家提供的文
章，正在翻譯及編輯，估計5個月後
可以正式面世，並以送贈方式送出，
期望該《精要》可以成為「一帶一
路」的「藍皮書」。

辦研討會訪京團 助港得益
他稱三十多名專家下月將來港，參
與討論「一帶一路爭端解決機制」和
「延線國法律精要」等大型研討會。
在舉辦研討會後，研究院會安排七

十多名香港的大學及中學生到北京訪
問，拜訪「一帶一路」的相關機構及
組織，包括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
檢察院、國務院港澳辦、商務部、外
交部以至清華大學等，讓香港的學生
有機會與中央有關官員對話，增加對
「一帶一路」的了解，特別是香港年
輕人以至香港社會如何從中得益。其
後，專家會再到新疆訪問5天，希望
通過這次活動進一步認識、明白到
「一帶一路」為香港帶來什麼機遇，
及香港應如何配合等。

「一帶一路國際研究院」院
長王貴國，近期每日忙於聯絡
「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及地區
的專家，籌辦研討會、訪京團
等，忙得不可開交。作為民間

組織，他沒有政府任何資助，要推動這個龐
大的項目，實在是一項「不可能的任務」，
但他對此甘之如飴。

巧遇好友「一拍即合」
王貴國在訪問中坦言，成立研究院完全是

機緣巧合：他身為中國人，希望能為國家、

民族盡一份力，有幸遇上好朋友，即現任研
究院副院長李鋈麟的無私奉獻，大家「一拍
即合」，「就像路上走過，看見有好的生
果、蔬菜，就買回家一樣簡單、自然。」

他坦言，「一帶一路」是一件很新鮮的
事，每行一步都是一個未知數。就以尋找專
家為例，已經是一件龐大的工程。首先，這
些其他國家及地區的專家未必認識他，且並
非每一個國家及地區的專家都懂英文，特別
是來自中亞國家的，很多都操俄羅斯、哈薩
克斯坦、土耳其、意大利、希臘語等，需要
找懂得英語又懂法律，還要有時間又願意幫

忙的專家，是極具挑戰的一件事。
王貴國表示，目前邀請到協助工作的專家

全部由朋友介紹。他透露，自己要透過書
信、電話等找一個人，往往需要聯絡十個人
才可以接觸對方，單是邀請俄羅斯的專家，
他已打二十多通電話。不過，在這過程中，
也令他認識了很多新朋友。

他表示，沿線共有67個國家及地區，自己聯
絡的第一批專家只涉及當中37個，還有30個
尚未接觸，自己希望聯絡第二批國家及地區的
專家的工作，可以在明年開始，又笑言工作繁
重，令他「就如做全職」。 ■記者 鄭治祖

推動「不可能任務」貢獻國家甘之如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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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鄧學
修）由特區政府主辦的「一帶
一路高峰論壇」明天舉行，為
了讓普羅市民對此熱門話題有
更深入的認識，香港島各界聯
合會昨日開始一連四天在灣仔
告士打道花園舉行「時尚中國
與一帶一路圖片展」，展出逾
百幅圖片，向市民介紹「一帶
一路」沿線各地如烏魯木齊、
南京、伊犁等地的風景、人物
和文化，並提供參考數據，讓
市民了解更多「一帶一路」帶
來的優勢和競爭力。
開幕禮邀得中聯辦港島工作部副部長
陳旭斌、社會工作部李運福，立法會議
員郭偉強，東區民政事務專員鄧如欣，
中西區民政事務專員黃何詠詩，灣仔署
理民政事務專員黎慧怡主禮。

蔡毅：港應積極把握機遇
香港島各界聯合會理事長蔡毅表示，舉
辦是次活動旨在讓市民了解更多「一帶一
路」沿線各地的情況，以及國家近年的外
交發展。他指出，國家自改革開放以來，
無論在經濟、民生、教育、法律、文化、
外交、科技等眾多領域的發展都取得非常
顯著的成果，也是在國際舞台上有重要影
響力的國家之一。中國保持獨立自主的和

平外交方針，堅持走和平發展道路，於維
護世界和平上作出了重要的貢獻。
他續說，「一帶一路」能推動亞歐非大

陸各國發展的共同需求，並互補優勢，為
沿線國家帶來新發展機會。「香港作為國
際金融中心，擁有『一國兩制』的重要優
勢，應該積極把握『一帶一路』戰略帶來
的重大機遇，積極發揮自身獨有的優勢，
推動香港經濟發展，提升香港整體競爭
力。」
一眾主禮嘉賓為圖片展揭幕，其後更一

同觀賞圖片展。展覽除圖片外，也介紹去
年「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投資額、與東
盟的關係、部分行業的增長數據等資訊，
讓市民對「一帶一路」有更深入的了解。

港島聯會展百圖 顯「一帶一路」機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趙虹）全國
人大常委會委員長張德江今日抵港，
開展第一天視察香港行程。香港中小
型律師行協會認為委員長是次視察，
是中央向香港展示政策支持，希望香
港藉「一帶一路」的契機，突破以本
地為發展中心的地域界限，與內地共
同開拓及發展國際法律服務機遇。該
會將透過舉辦連串交流活動，呼籲香
港律師積極參與「一帶一路」國家建
設，共同為國家作貢獻。

兩地法界互補闖國際
香港中小型律師行協會昨日舉行記

者會。協會創會會長陳曼琪表示，非
常歡迎及期待張德江委員長來港出席
「一帶一路高峰論壇」，開展香港與
內地緊密合作的新里程碑，並在國家
政策支持下，兩地法律界優勢互補，
透過「一帶一路」一起面向世界，一
起開拓及發展國際法律服務機遇。
該會將致力研究香港律師在「一帶

一路」建設的角色及定位，提升香港
中小型律師行的品牌及國際競爭力，

開拓大律師參與「一帶一路」的機
遇，提供平台讓香港及內地法律業界
多交流、多合作，並會舉辦連串活
動，包括已邀請中聯辦法律部部長王
振民出席並主講本月底舉行的《國家
的法治改革—香港律師的機遇與挑
戰》；8月率代表團到福建省福州參
與「海峽法學論壇」，並邀得律政司
司長袁國強出席；明年會組織律師交
流團到北京拜訪，進一步宣傳及推動
香港與內地律師合作交流的平台。

林新強：港應力爭商機
深圳市前海香港商會首席會長、香

港中小型律師行協會榮譽顧問林新強
早於1年前，已在前海開辦一所由香
港及內地律師合資經營的律師行。他
透露，俄羅斯、歐洲等地已有組織團
體向內地推銷，「商機是留給有準備
的人」，香港應主動爭取商機。
協會副會長黃國恩則表示，「一帶

一路」所牽涉的國家及地區甚多，可遠
至剛果等非洲地區及南亞，而有關地區
的商戶及生意對象，並非香港普遍能接
觸到，故相信「一帶一路」可助港人開
拓生意。
另外，隨着2004年推出《 內地與

香港關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
排》（CEPA），前海自貿區已容許
香港及內地律師行合資經營，協會希
望未來可降低香港律師行到前海發展
的資格門檻，讓更多本港中小型律師
行在前海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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攜手指路掘金
倡政府去馬

王貴國在訪問中指出，一有貿易和投資活動，就必然會出現爭論。
現行的爭端解決機制，主要為國際投資仲裁制度，但一般都以普

通法為主調，但「一帶一路」的沿線國家及地區，主要是採用大陸法
的發展中國家及地區。隨着國家推動「一帶一路」策略，預計經貿活
動將日趨頻繁，一套完善、適合東方國家及地區的「爭端解決機制」
是十分重要的。

「一帶一路」沿線地多採大陸法
為此，王貴國經過多番努力，成功聯繫了數十位「一帶一路」沿線

國家及地區的法律專家，撰寫了一份「一帶一路爭端解決機制」文
本，又在上月初舉行了工作會議，共同討論「怎麼制定一個爭端解決
機制」。本月27日、28日在杭州，他們將再召開會議討論相關的課
題。下個月中，研究院邀請了三十多位負責撰寫「爭端解決機制」的
專家，再舉行聚頭會，討論他們所屬的國家及地區處理爭端解決的法

例，及對「爭端解決機制」的意見。
王貴國解釋，雖然國際上有一些解決貿易爭議的方法，但並不太理

想，特別是現行的爭端解決制度，很大程度上受到發達國家及受到普
通法的影響，有很重的西方價值觀，但目前「一帶一路」沿線，絕大
多數都是發展中國家及地區，同時實行大陸法。隨着「一帶一路」不
斷成熟，他估計對爭端解決制度的需求會相當殷切。
在這情況下，他希望能夠推動一套具有東方文化特色、反映東方價

值觀，以及傳統文化的「爭端解決制度」，不同於現時的「爭端解決
制度」，建議中的「爭端解決制度」提升了、彌補了現行機制的不足
之處。而有關的工作已經接近尾聲，估計下月12日就可以有更具體及
詳細的內容。

調解「以和為貴」 專注解問題
他透露，新機制最大的特色，是更強調調解，不會凡事均擺到法
庭，配合東方人所強調的「以和為貴」傳統特色；不談程序性的繁瑣
步驟，而更加注重解決問題。
王貴國坦言，這份工作十分吃力，最困難是尋找合適的專家，就像

「尋寶」般，而有關爭端解決機制的討論，由於涉及利益時，必定會有
反對的聲音，但他本着「應該做、便要做」的精神，沒有考慮太多，就
盡力集合不同國家及地區的專家，就此提出正確的方向，讓大家參考。
他形容，新的機制應像一個茶杯，「無論在香港、首爾、新加坡、

新德里，這都是一隻杯，不會放在那個地方才好，放這個地方就不
好。好的杯，放在什麼地方都是好，才是一個健康的制度。」

經貿 爭端 解困財 通帶 路
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張德江今日來港視

察，重頭戲是明日在「一帶一路」高鋒會的主

題演講。要把握「一帶一路」所帶來的機遇，

政府的工作十分重要，但民間組織的推動也是

必不可少的。「一帶一路國際研究院」院長王

貴國在接受本報訪問時表示，良好的法律環境

是「一帶一路」的成功基石，而「爭端解決機

制」（Dispute Settlement Mechanism）是所

有經貿合作制度的核心。他早前聯同三十多名

「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及地區的法律專家，合

作撰寫了具東方色彩及價值觀的「一帶一路爭

端解決機制」，以彌補目前不同國家及地區解

決爭端機制的不足。 ■記者 鄭治祖

王貴國夥三十多位法律專家 炮製「東方拆彈寶典」

■■王貴國在接受本報王貴國在接受本報
訪問時表示訪問時表示，，良好的良好的
法律環境是法律環境是「「一帶一一帶一
路路」」的成功基石的成功基石，，而而
「「爭端解決機制爭端解決機制」」是是
所有經貿合作制度的所有經貿合作制度的
核心核心。。 彭子文彭子文 攝攝

■■香港中小型律師行協會呼籲香港律師香港中小型律師行協會呼籲香港律師，，積積
極參與極參與「「一帶一路一帶一路」」國家建設國家建設。。 彭子文彭子文攝攝

■■「「時尚中國與一帶一路圖片展時尚中國與一帶一路圖片展」」由昨日開始由昨日開始，，一一
連四天在灣仔告士打道花園舉行連四天在灣仔告士打道花園舉行。。 彭子文彭子文攝攝

■■蔡毅說蔡毅說，「，「一帶一路一帶一路」」
能為沿線國家及地區帶來能為沿線國家及地區帶來
新發展機會新發展機會。。 鄧學修鄧學修攝攝

■■「「圖片展圖片展」」讓市讓市
民更了解民更了解「「一帶一一帶一
路路」」帶來的優勢和帶來的優勢和
競爭力競爭力。。 彭子文彭子文攝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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