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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屆香港國際金融論壇暨中國證券金紫荊獎頒獎典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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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紫荊論壇

香港文匯報
訊（記者 殷考玲）
2018「金紫荊香港國際
金融周 ── 第八屆香港國
際金融論壇暨中國證券金紫
荊獎頒獎典禮」昨日在香港舉
行，本次活動由香港大公文匯傳媒
集團聯合北京上市公司協會、香港中
國企業協會、香港中資證券業協會、香
港中國金融協會、香港證券學會、香港特
許秘書公會等兩地多家機構共同舉辦，北
京汽車作為戰略合作夥伴。香港特別行政
區行政長官林鄭月娥， 香港大公文匯

商改革開放再出發
林鄭月娥李大宏主禮 兩地 800政商赴會

傳媒集團副董事長兼總編輯李大宏
為上午論壇主禮並致辭，逾
800 位來自香港和內地
政商界嘉賓出席
活動。
界均認同
國家繼續推
進改革開放，並
且相信會創造出更大
的經濟奇跡。

荊」系列活動已連
「金紫續舉辦八屆，今年是改

革開放四十周年，在這承上
啟下，繼 往 開 來 的 重 要 時
間節點上，本次活動以
「中國力量─改革開放再
出發」為主題，並邀請到改革
開放中脫穎而出的商界領袖和
知名經濟學家，分別從金融的
力量、貨幣的力量、實業的力
量、內需的力量、文化的力量
五個方面就如何推動中國經濟
向高品質發展和高水準開放，
進行深入探討。

冀國家創更大經濟奇跡
香港特區行政長官林鄭月娥致辭
時表示，正如國家主席習近平所
說，香港在新時代國家改革開放
的進程中仍然具有特殊地位和獨
特優勢、仍然可以發揮不可替代的
作用。
展望未來，相信香港能夠充分發
揮「一國兩制」的優勢，把握「一
帶一路」以及粵港澳大灣區的發
展機遇，進一步鞏固香港作為國
際金融中心以及全球離岸人民幣
業務樞紐的地位，並更積極主動
融入國家發展大局、助力國家全面
開放。
香港大公文匯傳媒集團副董事
長兼總編輯李大宏在致辭時表
示，香港作為過去 40 年裡國家改
革開放的參與者和貢獻者，香港
必將在國家新一輪改革開放中有
更大作為。
論壇主要圍繞就推動中國經濟
向高質量發展進行深入探討，各

商界領袖經濟學家演講
在上午的論壇時段，包括中國
中車董事長劉化龍，北京汽車總
裁陳宏良，北京同仁堂國藥首席
執行官丁永玲，香港交易所董事
總經理、首席中國經濟學家巴曙
松，中銀香港首席經濟學家、中
國人民大學國際貨幣研究所學術
委員鄂志寰，廣發證券董事總經
理、首席經濟學家沈明高，以及
摩根大通高級經濟學家廖薇等商
界領袖與傑出代表、及知名經濟
學家發表主題演講。
下午的頒獎禮時段，香港大公
文匯傳媒集團副董事長兼總編輯
李大宏，香港大公文匯傳媒集團
董事姜亞兵，香港中華總商會副
會長、招商局集團顧問袁武等主
禮嘉賓出席，並為獲獎公司及領
袖頒獎，眾多上市企業掌舵人出
席了頒獎禮。
本屆中國證券金紫荊獎共頒出
10個獎項，包括改革開放四十周年
傑出貢獻企業家獎、改革開放四十
周年傑出貢獻上市公司獎、最佳上
市 公 司 CEO 獎 、 最 佳 上 市 公 司
CFO獎、最佳上市公司董事會秘書
獎、最佳上市公司獎、最具品牌價
值上市公司獎、最具投資價值上市
公司獎、最佳投資者關係管理上市
公司獎、及「一帶一路」最佳實
踐上市公司獎。

■2018「金紫荊香港國際金融周 ── 第八屆香港國際金融論壇暨中國證券金紫荊獎頒獎典禮」昨日舉行。

香港文匯報記者潘達文 攝

■今年的金紫荊論壇的主題是「中國力量─改革開放再出發」，昨日逾800位來自香港和內地政商界嘉賓出席了論壇。

香港文匯報記者潘達文 攝

林鄭：港為內企「走出去」理想平台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殷考玲）林鄭月娥
在出席活動致辭時表示，作為國家雙向開放
的橋樑，香港一直協助內地企業「走出去」
和為國家把資金「引進來」。其中在證券市
場方面，自 1993 年首間內地企業來港上市至
今，香港一直是內地企業「走出去」的理想
平台。目前超過 2,200 間在香港上市的企業
中，有接近一半來自內地。連同本地及海外
國際企業在香港的集資活動，這大大推動了
香港作為全球首屈一指的集資平台。

余興喜：港金融市場發展機會更大

助人民幣逐步國際化

■余興喜形容香港在國家金融改革開放
中佔據重要地位。
香港文匯報記者潘達文 攝

■譚國榮表示，持國際認可專業資格的
特許秘書需求愈來愈大。
香港文匯報記者潘達文 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周曉菁、黎梓
田，實習記者 程晚村）北京上市公司協
會秘書長余興喜昨出席論壇時表示，香
港在國家金融改革開放中佔據重要地
位，近年推出「滬港通」、「深港
通」、「債券通」，都是內地資本開放
的重要舉措。隨着粵港澳大灣區和「一
帶一路」倡議的積極推進，隨着內地資
本市場的加速開放和金融經濟的崛起，香
港金融市場一定會有更大的發展機會。
余興喜說，人民幣國際化也是從香港
開始的，受惠於國家改革開放，香港資本
市場規模不斷壯大，深度持續擴大，輻射
力和吸引力大幅度提高。八屆香港國際金
融論壇亦見證了上市公司的進步和飛越，
見證了內地與香港資本市場的互連互通，
見證了中國資本市場的蓬勃發展。
在未來的日子裡，北京上市公司協會
將進一步加強和兩地金融機構的相關團
體合作，為未來公司的持續穩定發展提
供更好的服務，進一步推動中國上市公
司在改革開放再出發的新時代中培育新
優勢，發揮新作用，實現新發展，作出新

貢獻。

譚國榮：特許秘書公會受認可
香港特許秘書公會前會長譚國榮表
示，上世紀 90 年代初，香港特許秘書公
會就開始為內地公司提供境外上市、專業
培訓等服務，並獲得廣泛認可。自 2004
年起，開始在內地實施相關成員計劃，吸
引許多上市企業董事會秘書參加。
他說，隨着內地資本市場及證券市場
的發展，建立良好的公司治理結構已成
為內地監管機構、投資者和上市公司等
共同關注的重點，而公司治理水平亦逐
漸成為國際化與全球化進程的關鍵因素。
在證券市場、資本市場、金融行業和
商業企業中，高素質的治理專才十分重
要，故持有國際認可專業資格的特許秘書
需求愈來愈大。
香港特許秘書公會作為以公司治理為
核心的重要機構，將積極探索公司治理專
業的改革與創新，以專業的責任感與使命
感，為特許秘書的專業化進程以及特許秘
書資格的專業水準的提升繼續努力。

■林鄭月娥致辭時指，香港會繼續提升
作為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
香港文匯報記者潘達文 攝

而作為先行先試的試點，林鄭月娥認為香
港發揮「防火牆」和「試驗田」的作用，助
力內地在風險可控的環境下，讓金融市場有
序的開放和讓人民幣逐步的國際化。她又
指 ， 香 港 在 2014 年 起 先 後 開 通 了 「 滬 港
通」、「深港通」、「債券通」以及基金互
認安排，為兩地資本市場的發展帶來新的機
遇，推動內地資本市場趨向更國際化的發

展。香港也因此早着先機，鞏固了國際金融
中心的地位，也成為全球最大的人民幣離岸
業務中心，擁有全球最大的離岸人民幣資金
池，全球大概 70%的人民幣支付交易也在香
港進行。
林鄭月娥提及，世界經濟情況正在不斷變
化，一方面全球經濟融合進一步加強，另一
方面近月保護主義抬頭，有國家實施單邊貿
易保護措施，讓全球經濟增長增添不明朗因
素。
她認為，在現今的環境下，作為世界第二
大經濟體，內地堅持繼續擴大對外開放，以
及與其他經濟體合作共同發展，香港都感到
十分鼓舞，也希望在過程中繼續以香港所
長，服務國家所需。
林鄭月娥指出，香港會繼續提升作為國際
金融中心的地位。她舉例，因應近年新興及
創新產業的發展趨勢，香港致力發展成為更
深更廣的融資平台，迎合這些新經濟產業的
集資需要。

李大宏：港更積極助國家全面開放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殷考玲）香港大公
文匯傳媒集團副董事長兼總編輯李大宏昨天
在論壇致辭時表示，為鞏固香港國際金融中
心的地位，特區政府積極有為。其中，隨着
今年年初落實的新上市制度，目前已有 6 家
「同股不同權」的創新企業、或沒有收入及
盈利記錄的生物科技公司在港交所主板上
市。
另外，為幫助「走出去」的內地企業更好
地管理境外業務風險和資金，特區政府已修
訂法例，為在港成立專屬自保保險公司、以
及經營集團內部融資業務的企業提供利得稅
寬減或扣免安排。
李大宏說，作為過去 40 年裡國家改革開放
的參與者和貢獻者，香港必將在國家新一輪
改革開放中有更大作為。
■李大宏表示，香港必將在國家新一輪
改革開放中有更大作為。
香港文匯報記者潘達文 攝

參與「帶路」灣區建設
他續稱，新一屆特區政府在行政長官林鄭
月娥領導下，更加積極主動融入國家發展大

局，更加積極主動助力國家全面開放，更加
積極主動參與「一帶一路」和粵港澳大灣區
建設，在服務內地企業走出去、推進人民幣
國際化、積極參與國家科技創新和大灣區城
市群建設等方面，發掘新機遇，實現新發
展。
國家主席習近平上個月在北京會見林鄭月
娥特首率領的香港慶祝改革開放四十周年訪
問團時表示，10 月底在廣東考察期間，他
向世界宣示中國改革開放永不停步，下一個
四十年的中國，定當有讓世界刮目相看的新
成就，目的就是釋放新時代改革開放再出發
的強烈信號。習主席的講話為中國經濟再創
輝煌開啟新征程，為香港增創優勢再次騰飛
提供新機遇。
李大宏指出，作為市場經濟中最活躍的中
堅力量，企業家是推動經濟發展、創造社會
財富的強大驅動力。站在改革開放再出發的
起點上，應不忘初心，敢於創新，為中國經
濟轉型升級和持續穩定增長作出更大貢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