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官方成員
梁振英 行政長官
陳茂波 財政司司長
張炳良 運輸及房屋局局長
陳家強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
蘇錦樑 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
陳德霖 香港金融管理局總裁
邱騰華 行政長官辦公室主任
蔡瑩璧 「一帶一路」專員

非官方成員
（根據香港特別行政區排名名單）
史美倫 金融發展局主席
周松崗 香港交易所主席
葉劉淑儀 海上絲綢之路

協會執委會聯席主席
羅康瑞 香港貿易發展局主席
馬時亨 港鐵公司主席
劉遵義 全國政協經濟委員會副

主任、全國港澳研究會
理事

鄭若驊 金融糾紛調解中心主
席、亞洲國際法律研究
基金有限公司執行理事

蘇澤光 香港機場管理局
董事會主席

蔡冠深 香港中華總商會會長及
特區政府中小型企業委
員會主席

劉炳章 香港專業聯盟主席
李秀恒 香港中華廠商聯合會會

長
洪丕正 渣打銀行（香港）有限

公司大中華及北亞洲地
區行政總裁

鄭文聰 香港工業總會主席
王冬勝 香港上海滙豐銀行有限

公司副主席及行政總裁
江先周 中國建設銀行（亞洲）

股份有限公司副董事長
及行長

吳天海 香港總商會主席
岳毅 香港銀行公會主席、香

港中國企業協會會長、
中國銀行（香港）有限
公司副董事長、執行董
事兼總裁

林定國 香港大律師公會主席
陳沐文 香港建築師學會會長
高明 中國工商銀行（亞洲）

有限公司主席兼執行董
事

蔡健鴻 香港工程師學會會長
韓寶興 國家開發銀行香港分行

行長

整理：聶曉輝

「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峰論壇是國
家主席習近平於2013年提出「一

帶一路」以來，國家最高規格的相關論壇
活動，由國家外交部及法改委統籌，主題
為「加強國際合作，促進『一帶一路』共
贏發展」。

28外國元首逾百機構領袖
高峰論壇將秉承「共商、共建、共享」

的合作理念，推進「一帶一路」建設，共
有28名外國元首、逾百名國際機構領導
人、百多名部長級官員或副總理出席。
香港特區代表團由跨界別人士組成，包

括政府高層官員、金融及銀行界、商會、
專業學會等界別的代
表。他們將出席高峰論
壇的開幕式、高
級別全

體會議及主題平行會議。
梁振英昨日指出，過去近四十年，香港

積極配合國家的改革開放，經濟迅速轉型
增長，「未來40年，我們還多了『一帶一
路』這部新引擎，加大推動經濟和社會發
展的力度。」

平行會議5大合作為主題
代表團成員、「一帶一路」專員蔡瑩璧

昨日表示，論壇首天由國家主席習近平主
持開幕式及發言，之後由全體與會者參與
高級別全體會議，下午則設6場平行會
議，其中5場分別以「一帶一路」的5大
合作重點為主題，即民心相通、政策溝

通、資金融通、設施聯通及質易暢通，另
一場則為智庫會議。論壇第二天為圓桌會
議，由各國元首與世界組織元首參加，因
此特區代表團只會參與首日的活動。

特首就「資金融通」發言
她續說，「資金融通」的平行會議由國

家財政部與中國人民銀行牽頭負責，該場
會議除了中國人民銀行行長周小川及國家
財政部領導主持兼發言外，另有3名發言
嘉賓，除了梁振英外，其餘兩人為世界銀
行行長金墉及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總裁
Christine Lagarde。
蔡瑩璧指出，由於是次論壇是習近平提

出「一帶一路」以來，國家最高規格的相
關論壇活動，各國代表均踴

躍參與，但
因 場 地 所

限，只有約1,200人能參與，並估計吸引
三四千海內外記者採訪，特區政府能派出
一行30人的代表團出席，機會十分難得。
她表示，除了官式論壇外，代表團成員亦
可進一步宏觀地了解「一帶一路」的前景與
交流訊息，並可接觸到內地及海外，包括中
央單位及外國代表團成員，提供一個很好的
機會予他們推銷香港、商討合作。

非官方成員皆自費赴會
有記者問到「一帶一路」5大合作重點之
一的「人心相通」提及人才培訓，為何特
區代表團成員並無包括大學代表時，蔡瑩
璧指，由於香港並無一名各大學統一的代
表，而今次代表團的非官方成員均能代表
某一界別或範疇，亦能表達業界反映人才
培訓的意見，而各非官方代表團成員均屬
自費支付機票及住宿，並非由公帑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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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代表團名單

「帶路」國際論壇 盡展「香港所長」
特首將率團上京 做好「超聯人」助內企「走出去」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聶曉輝）「一

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峰論壇將於周日

（14日）及周一（15日）在北京舉

行，香港特區政府昨日宣佈，行政長官

梁振英將率領特區代表團於本月14日

參與高峰論壇，並會於「資金融通」平

行會議上作嘉賓發言。梁振英指出，享

有「一國兩制」獨特的雙重優勢的香

港，是「一帶一路」建設的一個重要節

點，可發揮「一帶一路」的「超級聯繫

人」作用，既可協助內地企業「走出

去」，同時也可引進外地企業，為「國

家所需」發揮「香港所長」。

香港特區政府近日出版了《一帶一
路．香港：重要節點》小冊子，其中
簡略精要地介紹了「一帶一路」與香

港的關係，並從多元化投融資渠道，國際物流、航運和交通
樞紐，創新科技，高端專業服務等各方面，概述香港的優勢
和機遇所在。

金融物流等面面俱到
香港是國際金融中心，市場特色是流通量高，沒有外匯管
制，不論股票、期貨、黃金以至外匯等市場均十分活躍；金融
監管規例符合國際標準，既有效亦具透明度。香港可以為本地
和海外（包括「一帶一路」沿線的國家和地區）的客戶及投資
者提供各類投融資產品及金融服務，如集資、融資、資產管
理、風險管理和保險服務等，並協助拓展人民幣業務，推動人
民幣國際化。
小冊子中指，本港有逾150家國際及本地持牌銀行，及逾40
家有限制牌照銀行和接受存款公司等其他金融機構，提供多元
化的融資渠道。在全球排名100以內的銀行中，有70家在港營
業。
過去10年，香港股票市場的首次公開招股（IPO）的集資額
均位列全球前5位。2016年香港新股上市集資總額達 1,948億
港元，集資額屬全球第一。
同時，香港是全球離岸人民幣業務樞紐，亦是亞洲基礎設施
投資銀行（亞投行）成員。「一帶一路」沿線有不少伊斯蘭國
家，對伊斯蘭金融服務的需求有增無減。香港已先後三次成功
發行伊斯蘭債券，可在伊斯蘭金融方面擔當重要角色。
另一方面，香港是著名國際物流、航運和交通樞紐，是國際
物流中心及貿易中心，配備先進的資訊科技與通訊網絡，海運
及空運航線遍及全球，是世界最繁忙、最高效率的交通樞紐之
一，可為「一帶一路」沿線企業，提供全球供應鏈管理等高端
物流服務。小冊子並以海、陸、空三路簡述香港的優勢。
香港國際機場屢獲殊榮，是全球最繁忙的機場之一，與逾40
個「一帶一路」沿線國家有空運往來，並已連續7年為全球最
繁忙的航空貨運機場。
海路方面，香港海港航線遍達全球逾470個目的地，包括逾
40個「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及地區，是區內的運輸物流樞紐。
2016年，香港港口的貨櫃輸送量達1,981萬個標準箱，全球排
名第五。
在陸路方面，香港對投資、建設和營運鐵路富有經驗，可以
協助「一帶一路」沿線鐵路項目的發展。預計港珠澳大橋通車
後，貨物由內地的珠海到香港葵青貨櫃碼頭的行車時間，將由
目前的3.5小時縮減至65分鐘。

法律創科專業服務領先
在創新科技方面，香港擁有優厚條件進一步推動創新科技和
「再工業化」，發展佔地少但高增值的創科產業。
香港亦是亞洲重要物流、金融、貿易和資訊樞紐，也有先進
的通訊及科技設施、完備的法律和知識產權保障制度，加上香
港多家國際認可大學高水平的理工科教學和研究能力，可為
「一帶一路」沿線地區提供科研支援。
在高端專業服務方面，「一帶一路」沿線地區對高端專業服
務需求殷切，香港的專業人才可在融資併購、專業諮詢、法
律、工程建造及管理、項目策劃及發展、人才培訓等多方面提
供優質服務，支援內地企業的對外發展計劃。 ■記者 殷翔

小冊子在手
盡覽港優勢

「一帶一
路」國際合
作高峰論壇

將於北京舉辦，香港特區行政
長官梁振英昨日邀請代表團成
員到禮賓府，討論如何在最大
程度上發揮高峰論壇的作用。
他在其 facebook 專頁上發帖
指，過去數十年，內地改革開
放為香港的社會和經濟發展提
供主要和龐大的動力，相信未
來數十年，「一帶一路」倡議
將為香港，特別是年輕人提供
「第二部引擎」，推動香港社
會和經濟向前發展。
梁振英在fb發帖指，香港是

中國最國際化的城市，有廣泛而
密切的國際連繫、悠久和卓有成
效的國際關係，加上香港有兩文
三語的傳統，又有大量駐港的外
國企業、專業人士和商會，是連

繫內地和「一帶一路」沿線國家
的「超級聯繫人」。
他續說，在中央的重視和支

持下，特區政府組織了一個高
層次、大規模和多界別的代表
團，在高峰論壇舉辦期間，向
國內外官員和企業介紹香港的
優勢和強項，擴大合作，增加
香港各方面的專才和企業的發
展機會，同時也和內地企業結
合，一齊走出去。
為了做好準備，梁振英昨日

邀請了特區政府「一帶一路」
國際合作高峰論壇代表團成
員，到禮賓府討論如何在最大
程度上發揮高峰論壇的作用：
「這次會面，也為香港各行業
的代表，就如何組成和加入香
港團隊，到『一帶一路』沿線
國家發展，提供了很好的交流
機會。」 ■記者 聶曉輝

邀團員集思 助港青抓機遇
��
�
&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聶曉輝）為加強推展「一
帶一路」工作，特區政府昨日推出「一帶一路」宣
傳短片和小冊子，向社會各界介紹香港在「一帶一
路」建設的優勢和可作的貢獻。特區行政長官梁振
英在小冊子的序言上指出，中央支持香港參與國家
的雙向開放和「一帶一路」倡議，肯定香港是「一
帶一路」建設的一個重要節點，內地與香港企業可
以結合各自的優勢，「併船出海」。
梁振英在序言上表示，香港享有「一國兩

制」獨特的雙重優勢，「和外國相比，我們
有『一國』之利，受惠於內地的發展和國家
給予的優惠政策；和內地省市相比，我們有
『兩制』之便。國家的《十三五規劃綱要》
指出香港要發揮獨特優勢，提升在國家經濟
發展和對外開放的地位和功能。」
「一帶一路」專員蔡瑩璧昨日表示，自「一帶

一路」辦公室於去年成立以來，至今仍有市民對
「一帶一路」缺乏認識，不知香港參與的意義在
哪，甚至有人誤以為是「一路一帶」。
她表示，昨日推出的小冊子及兩分鐘「一帶一

路」宣傳片，便是希望讓市民對「一帶一路」有
基本認識，小冊子亦羅列部分香港企業在「一帶
一路」及其他國家所參與的項目、投資和提供的
各類專業服務的一些例子。

可於「帶路」網頁瀏覽
蔡瑩璧指出，與貿發局合作的小冊子共印製了

繁體、簡體及英文3個版本各1,000本，而短片製
作亦依足政府一貫程序招標，市民可於今日啟動
的「一帶一路」網頁瀏覽宣傳短片和小冊子
（www.beltandroad.gov.hk）。
蔡瑩璧表示，「一帶一路」辦公室稍後會與政

府新聞處等有關單位研究推出短片濃縮版，透過
不同渠道發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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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帶一路‧香港：重
要節點》小冊子。 殷翔攝

■■梁振英昨日邀請代表團成梁振英昨日邀請代表團成
員到禮賓府員到禮賓府，，討論如何發揮討論如何發揮
高峰論壇的作用高峰論壇的作用。。 fbfb圖片圖片

■■梁振英早前邀請梁振英早前邀請「「一帶一路一帶一路」」沿線學生和外沿線學生和外
國駐港總領事到禮賓府看粵劇國駐港總領事到禮賓府看粵劇。。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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