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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助企業把握機遇 特首：為全球經濟注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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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中華總商會昨日舉辦中總世界華商高峰論
壇，全國政協副主席、中國民主建國會常務副

主席辜勝阻，特首林鄭月娥，中聯辦主任王志民，
中央統戰部副部長、國務院僑務辦公室主任許又
聲，外交部駐港特派員謝鋒主禮。
政制及內地事務局長聶德權、署理商務及經濟發
展局局長陳百里、前財政司司長梁錦松和前律政司
司長袁國強等及工商專業界人士，就在論壇上分享
對「一帶一路」、粵港澳大灣區、智慧城市及創新
經濟的看法。

灣區為港人提供廣闊腹地
林鄭月娥作開幕演講時表示，粵港澳大灣區發展
是國家主席習近平親自謀劃、親自部署、親自推動
的國策，香港近年產業結構缺乏新增長點，大灣區
可以為香港經濟發展注入新動能，促進經濟產業多
元發展。另外香港的住房、安老、土地等社會發展
受到一定制約，大灣區可以為港人追求更美好生活
提供廣闊腹地。

港府推灣區建設三重點
林鄭月娥強調，特區政府目前在推進大灣區建設
有三大重點工作：
首先是打造大灣區成為國際科技創新中心。她指
香港擁有多間世界級大學、雄厚科研實力、健全法
治和知識產權保護制度等，加上今年5月起香港科
研機構能直接申請「中央科研資金計劃」項目，實
現了科研資金「過河」，為香港的創科發展打下強

心針。特區政府會善用優勢，配合大灣區發展成國
際科技創新中心，其中創新及科技局將與國家科技
部簽署合作安排，推動兩地科技交流工作，也會在
香港成立「大灣區院士聯盟」，推動區內的「兩
院」院士參與大灣區建設。
第二是便利香港的優勢產業落戶大灣區。林鄭月

娥認為大灣區為香港的醫療、教育等優勢產業提供極
佳發展機會，為內地開拓新的產業和提升專業水平。
第三是透過政策創新和突破加強大灣區內城市互

聯互通。林鄭月娥說大灣區內居民、貨物、資金和
信息的流通仍有不少限制，特區政府會突破舊有框
架，加強大灣區內城市互聯互通，促進生產要素便
捷流通，並便利港人到內地發展。
林鄭月娥認為，大灣區已具備發展成為世界級城市

群的條件，只要三地能充分發揮互補優勢，明確各城
市的發展定位，必定能提升整個灣區的全球競爭力。
至於「一帶一路」，林鄭月娥指香港是「一帶一
路」的重要節點，香港可發揮「一國兩制」下的雙重
優勢，成為「一帶一路」建設的國際樞紐，擔當融資
及專業服務平台，並進一步加強橋樑角色，連繫內地
與其他經濟體，配合國家所需，發揮香港所長。
她續說，香港正積極尋求與更多貿易夥伴締結自由
貿易協定及避免雙重徵稅的稅務協議，為企業打開
「一帶一路」新區域市場，並透過拆除貿易壁壘促進
區域經貿發展，達至「一帶一路」倡議的貿易暢通。
她表示，特區政府會為有意把握「一帶一路」和大
灣區機遇的全球企業和華商提供「一站式」合作平
台，並為香港、國家以至全球經濟注入新動力。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朱朗文）粵港澳大灣區發展和「一帶一路」建設將為香港帶來

龐大機遇。特首林鄭月娥昨日表示，特區政府目前重點在科技創新、協助優勢產業落

戶及政策突破三方面推進大灣區建設，希望打造大灣區成為國際科技創新中心，並加

強區內城市互聯互通，便利港人發展。她又強調，特區政府會為有意把握「一帶一

路」和大灣區機遇的企業提供「一站式」合作平台。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朱朗文）建設成國際科技
創新中心是粵港澳大灣區的發展重點之一。全國
政協副主席、中國民主建國會常務副主席辜勝阻
昨日建議，粵港澳三地突破制度局限，合力打造
廣深港澳科技創新走廊，並加快人才在灣區內便
利流動，包括全面落實「港人港稅」。

形成「一廊四城」格局
辜勝阻在昨日的中總世界華商高峰論壇中作開幕
演講。他表示，建設粵港澳大灣區，不僅是新時代
推進「一國兩制」發展的新實踐，而且是推動國家
全面開放的新格局，以及實現創新和高質量發展的
新舉措。
他指出，大灣區與世界金融灣區紐約、科技灣
區舊金山和製造業灣區東京不同，同時具有金

融、科技和製造業特色，既有香港這個國際金融
中心，也有「中國矽谷」深圳，是具有巨大潛力
的綜合性灣區，至於如何整合港深和其他城市的
創新資源、進一步實現區域協同發展，將成為大
灣區邁向世界一流創新經濟灣區的關鍵。
辜勝阻建議粵港澳三地合力打造廣深港澳科技創

新走廊，創造各項成果轉化的創新平台，形成創新
驅動、產業聯動、空間連接、功能互補的「一廊四
城」創新發展新格局。
他指出，三地協同發展受制於制度差異、資源分

散和市場分薄，要在破除體制機制障礙方面率先實
現突破。他又認為，三地要推動產學研一體化，在
創新領域開展上下游合作，打造完整的創新產業
鏈，營造良好創新創業生態，實現創新在港澳開
花，內地結果，加速科技成果創造轉化和產業化。

辜勝阻：三地共建科技創新走廊

■香港中華總商會昨日舉辦中總世界華商高峰論壇，賓主合影。 香港文匯報記者潘達文 攝

對於海外華商協助「一帶一
路」建設，中央統戰部副部長、
國務院僑務辦公室主任許又聲昨
日呼籲他們既當「紅娘」、又當
「新娘」，為中國企業走出去牽
紅線，並從自身積極參與中獲紅
利。
許又聲昨日在中總世界華商高

峰論壇作開幕致辭時指，中國有6,000
多萬海外僑胞，其中約4,000多萬聚集
在「一帶一路」沿線，是推進「一帶
一路」和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的一支重
要力量。

提推進「帶路」三建議
他向海外華商提出推進「一帶一

路」三點建議：
一是積極宣傳「一帶一路」的原則

和理念，主動向當地政府和國際社會
宣傳「一帶一路」的「共建、共商、
共享」原則和互利共贏理念，消除誤
解與隔閡，增進理解與共識，努力成
為中國與沿線國家政治互信與睦鄰友
好的積極推動者。
二是積極投身「一帶一路」建設的

項目合作，充分利用自身既熟悉中

國、又熟悉住在國國情的有利條件，
既當「紅娘」，為中國企業走出去牽
線搭橋；又當「新娘」，積極參與基
礎設施、產能合作、商貿物流、產業
園區建設等，勇於成為各領域務實合
作的積極參與者。
三是積極促進中國與「一帶一路」
沿線國家的人文交流，發揮「融通中
外」的獨特優勢，積極傳承中華優秀
文化，促進中外人文交流，努力成為
中國與沿線國家文明交融互鑑的積極
促進者。

■香港文匯報記者 朱朗文

香港中華總商會會長蔡冠深
昨日表示，香港與國際市場高
度聯繫，可以協助各地華商通
過香港以至粵港澳大灣區開拓
海內外的市場，而香港、內地
和海外華商的龐大網絡，將為
深化區域合作提供重要的基
礎。

港與國際市場高度聯繫
蔡冠深昨日在中總世界華商高

峰論壇上致辭時表示，華商足跡
遍佈世界各地，在促進區域合
作、深化內地和國際市場互動一
直扮演重要角色，而香港擁有
「一國兩制」獨特優勢，工商和

專業服務跟國際高度接軌，也是
內地與世界聯繫的重要橋樑，相
信香港工商界、內地和海外華商
建構起來的龐大聯繫網絡，將為
深化區域合作提供重要基礎。
「一帶一路」方面，他指華商

有不同程度的參與，而香港在跨
地域基建融資安排、工程諮詢、
建築設計、項目管理等領域也有
提供專業服務支援，彼此在拓展
「一帶一路」相關區域聯繫發揮

了積極的推動作用。
至於粵港澳大灣區，蔡冠深

說，區內城市在金融、製造業、
航運物流、創新科技和專業服務
等產業都有龐大發展潛力，加上
香港與國際市場高度聯繫，特別
是去年香港和東盟簽訂自貿協定
和投資協定，更有助各地華商通
過大灣區拓展內地以至「一帶一
路」市場。

■香港文匯報記者 朱朗文

「一帶一路」涉及60多個國
家，外交部駐港特派員公署為內
地、香港及相關國家三方擔當
「盲公竹」帶路。外交部駐港特
派員謝鋒昨日表示，公署去年創
立三方合作機制，協助各方尋找
合作機遇，實現互利共贏。
謝鋒昨日在中總世界華商高峰

論壇上作開幕致辭。他表示，去年下
半年以來，外交部駐港特派員公署創
立並推進「內地+香港+『一帶一

路』沿線和有關國家」三方合作機
制，將內地的資金、技術、產能優
勢，與香港的區位、國際化、專業服
務等優勢，以及「一帶一路」沿線和
有關國家的資源稟賦和發展需求等有
機結合，實現「1+1+1大於3」的效
果。
他舉例指，公署會積極協助內地省

區在港舉辦國際推介會，搭建三方對
話合作平台，並組織駐港領團、商會
和跨國公司聯合赴大灣區和內地省份

參訪，尋找務實合作機遇，更會與外
國總領館、商會共同舉辦三方合作對
接會，挖掘互利合作項目。

續做深做實三方合作平台
他表示，公署將繼續做深做實三方

合作平台，支持香港深入參與「一帶
一路」和粵港澳大灣區建設，並支持
香港在新一輪改革開放中發揮更大作
用，融入國家發展大局。

■香港文匯報記者 朱朗文

許又聲勉做「紅娘」又做「新娘」

謝鋒：創三方合作機制促互利共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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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殷翔）中華總商會會長、粵港澳大灣區
企業家聯盟主席蔡冠深主持「推進『粵港澳大灣區』建設」論
壇，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聶德權、香港科技園有限公司主席查
毅超、廣東省社科院副院長袁俊、澳門大學工商管理學院院長及
大西洋銀行財務講座教授蘇育洲，和會計師公會代表陳凱由各自
視角給出港澳參加大灣區建設的關鍵。
聶德權說，大灣區建設要注重9+2城市間如何明確定位、優勢

互補，要以政策制度的創新和突破，促進大灣區生產要素的自由
流動。不僅致力打造大灣區一體化開放市場，香港還需要關注重
要領域，包括成立國際科技創新中心、醫療、教育、打造大灣區
一小時優質生活圈等。
袁俊介紹廣東省參與大灣區建設的情況。由於大灣區是國家重
點發展戰略，廣東可以舉全省之力傾力支持，已制定以珠三角為
核心、建立東西經濟帶和北部山區生態發展的基本佈局，由9+2
的小大灣區，輻射帶動9省加港澳的泛珠三角的更大「9+2」。
查毅超說，特區政府撥款500億元支持創科，有400億元與科

技園有關。科技園明年將再落成兩座大樓，令總面積由33萬平
方米增至逾40萬平方米。生產要素自由流通大大提升後，香港
科研人員將與大灣區科學界很好合作，達至創科官產學研的完美
結合，建成一流大灣區國際創新科技中心。
蘇育洲說，澳門是大灣區的門戶，是大灣區的綜合度假村，更
是國家的葡語區平台，與世界其他葡語區有很低的關稅和良好貿
易關係。
陳凱說，香港專業服務了解國際熟悉國情，將在大灣區建設充
當重要角色。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殷翔）前
財政司司長、南豐集團董事長兼行
政總裁梁錦松主持「探索『一帶一
路』新機遇論壇」。他表示「一帶
一路」機遇明顯，尤其中美貿易戰
之下，「一帶一路」更為重要，但
也存在不少挑戰，包括一些「一帶
一路」國家取消已簽訂相關項目。

那麼各界應該如何應對挑戰把握機
遇？署理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陳
百里，前律政司司長、資深大律師
袁國強，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首
席研究員張燕生，和泰國正大集團
資深董事長、華商謝國民由各自領
域出發給出睿智答案。
陳百里說，香港需要更深入、更

正面認識「一帶一路」，作出適當
部署。去年12月香港特區政府和國
家發改委簽署了《關於支持香港全
面參與和助力「一帶一路」建設的
安排》，當中26項條款詳列了中央
政府在金融投資、基礎設施和海事
服務、經貿和爭議解決方面向香港
提供的支持和合作機遇。

陳百里：港成促成者參與者
今年6月12日香港政府多部門首

長參加北京首次「一帶一路」聯席
會議，進一步明確香港在「一帶一
路」中的角色和作用。香港各界應
將「一帶一路」的龐大機遇細化，
讓民眾都能理解和參與，成為「一
帶一路」的促成者和參與者。

袁國強：港首選設仲裁機構
袁國強說，「一帶一路」建設和專

業服務有密切關係，由合同擬定時，
就需要了解雙方法律制度的律師，制
定相關法律風險的條款。香港律師界
是唯一說中文而使用普通法的地區，
很適合提供這項法律服務。「一帶一
路」涉及60個至70個沿線國家的國
際合約，需要制定一個統一的仲裁規
則，成立一個公認的仲裁機構，香港
亦是首選之地。

張燕生勉華商認清發展大潮
張燕生指出，越是出現單邊保護主

義的逆潮，「一帶一路」就越具影響
力。世界華商應認清國際發展大潮，
參與推動「一帶一路」建設新疆域。
華商投資「一帶一路」關鍵是要聚集
基建、形成合力，以項目集群形成上
下游兼備的完整產業鏈，有利於早日
產生效益和回報。
謝國民誠邀華商考察海上絲路

樞紐、泰國東海岸工業經濟走廊
高鐵項目，將帶動相關地區房地
產、服務業、商貿三大領域的迅
速增長。

細化「帶路」機遇 便民理解參與

官
產
學
研
結
合

締
造
創
科
灣
區

■左起：蘇育洲、查毅超、蔡冠深、聶德權、袁俊、陳凱。
香港文匯報記者潘達文 攝

蔡冠深：深化區域合作拓商機
積
－
極
－
推
－
動

■左起：張燕生、謝國民、梁錦松、陳百里、袁國強。
香港文匯報記者潘達文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