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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達哲省長率團許達哲省長率團 期港發揮期港發揮超級聯繫人超級聯繫人作用作用

湘湘500500大項目蒞港招商涉資大項目蒞港招商涉資22萬億萬億
「『港洽周』活動在香港已經舉辦了多屆，已成為

湘港經貿交流與合作的一個重要平台，目前香港已成
為湖南最大的外資來源地和第一大出口市場。」湖南
省商務廳廳長徐湘平向本報記者介紹。

「3+13+20」 港湘洽合作
根據活動安排，本次 「港洽周」將於4月25日─29日

在香港、澳門和珠三角地區舉辦，主場地設在香港，
主要活動採取「3+13+20」的方式進行，即安排3類重大活
動，13場省直部門專題活動，20場市州專場活動。

3類重大活動分別為：高層拜訪活動、舉辦香港工商
界知名人士懇談會、湖南與澳門經貿交流活動。13場
省直專題活動是指湖南省商務廳、湖南省科技廳、湖
南省人社廳等10個省直部門牽頭舉辦的13場專題活
動。20場市州活動是指湖南省14個市州分別在香港或
珠三角地區舉辦的20場經貿活動，各市州活動統一納
入 「港洽周」成果統計、統一對外宣傳發布。

據了解，本次 「港洽周」期間，許達哲省長將率團
拜訪香港中聯辦、香港特首、全國政協副主席何厚
鏵、澳門特首，以及香港貿發局、香港科技創新局、
香港科技大學、相關金融機構、相關商協會及重點港
企、在港央企等。

發布500項目 擬簽約160個
據介紹，本次 「港洽周」共發布500個重點招商項

目，總投資逾2萬億元，項目分為基礎設施、新型工業
化、現代服務業、園區建設4大類，包括 「交通能源、
城市建設、城市管廊及污水處理、新型小城鎮、先進
裝備製造、汽車及零部件、電子信息、新材料、輕紡
化工醫藥、農業開發及農產品加工、商貿物流、旅
遊、文化衛生教育、金融、園區建設」等15小類。

發布突出產業化發展的需要、突出服務型民生的需
求、突出項目的質量，比如新型工業化項目和現代服
務業項目合計359個，佔項目總數的71.8%；總投資1.35
萬億元，佔項目總投資額的67.2%。

這次港洽周省級擬簽約項目160個，比上屆增長
65%；項目總投資2185億元，擬引進資金2067億元，分
別比上屆增長56.5%、50.5%。

另據透露，省將在這次港洽周上簽署20餘個戰略合
作協議，主要包括：湖南省政府與太平保險集團的戰
略合作協議；湖南省商務廳分別與香港貿發局、澳門
貿發局、中葡論壇常設秘書處、恒大健康產業集團、招
商局集團的戰略合作協議；湖南省旅發委與中國旅遊集
團的全域旅遊基礎建設工作推進合作協議等。

廣邀港澳客商 助建開放強省
徐湘平介紹，本次 「港洽周」主要突出 「創新

引領、開放崛起」、 「高層推動、高位對接」、
「精準對接、有的放矢」、 「務實節儉、精

簡高效」四大特點，將進一步擴大貿易、科

技、工業、現代服務業、人力資源等領域對外開放，
促進珠三角優勢產業、市場和湖南優勢資源對接，為
加快建設 「開放強省」注入新的活力和動力。

在客商邀請方面，本次 「港洽周」主體活動─
「香港工商界知名人士懇談會」總規模180餘人，其中

客商和簽約代表130人左右，佔比72%，邀請的客商人
分別來自香港重點企業、跨國公司、金融機構、駐港
央企、重要商協會、四大會計事務所共6個部分。 「澳
門工商界知名人士座談會」擬邀請客商與各界代表50
人以上，包括澳門全國人大代表、全國政協委員、立
法會議員、知名商協會會長和著名企業負責人、澳門
貿促機構官員、中葡論壇常設秘書處秘書長和7個葡語
系國家常駐代表等。其他專題活動客商邀請也已全部
落實到位。

湖南省委書記杜家毫高度重視招商引資工作，他曾
強調指出，要加大招商引資力度，要以釘釘子精神抓
好招商引資。要精準發力提高招商實效，有針對性地
做好點對點招商、產業鏈招商和標準化廠房建設、生
產設施配套等工作，有效推進招商項目落地，不斷提
高招商項目的開工率、資金到位率、合同履約率。要
根據每個企業和項目的具體需求，提供 「點菜式」、
點對點的個性化服務，幫助企業解決實際問題。

香港一直是湖南主要的投資來源地之一，也是湖南
企業對外投資聚集度最高的地區之一。1984年，首屆
湘交會上港資與湖南首次結緣，當時湖南新批港資企
業只有6家。隨着三十多年的改革開放，外商在湘投
資得到了長足發展，尤以港資為甚。

外資入湘 港佔六成
截至2016年，香港在湖南投資項目9003個，佔全省

的 59.3% ； 合 同 外 資 額 721.63 億 美 元 ， 佔 全 省 的
63.7%；實際使用外資額533.27億美元，佔全省的
60.2%。三項指標都居來湘投資國家和地區的第一位。

同時，香港也是湖南主要的貿易夥伴之一。2016

年，湘港兩地進出口總額48.8億美元。其中，出口46.2
億美元，進口2.6億美元。香港已是湖南省第一大貿易
夥伴，共有812家企業有貿易往來，主要商品為手持式
無線電話機的零件、喇叭音箱、未鍛造銀、電氣設備
及裝置及農產品等。

1月份，湖南省外貿以 「超預期」力度強勢回暖，
全省進出口總值139.6億元，同比增長31.6%。其中，
出口93.2億元，同比增長27.9%；進口46.4億元，同比
增長39.7%。

招商引資繼續保持較快增長態勢。徐湘平透露，
2017年1-2月，香港在湖南省投資項目60個，同比增
長46.3%；合同外資536409萬美元，同比增長917%；
實際使用外資140329萬美元，同比增長29.6%。

港湘合作 前景廣闊
近幾年來，湖南經濟社會發展取得長足進步。資料

顯示，2016年湖南省GDP突破3萬億元，達到3.1萬
元，在全國31個省（市、區）排名第9。

近年來，隨着高鐵、航空交通進一步
方便快捷，港湘兩地經貿文化交往更趨

密切。徐湘平表示，香港作為 「一帶一路」沿線國家
與中國內地之間的 「超級聯繫人」，在金融、投資、
貿易、物流、專業服務、文化教育等諸多領域獨具優
勢。

徐湘平介紹，此次舉辦港洽周，旨在充分發揮香港
國際服務中心的作用，加快湖南與香港在經貿、旅
遊、物流、城市建設等方面的交流合作，助推湖南產
業升級；充分發揮香港國際金融中心的作用，引導省
內企業拓展融資渠道，吸引港資入湘，推動湖南優質
企業在香港上市；充分發揮香港國際貿易中心的作
用，推動湖南產品通過香港走向全球。

「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匯聚了全球知名的銀
行、投資基金、中介機構和各類專業金融人才，是內
地走向國際金融市場的重要橋樑、窗口和紐帶。特別

是香港着力發展的現代服務業、文化
創意產業、電子信息產業、現代物聯
網等新興產業與湖南重點發展的信

息、文化創意、節能環保等七大戰
略性新興產業發展方向一致、優勢
互補，港湘產業合作具有十分廣闊
的空間。」湖南省副省長何報翔強
調指出。

（文：譚錦屏）

20172017年湖南年湖南（（香港香港））投資貿易洽談周投資貿易洽談周（（以下簡稱以下簡稱 「「港洽周港洽周」」 ））即將於即將於2525日至日至2929日在香港日在香港、、澳澳
門和珠三角地區舉辦門和珠三角地區舉辦，，主場地設在香港主場地設在香港。。湖南省商務廳向媒體透露湖南省商務廳向媒體透露，，此次此次 「「港洽周港洽周」」 對外發布項對外發布項
目目500500個個，，總投資總投資22萬億元萬億元（（人民幣人民幣，，以下同以下同）。）。據了解據了解，，湖南省人民政府省長許達哲將親自率團湖南省人民政府省長許達哲將親自率團
訪港並會晤香港工商界人士訪港並會晤香港工商界人士，，進一步推動深化港湘兩地的經貿合作進一步推動深化港湘兩地的經貿合作。。

■長沙橘子洲頭長沙橘子洲頭

香港成湖南第一大貿易夥伴

■內地首條自主知識產權的中低速磁懸浮線路在長內地首條自主知識產權的中低速磁懸浮線路在長
沙運營沙運營

■工程機械龍頭企業工程機械龍頭企業──中聯重科履帶式起重機助中聯重科履帶式起重機助
力文萊跨海大橋建設力文萊跨海大橋建設

■港資企業藍思科技瀏陽工業園港資企業藍思科技瀏陽工業園

■九龍倉投資的九龍倉九龍倉投資的九龍倉（（長沙長沙））國際金融中心國際金融中心
建成後將成為長沙新地標建成後將成為長沙新地標

■■湖南旅遊名片湖南旅遊名片──張家界風光張家界風光

2017年港洽周重點活動安排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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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名稱

香港工商界知名
人士懇談會

湖南跨境電商暨
汽車進口招商對

接會

湖南省科技創新
與產業發展專題

對接會

湖南省加工貿易
產業項目專題對

接會

湘港澳人力資源
服務對接會（系

列活動）

株洲．中國動力
谷汽車零部件暨
汽車後市場招商

推介會

湖南（香港）工
業新興優勢產業
鏈合作推介會

長沙市 「一區一
廊」暨樓宇招商

推介會

湖南省境外（香
港）融資工具推
廣運用對接會

湖南旅遊產品推
介暨項目招商會

湖南裝配式建築
與綠色建築產業
合作推介會暨
2017中國（長

沙）住宅產業化
與建築工程技術
博覽會專題招商

會

「創造青年．活
力湘港」專題活

動

湖南優質農產品
入港對接洽談會

時間、地點

4月25日
下午16：00-17：30

香港 萬麗海景酒店海景
廳

4月25日
上午10：00-12：00

香港 海逸君綽酒店五樓
會議廳（一至三）

4月25日
上午10：00-11：30

香港 海逸君綽酒店五樓
會議廳（六至八）

4月25日
上午10：38-11：50

深圳 五洲賓館深圳廳

4月26日
上午10：00-11：30

香港 海逸君綽酒店一樓
宴會廳（一）

4月26日
上午10：30-12：00

香港 港島海逸君綽酒店
五樓會議廳（五至八）

4月26日
下午15：00-17：00

香港 海逸君綽酒店一樓
宴會廳（一）

4月26日
下午15：00-17：00

香港 海逸君綽酒店一樓
宴會廳（二）

4月27日
上午10：00-11：30

香港 海逸君綽酒店一樓
宴會廳（一）

4月27日
上午10：00-11：30

香港 海逸君綽酒店一樓
宴會廳（二）

4月27日
下午15：00-17：00

香港 海逸君綽酒店一樓
宴會廳（一）

4月27日
下午15：00-17：00

香港 海逸君綽酒店一樓
宴會廳（二）

4月28日
上午10：00-11：30

香港 海逸君綽酒店一樓
宴會廳（一）

特刊 本疊內容：文匯教育 副刊 戲曲 娛樂新聞 體育新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