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東西文化交流 港有發揮空間

林建岳：做大香港「帶路」服務大平台

項目風險管控 港是首選一站式目的地
林鄭出席「帶路」分論壇 推介香港金融服務優勢

首設企業家大會
外企趕尾班報名

「本屆論壇首次舉辦企業家大
會就備受關注，各方參會熱情極
高，報名人數遠超預期，大會舉
辦前一晚仍有國外企業要求參

會。『管中窺豹，可見一斑』，這充分彰顯了
『一帶一路』的國際影響力、道義感召力、合
作吸引力。」在昨日舉行的第二屆「一帶一
路」國際合作高峰論壇企業家大會中，中國貿
促會會長高燕如是感慨。
在她看來，在逆全球化思潮發酵，保護主

義、單邊主義加劇的背景下，共建「一帶一
路」倡議為全球治理體系變革提供了中國方
案。各國工商界應發揮企業家精神，推動國際
貿易、投資和金融等方面的規則完善、標準對
接和慣例實施，勇做經濟全球化的弄潮兒。
已經是第二次前來參加「一帶一路」國際合

作高峰論壇的國際貿易中心執行主任岡薩雷斯
則表示，希望還能有幸參加第三屆，到時候她
可能會用中文發表演講。
岡薩雷斯稱，國際貿易中心作為聯合國和世

貿組織屬下的一個機構，會繼續作為「一帶一
路」強有力的合作夥伴。一方面幫助「一帶一
路」沿線國家的中小企業拓展對華出口，另一
方面，也幫助中國投資者與外國商機緊密連接
起來。 ■香港文匯報

記者 馬琳、周琳、張帥 北京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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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張帥、
馬靜、周琳、馬琳 北京報道）
第二屆「一帶一路」國際合作
高峰論壇企業家大會昨日在國
家會議中心舉行。全國政協常
委、粵港澳大灣區企業家聯盟
創會主席、香港中華總商會會
長蔡冠深在開幕式發言中指
出，借助粵港澳大灣區建設和
「一帶一路」倡議，香港早已
不僅僅擔當「超級聯繫人」的
角色，同時還是積極進取的
「參與者和建設者」。

按國家所需發揮香港所長
蔡冠深表示，當前，環球經
濟充滿不確定性，為世界帶來
新挑戰。中國維護多邊主義和
自由貿易體制，並積極推動
「一帶一路」建設，有助工商
界在這動盪的形勢中，更好地
把握和拓展海內外市場，降低
單一市場不明朗因素帶來的衝
擊。
蔡冠深指，在「一國兩制」
下，香港日益融入國家發展大
局，按照國家所需，發揮香港
所長，作為中國和國際聯繫的
橋樑作用正在不斷增強。借助
粵港澳大灣區建設和「一帶一
路」倡議，香港早已不僅僅擔
當「超級聯繫人」的角色，同
時還是積極進取的「參與者和
建設者」。

為國家為個人拓全新機遇
蔡冠深表示，他倡議並協助
粵港澳三地，四月九日在東京
舉辦了有一千二百名中日政商

界高層參加的粵港澳大灣區推介會，取得了
很好的成果。此外，先後在埃及、法國、印
尼、越南等地舉辦「一帶一路」和粵港澳大
灣區工商論壇，也在香港成功舉辦了「中總
世界華商高峰論壇」，邀請內地和香港政府
官員、世界各地華商和專業菁英，共同探索
「一帶一路」和粵港澳大灣區的發展機遇。
蔡冠深稱，可以看到，隨着中國與世界經

貿合作的不斷深化，香港企業家以及工商團
體所能發揮的功能正在迅速增強，為國家以
及區域內的合作，也為企業和個人的發展，
開拓出全新的機遇。

■「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峰論壇首次舉辦企
業家大會，報名參會人數遠超預期。

香港文匯報記者馬琳 攝

帶帶路路峰會峰會聚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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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全國政協常委、香港
「一帶一路」總商會理事會主席林建岳
表示，第二屆「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
峰論壇，開啟了共建「一帶一路」走深
走實、行穩致遠的新階段。此次高峰論
壇中的每一個論壇，都有安排香港代表
團的成員參與，體現了國家對香港的支
持和重視。

「我非常認同林鄭特首在『地方合
作』分論壇致辭時提到，香港在推動
『一帶一路』地方合作上具有多重優
勢。」林建岳說。
林建岳認為，香港可以在以下兩方面

發揮更大的作用：第一，發揮「一國兩
制」與國際金融、貿易及物流中心的獨
特優勢，重點做好三個大平台：一是加

強與國企和內地省市合作，做大香港的
「一帶一路」大商貿平台；二是在投融
資、保險、法律、會計、工程顧問、管
理諮詢等方面，發揮香港與國際接軌的
優勢，做大香港的「一帶一路」專業服
務大平台。三是整合粵港澳三地金融力
量，打造「粵港澳大灣區金融創新
區」，為共建「一帶一路」提供融資大

平台。
第二，進一步發揮香港在文化交流、

民心相通上的作用，舉辦各種文化交流
活動、論壇，吸引更多「一帶一路」沿
線各國的優秀學生來港進修，將更多香
港的管理經驗與其他國家共享交流，多
搭平台，廣交朋友，廣結善緣，助力
「一帶一路」的民心相通工作。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馬靜 北

京報道）香港特

區行政長官林鄭

月娥昨日在北京

出席第二屆「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

峰論壇資金融通分論壇致辭時表示，

香港最能服務國家所需的最大所長正

是金融服務，她在列舉香港數項優勢

後指出，香港是為「一帶一路」巨額

項目作其主要金融和風險管理中心的

首選一站式目的地。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馬靜 北京報道）林鄭月娥昨
日在北京出席第二屆「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峰論壇地方
合作分論壇時指出，香港可以在「一帶一路」地方合作中
擔當國際門戶的角色。她說，在「一國兩制」的獨有優勢
下，香港除了經濟領域外，還可在東西文化交流、民心相
通、反貪培訓、鐵路服務等多個方面扮演重要角色。她特
別提到，正在進行的粵港澳大灣區建設亦將為「一帶一
路」建設提供有力支撐。

贊助藝術表演青年交流
林鄭月娥在該分論壇致辭中表示，香港是亞洲國際

都會，是全球最具競爭力的城市之一，一直奉行自由
開放的經濟政策。在經貿合作方面，香港正積極加強
與「一帶一路」夥伴的聯繫，與「一帶一路」國家簽
署自由貿易協議及促進和保護投資協議等，今年稍後
生效的香港與東盟自由貿易協議，以及香港在新加
坡、雅加達及曼谷設立的三個經濟貿易辦事處，定能
深化與東南亞地區的合作。
「香港不只是商業城市，也是東西文化交流的平

台，在促進民心相通方面擔當重要的角色。」林鄭月
娥說，香港在藝術發展、建築、傳統、歷史文化、美食
和宗教，均展現出不同文化的和諧融合，可以透過各項
資助計劃，贊助藝術表演和青年交流，亦提供獎學金，
鼓勵「一帶一路」國家的傑出學生來港就讀大學。

分享城市管理豐富經驗
此外，香港發展完善，在城市管理方面擁有豐富經
驗。「我們已準備好與『一帶一路』夥伴分享香港在
機場管理、鐵路運作、緊急服務、綠色及可持續發展
等多個範疇的知識和專長，提升能力也是香港在促進
『一帶一路』民心相通方面的貢獻之一。」
林鄭月娥在致辭中介紹了正在進行中的粵港澳大灣

區建設，她說這一點不得不提，粵港澳大灣區是中國
發展最蓬勃的區域，是國家發展戰略，必然成為推動
地方合作和共同發展的主要動力，粵港澳大灣區將為
「一帶一路」建設提供有力支撐。她說，香港已經做
好準備，積極參與「一帶一路」建設，期待共同合
作，一起向包容、可持續發展的目標邁進。

特設「由香港進」環節 港代表感鼓舞
林鄭月娥是次率香港團出席「一帶一

路」國際合作高峰論壇，規模與參與度皆
高於上屆，68人代表團涵蓋香港商界、專
業界、學校、青年組織等各方面。林鄭月
娥對媒體表示，今次率龐大的香港代表團

赴京參會可以深切感受到中央非常支持香港積極參與
「一帶一路」，深受鼓舞，也對日後推動香港各界參
與「一帶一路」發展非常有信心。她並指出，是次參
會簽約並不是主要目的，主要是要建立平台，推廣香
港的國際品牌。

分論壇都有港代表
林鄭月娥表示，香港代表團參加國家舉辦的「一帶

一路」論壇，中央各部委給予大力支持，一共12個
主題分論壇，除自己在其中兩個分論壇作開場發言
外，有10多位團員在其他分論壇獲得發言機會，幾
乎每個主題分論壇都有香港代表發言。特別是在地
方合作分論壇上，大會專設40分鐘的「由香港進」
的特設環節，讓參會人士充分了解香港在哪些方面
可以助力「一帶一路」，「充分顯示國家非常支持
香港積極參與『一帶一路』的發展，我們深感鼓

舞，也對日後香港各界參與『一帶一路』的發展非
常有信心。」

在昨日舉行的特設環節上，金管局總裁陳德霖、資
深大律師袁國強、香港中華總商會會長蔡冠深、保險
業監管局主席鄭慕智、香港機場管理局行政總裁林天
福、西九管理局董事局主席唐英年分別分享了香港如
何助力和參與「一帶一路」。

建立平台推廣品牌
是次「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峰論壇香港代表團將

會有哪些簽約項目？林鄭月娥表示，特區政府的角色
是促進者和推廣者，簽約並不是香港代表團參會的主
要目的，目標還是要通過建立平台推廣香港國際品
牌，讓商界和專業人士尋找到機遇。她並透露，香港
代表團有部分團員在這幾天會參加到一些簽約，主要
是綠色金融方面。

林鄭月娥說，人民銀行行長易綱提到「能力建設」
的概念，提出要重視法治化、市場化、高透明度，她
深感這些方面都是香港的優勢，香港在過去一直都將
「能力建設」放在重要位置。

■香港文匯報記者 馬靜 北京報道

 &

■行政長官林鄭月娥昨日在北京出席第二屆「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峰論壇資金融通分論壇致辭時表示，香港最
能服務國家所需的最大所長正是金融服務。 政府新聞處供圖

■分論壇設有「一帶一路：由香港進」環
節。圖為港團代表發言。 政府新聞處供圖

林鄭月娥表示，「一帶一路」是一個推動
全球變革發展的願景。作為擁有「一國

兩制」優勢和完善國際聯繫的中華人民共和國
特別行政區，香港致力在此倡議中發揮積極作
用。觀乎香港全球金融中心地位，她認為，香
港最能服務國家所需的最大所長正是金融服
務。根據全球金融中心指數，香港在全球排名
第三，僅次於美國紐約和英國倫敦。

沿線經濟體盼引資興基建
林鄭月娥特別提到，許多「一帶一路」經濟

體均渴望吸引外資發展基建，以支持核心經濟
活動和改善民生。據亞洲開發銀行估計，單亞
洲發展中國家由2016年至2030年發展基建的
資金需求，每年平均高達1.7萬億美元。「基
建投資屬最複雜的資產類別之一，而跨境或區
域項目融資更具挑戰性。雖然現存多種公共融
資機制，但長遠而言仍需私營參與以滿足巨額
資金需求。」
林鄭月娥指出，吸引更多私人資本投放項
目，需要豐富的經驗和專業知識以評估和管理
風險。在此方面，香港金融管理局於2016年
成立了基建融資促進辦公室，旨在匯聚志同道
合並具相關專業知識的合作夥伴，以提升營運
效率和降低項目風險，相信該辦公室可為市場
發揮示範作用，吸引更多私人資本參與。同
樣，香港保險業監管局於去年十二月推出「一
帶一路保險交流促進平台」，彙集主要持份
者，共同促進風險管理和保險信息交流、締結
聯盟和建立人脈網絡。
林鄭月娥續說，作為全球金融中心，香港也

可以通過許多其他方式提供協助。按照「一國
兩制」原則，香港維持以市場為本的金融體
系，並以法治和與國際接軌的監管制度為基
礎。她舉例說，香港擁有深厚的資本市場及全
球第六大股票市場，其達4.2萬億美元的市值
是本地生產總值的11倍多。去年，首次上市
集資總額約為370億美元，在過去十年第六度
成為全球第一。

財富管理業務多來自境外
香港擁有區內最大的債券市場之一，並正致

力發展成為區內的綠色金融樞紐。此外，香港
是亞洲僅次於日本的第二大國際銀行中心，香
港資產及財富管理業務的資產總值約為3.1萬
億美元，其中三分之二來自非香港投資者。作
為世界最大的離岸人民幣中心，處理全球超過
75%的人民幣支付交易，香港在推動內地與國
際資本市場接軌方面有豐富的經驗，並持續推
進各項互聯互通計劃及基金互認安排，以促進
跨境資金的雙向流通，從而加強融通。
林鄭月娥最後總結，香港是為「一帶一路」
巨額項目作其主要金融和風險管理中心的首選
一站式目的地。香港會與其他區內經濟體合
作，一同追求共贏的經濟發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