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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作為多重國際經濟中心的地位，其
他沿線國家和地區難以替代。香港可

發揮資金融資優勢，支持港企或內地企業
走向國際，或選擇為整個「一帶一路」建
設提供融資服務。有關專家認為，雖然
「一帶一路」在資金方面已有絲路基金和
亞投行的支持，但因沿線國家眾多，融資
平台還需做大做強，香港仍可以在此構想
中發揮金融中心的優勢，利用香港國際合
作經驗，聯動內地，抓緊時間扮演好「一
帶一路」金融合作及融資平台的角色。
與此同時，中國現代國際關係研究院世
界經濟研究所所長陳鳳英對香港文匯報記
者表示，香港不應只盯金融，雖然製造業
在香港不是最主要的，但依然可以選擇投
資內地製造業或沿線國家製造業，因為從
實體經濟和虛擬經濟結合的角度來看，
「製造業是很必需的」。隨着「一帶一
路」的推進，製造業將會有更好的發展。
她建議，香港可作為第三方進行投資、參
股，利用製造業的發展對香港現有經濟充
當「補充」和「靠山」。

吸引沿線企業 助港經濟轉型
此外，中國商務部國際貿易經濟合作研
究院研究員劉雪琴表示，香港靠近經濟發
達的珠三角，區位優勢為其助力不少，而
已經基本實現貿易自由化的廣東自貿區則
能夠為港承攬內地貨物運輸到「一帶一
路」沿線國家，提供更多便利。她續指，
若「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海關大通關建
設得以完成，將會極大地刺激進出口貿
易，而香港作為貿易中心、航運中心、信
息交流中心，則可在沿線的貿易自由化國
家中主動承攬貨物運輸、物流等功能，
「香港應提前佈局，利用『一帶一路』回
歸物流業龍頭老大的地位，同時運用好資
金優勢，承攬沿線項目，吸引更多沿線企
業來港註冊，從而惠及香港經濟轉型發
展。」

市場挑戰巨大 眼光要放長遠
陳鳳英提醒港人應調整心態，「期望值
不要過高，切勿急功近利。」同時，她指
出，沿線國家風俗習慣、宗教信仰、政府

形態等諸多方面都與中國有極大區別，較
之在內地的投資，與沿線國家的合作將面
臨諸多不確定性。她提醒，一帶一路的市
場競爭挑戰巨大，香港要做好長線作戰的
準備，「投資將是長期的，眼光要放得長
遠。」
自「一帶一路」構想提出、尤其是三部

委聯合發文後，中國內地，不僅僅是沿線
18個省份，其它省份也開始結合自身發展
優勢或短板提前作出規劃，以期能在「一
帶一路」大潮中找到新的經濟增長點、完

成結構轉型升級。對此，劉雪琴建議港府
應盡快行動，提前佈局，發揮香港在「一
帶一路」中的比較優勢，有針對性地作出
具體規劃、部署。
此外，她亦提醒，雖然香港與

東南亞一直都是緊密的貿易夥
伴，但「一帶一路」明顯涉及到
更多更遠的地區，事先要做的風
險防範和項目調查依然不能懈
怠，尤其是在尚不熟悉的中亞地
區。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朱燁北京報道）
「一帶一路」作為牽涉面有史以來最廣泛
的戰略構想，其所帶來的經濟利益和國際
影響將不可估量。面對巨大的經濟紅利，
香港各界人士已躍躍欲試，準備搭上「一
帶一路」快車，力爭在未來的「黃金十
年」分一杯羹。

倡訪沿線國拓商機
借助「一帶一路」構想，香港的發展空

間將比現在更加廣闊，其國際金融中心和
人民幣離岸中心的地位也將進一步強化。
全國政協香港委員、行政會議成員林健鋒
建議，香港可借此機會，與沿線國家進行
互訪、商談自貿協定、促進和保護投資協
定等，開拓新的商機。全國政協常委胡定
旭認為，「一帶一路」沿線國家資金和基
建需求殷切，該戰略及亞投行業務將涉及

金融、法律、信息等香港擅長的領域。
中銀香港發展規劃部分析員巴晴日前
透過媒體表示，從亞投行資本規模10%
計算，「一帶一路」輻射帶內，每年至
少或產生1千億元人民幣以上的對外投
資規模，她相信香港離岸人民幣中心地
位可受惠而增強。
全國政協教科文衛體委員會副主任、
香港新華集團主席蔡冠深建議應發揮香
港的漁業資源，設立南沙海洋產業合作
區，為「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提供產
業抓手。
星光集團有限公司創辦人林光如則認
為，「一帶一路」打通了中亞物流樞
紐，港商可通過貫通中國和中亞的鐵路
把貨物直接送到中亞市場，與海運相
比，鐵路可節省至少一月時間並降低兩
三成運費。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朱燁北京報
道）曾參與亞投行前期項目研究的
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專家李鋒對
香港文匯報表示，香港作為「一帶
一路」的重要節點，無疑將成為推
動「一帶一路」發展的加速器，若
能充分發揮此作用，則將有利於推動
香港由國際金融中心升級為世界金融
中心，由亞洲貿易中心升級為世界貿
易中心，由東亞文化中心升級為世界
文化中心。他認為，香港是「一帶一
路」沿線國家和地區進入對方市場的
重要紐帶，而其在航空運輸、海上運

輸、海上保險和服務等方面具有的明顯優勢，則能夠滿足
「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和地區之間的貿易往來，投資結
算、商品流通等各類需求。他續指，香港作為「一帶一
路」的重要節點，無疑將成為推動「一帶一路」發展的
「三個」加速器。
首先，香港將成為「一帶一路」資金融通的加速器。從

公開的新聞資料統計看，內地各省市2015年「兩會」政
府工作報告上關於「一帶一路」基建投資項目總規模已達
1萬億人民幣。據亞行報告，到2020年亞太地區的道路、
電力等基礎設施市場的投資規模將高達8萬億美元。以上
數據顯示，「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將需要建設大量的基礎

設施。他認為，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有能力為「一帶
一路」基礎設施建設項目提供投融資支持，也能夠為亞投
行在香港發行人民幣債券提供專業化的金融服務。而隨着
「一帶一路」沿線國家貿易和投資的增加，對人民幣的需
求會越來越大，香港所擁有的高效金融結算系統，將能夠
快捷地滿足各方資金融通的需求。
其次，香港將成為「一帶一路」開放合作的加速器。香

港作為亞洲現代服務業的樞紐，憑借其先進完整的服務產
業鏈、廣闊通暢的國際營銷網絡、充裕的本土及國際人
才，能夠推動各方開展廣泛持久的交流與合作，建設利益
共享的全球價值鏈。他續指，香港作為國際自由貿易港，
能夠實施比上海自貿區更為開放的政策，成為沿線國家建
設「一帶一路」自由貿易區的試驗田。

發揮聯結華僑紐帶作用
第三，香港還將成為「一帶一路」文明互鑒的加速器。

香港作為東西文化的交匯地，擁有兼收並蓄的文化優勢，
而「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華人華僑高達4千多萬。此
外，還有數量可觀的華文媒體、中文學校，香港作為華僑
華人的聚集地，能夠發揮聯結「一帶一路」各國華僑華人
的紐帶作用。
他建議，應將香港打造成「一帶一路」各國文化傳播的

基地，促進不同文明交流互鑒，讓文明互鑒成為增進沿線
各國人民友誼的橋樑和紐帶。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古
寧 廣州報道）中山大學港
澳珠研究中心教授毛艷華表
示，內地推出「一帶一路」
戰略，這對於香港來說，甚
至可以說是不亞於30年前
改革開放力度，這等於是將
內地對於香港的開放擴大到
了「一帶一路」沿線的市
場，擴大了香港市場空間，
增加了更多的拓展機會，可
以說是商機無限。

物流業配套完善
他認為，在這個過程中，香港有幾大優勢可發
揮。按目前的內地的發展路徑，人民幣國際化也
是大勢所趨，而香港已是人民幣的離岸金融中
心。同時，香港金融業在金融創新功能也很強，
在「一帶一路」的背景下，香港金融業有相當多
的方面可以參與，比如內地資本的走出去、內地
產能走出去，都需要金融業的支持，這也正是香
港金融業拓寬的大好機會。
毛艷華又指，香港是國際貿易中心，也是亞太

國際航運中心。航運可經太平洋和印度洋通往世
界各地，空港也可以直飛到全球100多個城市。
最重要的是香港物流業有完善的配套體系，又有
專業的會計、法律等專業服務。在「一帶一路」
實施過程中，香港完全可以發揮貨運中介的作
用，跟內地分工合作。當下，內地物流業發展也
很快，甚至跟香港有所競爭。「內地不少地區已
有很好的基礎設施，可以說也具備了發展條件，
但缺點是配套不完善，相對來說香港的專業服務
更得到國際認可」。

「從國際化的角度來說，香港相較內地，有
更高素質的人才。」毛艷華如是表示。他續
稱，香港因為歷史發展關係，擁有更為國際化
的視野，這就是香港的軟實力。「這一點非常
重要，因為『一帶一路』的合作，更多的是國
際化合作。」
他認為，從這個角度來說，香港可以發揮相當
作用。現在內地企業要走出去，需要適應國際化
的操作規劃和規範，而這正是香港的優勢，有很
多可以發揮的空間。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朱燁 北京報道） 香港作為國際金融、貿易、旅遊、運輸等多重中心，在「一帶一路」中的商機

不言而喻。此間專家指出，香港不僅可借沿線國家做大融資平台的機遇發揮其金融優勢，更可參股投資製造業等實體

經濟，為其現有經濟提供「補充」和「靠山」。同時，「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海關大通關建設一旦實現，香港貿易

自由化的優勢將自然顯現，並有望通過在沿線國家主動承攬物流、運輸等項目而提升物流業重返龍頭位置。香港應盡

快行動，提前佈局，有針對性地作出具體規劃和部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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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 港 文 匯 報 訊
（記者 李望賢 深
圳報道）中國國家
發展改革委、外交
部、商務部此前聯
合發佈的《推動共
建絲綢之路經濟帶
和21世紀海上絲綢
之路的願景與行
動》中提出「充分
發揮深圳前海、廣
州南沙、珠海橫
琴、福建平潭等開
放合作區作用，深

化與港澳台合作，打造粵港澳大灣
區。」全國港澳研究會副會長、綜合開
發研究院（中國．深圳）常務副院長郭
萬達認為，粵港澳大灣區在珠三角乃至
「一帶一路」上都是一個很重要的節
點，融匯了國際創新中心、創新資源，
他建議，應該由有關部門牽頭推進粵港
澳大灣區的規劃以及區域之間的協調，
更好地配合國家「一帶一路」戰略。
郭萬達指出，當前京津冀一體化以及長
三角經濟帶的發展均是國家層面在推動，

力度很大，推進腳步也很快。粵港澳大灣
區涉及跨區跨境，更應該由中央統籌協
調，才能有實質性的進展。
中國實施「一帶一路」戰略，涉及不少

重大基礎設施建設，郭萬達指出，粵港澳
本身也應該加快互聯互通，首先就是鐵路
公路方面，涉及港珠澳大橋、港深機場連
接線等，應該加速推進。此外，在電網、
甚至通信互聯網方面，也要嘗試更加便捷
地連通。

構建世界級城市群
而縱觀國際上已經發展起來的灣
區，比如舊金山灣區，最主要的元素
就是高科技加金融。郭萬達指出，在
粵港大灣區，已經有香港的金融以及
深圳高科技元素，加上廣東其他地區
的資源，可以形成國際創新中心，再
利用香港把全球資源在這裡配置，相
信粵港澳大灣區能真正推動珠三角轉
型升級，也能促進港澳產業優化調
整。郭萬達又指，當前廣東自貿區已
經獲批，未來應把自貿區的先進經驗
率先擴大覆蓋到整個粵港澳大灣區，
構建一個世界級的城市群。

■中國商務部國際貿易經濟
合作研究院研究員劉雪琴。

網上圖片

■專家指出，香港可借「一帶一路」做大
融資平台的機遇發揮其金融優勢。圖為香
港金融中心區中環。 資料圖片

■■「「一帶一路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海關大通關建設一旦實現沿線國家的海關大通關建設一旦實現，，香港貿易自由化的香港貿易自由化的
優勢有望提升物流業重返龍頭位置優勢有望提升物流業重返龍頭位置。。圖為香港貨櫃碼頭圖為香港貨櫃碼頭。。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中國現代國際關係研究院世
界經濟研究所所長陳鳳英。

網上圖片

■全國港澳研究會
副會長、綜合開發
研究院(中國．深圳)
常 務 副 院 長 郭 萬
達。 資料圖片

■中國國際經濟交
流中心專家李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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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將成「一帶一路」三大加速器

港具國際視野 可當合作橋樑

■中山大學教授毛艷
華。 資料圖片

港商界乘搭快車 欲分一杯羹

粵港澳宜攜手打造大灣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