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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商報訊】記
者林駿強報道：昨日
「工商界增強香港發

展動能 參與共建 『一帶一路』座談會」圓滿舉行
後，多名與會人士紛紛給予好評。

對香港未來有信心
香港中華總商會會長袁武表示， 「一國兩制」符合

香港和國家的利益，具有極大的優越性。作為國際大
都市，香港對外溝通聯通方面有天然基礎優勢，金
融、貿易、工商等各界都對香港未來有信心，將積極
參與粵港澳大灣區及 「一帶一路」建設。他說，香港
中華總商會作為上世紀改革開放第一批走向內地的投
資人，如今融入粵港澳大灣區、發力 「一帶一路」正
當其時。

香港中華廠商聯合會會長史立德說， 「一帶一路」
建設將為香港製造業帶來全新商機。他說，香港工業
界已就如何抓住國家發展機遇、深度融入國家發展大
局做好部署，未來幾年廠商會將致力於促進業界對接
戰略方向，以響應習近平主席重要講話精神。他續
指，香港應盡快加入《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協定》
（RCEP），這樣香港就能夠在深度參與 「一帶一
路」建設、加快區域經濟一體化進程中發揮更大作

用。
香港中華出入口商會會長林龍安稱，香港商界對於

「一帶一路」建設充滿信心和情懷。在後疫情時代，
香港致力開創新篇，而對於如何務實地走入 「一帶一
路」，他認為香港在出口貿易中佔很大比重，應深耕
「跨境電商」等領域。

帶領港企走出去講好香港故事
香港總商會常務副主席陳瑞娟說，工商界是 「一帶

一路」建設的推動力，應主動帶領香港企業 「走出
去」，講好香港故事。對於國務院副總理韓正早前在
「一帶一路」高峰論壇上的講話和希望，她說理當積

極響應，做好本港服務功能。
立法會紡織及製衣界議員陳祖恒表示，相信工商界

在 「一帶一路」高質量建設下，將迎來更大的機遇和
更多的商機。在工業發展領域，應注重創科創新，提
升產能和效率。他稱業界過去一直積極開拓東盟市
場，包括於東盟國家設廠，並指 「Made by Hong
Kong」於 「一帶一路」沿線已具一定影響力，加上港
企在當地創造了大量就業機會，積極從事社會公益事
務，與當地互惠互贏，深受當地人民歡迎。他認為香
港品牌、產品、技術、科技 「走出去」恰逢其時，在
工業設計層面加入中國文化元素也正是時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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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政府指定刊登法律廣告有效刊物
港澳台及海外每份零售9元港幣
廣東省外每份零售5元人民幣
廣東省每份零售4元人民幣

增強香港發展動能
參與共建一帶一路

李家超：港擁共建「一帶一路」豐厚條件
李家超在致辭中表示，習近平主席7月1日視察香

港的重要講話為香港指路引航，提供了清晰的發展藍
圖，無疑給香港的經濟發展和工商界的發展打了一支
強心針，更精準描畫了香港構建更理想營商環境的實
現路徑。韓正副總理在 「一帶一路」高峰論壇發表演
講，充分支持和鼓勵香港在參與和助力 「一帶一路」
建設中發揮重要作用。

李家超指出，香港擁有 「一國兩制」的獨特優勢，
既是國家與世界各地營商的橋樑，也是聯繫各方的
關鍵門戶，可以發揮連通海外的通道作用。擁有深
化 「一帶一路」建設的豐厚條件，營商環境自由，
是國家境內唯一實行普通法的司法管轄區。對於
「一帶一路」的企業和經濟體，香港具備一切所需

的配套，包括必要的項目融資和專業服務支持、創
新科技，以及國際法律及解決爭議服務等。李家超
表示，香港是共建 「一帶一路」的積極參與者、貢

獻者，也是受益者。
特區政府會繼續主動推進相關工作，積極構建企業

和專業服務交流平台，舉辦企業交流會、項目對接
會、營商研討會，組織經貿及專業海外考察團等，促
進香港企業和專業服務界積極參與粵港澳大灣區及
「一帶一路」建設，提升國際競爭力和影響力，為服

務國家和發展香港作出新貢獻。相信大家能夠把握機
遇，共商合作、共謀發展，不斷拓展國際合作的深度
和廣度，持續提升香港的發展動能，促進香港經濟社
會繁榮發展。

駱惠寧：中央一直高度重視香港發展
駱惠寧在致辭中指出，習近平主席今年7月1日在

港重要講話為香港未來發展指明了方向。這段時間以
來，香港社會各界包括工商專業界都在認真領悟和響
應習近平主席重要講話精神、韓正副總理對香港助力
「一帶一路」建設提出的希望，工商企業已在謀劃和

布局新的發展。他認為，此次座談會將起到相互啟

發、共促發展的積極作用。未來5年是香港開創新局
面、實現新飛躍的關鍵期。

駱惠寧在全面分析當前香港面臨的重大歷史機遇和
有利發展條件後指出，香港工商專業界匯聚世界各地
商業英才，素來具有敏銳的市場判斷力和行動力，相
信大家會主動把握香港發展方向，不斷增強香港經濟
的競爭力；會主動融入國家發展大局，在融合發展中
培育新的增長動力；會主動順應世界經濟發展潮流，
深度參與 「一帶一路」建設。

駱惠寧指出，中央一直高度重視香港發展。今年7月
1日以來，中央有關部門和地方政府新推出了一批支持
香港發展的重要政策，給香港帶來重大利好。中聯辦
全力支持特區政府依法施政，加強與香港各界人士包
括工商專業人士的溝通，積極做好聯絡服務工作。

駱惠寧指出，香港有近140萬家企業，是支撐和促
進香港經濟發展繁榮的主體。相信工商企業和專業人
士只要主動把握歷史新機遇，在合力譜寫香港發展新
華章的進程中，必將大有可為。

工商界聚首暢談機遇共謀發展
【香港商報訊】記者林駿強

報道：由香港貿發局和七大商
會共同主辦的 「工商界增強香
港發展動能 參與共建 『一帶
一路』 座談會」 ，昨日在香港
會議展覽中心舉行，港資、外
資、中資企業和商會組織120
多名負責人參會。這是今年7
月1日習近平主席視察香港並
發表重要講話以來，本港工商
企業舉辦的最大規模的響應交
流活動。與會企業代表暢談機
遇、分享體會，提出了一系列
大力增強香港發展動能、積極
參與國家戰略的務實舉措，展
現了對香港發展前景的堅定信
心。行政長官李家超、香港中
聯辦主任駱惠寧應邀出席並致
辭。

積極投入灣區發力「一帶一路」

工商界將加大「一帶一路」沿線投資建設

◀香港貿發局和七大商會共同主辦的
「工商界增強香港發展動能 參與共建
『一帶一路』 座談會」 ，8日在會展中
心舉行。 記者 馮俊文攝

【香港商報訊】記者林駿強報道：習近平主席今
年7月1日在港重要講話，強調香港要不斷增強發
展動能、主動對接國家戰略，在工商企業引發廣泛
反響和積極響應。在昨日舉行的 「工商界增強香港
發展動能 參與共建 『一帶一路』座談會」上，13
家企業代表圍繞如何增強發展動能、參與共建 「一
帶一路」踴躍發言，氣氛務實而熱烈。

不斷鞏固提升競爭優勢
在鞏固提升競爭優勢方面，貿發局提出，工商界

需明確自己的歷史責任，共同為香港未來發展出謀
獻策，更好地鞏固香港國際樞紐地位。貿發局將在
全球範圍內講好香港故事，提升香港形象。

中銀香港表示，將推動人民幣跨境業務創新，推
進東南亞區域人民幣市場建設，深化RCEP區域金
融合作，推動金融市場互聯互通。

怡和集團表示，將持續在香港擴大業務、增加分
店、加強員工培訓，不斷投資更新設施，提升競爭力。

香港X（HKX）科技創業平台將在升級創科人才
培育模式、多途徑賦能創科人才、加速科研成果轉
化、營造創科生態等方面開展工作，推動香港創科
孵化和創科生態建設。

香港電訊將推展北斗系統本地應用，探討智能城
市及人工智能相關項目，促進香港數字經濟發展。

積極融入國家發展大局
在融入國家發展大局方面，香港上海豐銀行表

示，將利用豐環球網絡，立足香港，將內地與整
個全球商業進行有效連接，助力香港鞏固金融、貿
易、航運中心地位。

太古集團常務董事賀以禮表示，旗下國泰航空公

司的主要戰略目標之一是拓展粵港澳大灣區業務，
將會在香港、粵港澳大灣區繼續投資。

華潤集團將在生命健康、智慧能源、先進半導體
等領域擴大與香港各高校、科研機構合作，探索聯
合創新孵化機制，推動香港與內地研發創新合作、
科技人才流動，實現科研成果跨境轉化落地。

中國生物製藥將積極參與河套深港科技創新合作
區建設，探索在港設立醫藥創新研發中心和臨床醫
學中心。

開展廣泛國際交流合作
在開展廣泛國際交流合作方面，招商局集團表

示，將聯合業界拓展 「一帶一路」建設，持續完善
港口布局，不斷優化物流網絡，深化打造海外精品
園區。

嘉里物流聯網表示，增開了香港至美國包機航
班，將持續建設 「嘉里貨運自控網絡」，通過物流
促進香港與世界更緊密連接，同時持續為中國國際
工程承包商海外項目建設提供配套工程物流服務。

前律政司司長、資深大律師袁國強表示，香港的
律師事務所可為內地和香港客戶提供不同國家和地
區的法律意見和服務，香港國際仲裁中心能夠為
「一帶一路」建設中的爭議提供專業、多元的仲裁

服務。
聯泰集團表示，將把握好中國品牌崛起 「黃金時

代」，與內地品牌 「拼船出海」走向國際。
金城控股將抓住RCEP機遇，開拓新市場，與相

關國家在能源轉型領域開展更多務實合作。
據了解，8月31日至9月1日第七屆 「一帶一路」

高峰論壇期間，本港工商界就280多個投資項目舉
行了800多場洽談，達成廣泛共識。

香港貿發局和七大商會昨共
同主辦 「工商界增強香港發展
動能 參與共建 『一帶一路』

座談會」 ，行政長官李家超、中聯辦主任駱惠寧受
邀出席致辭時均強調，香港要抓住新的重大歷史機
遇，增強發展新動能，主動融入國家發展大局。120
多名企業和商會負責人在座談中討論深入全面，紛
紛表達了積極參與共建 「一帶一路」 的強烈意向和
興趣，亦展現了對香港發展前景的堅定信心。大家
都認同，未來五年是香港開創新局面、實現新飛躍
的關鍵時期，機遇遠多於挑戰，只要工商界和專業
界勇立潮頭、奮發進取，發揮好香港優勢，對接好
國家戰略，香港必定大有可為，前景可期！

香港既是國家與世界各地營商的橋樑，也是連繫

各方的關鍵門戶，其最大優勢莫過於 「一國兩制」
這一獨一無二的制度優勢。就參與和深化 「一帶一
路」 建設而言，誠如李家超所強調，香港擁有 「豐
厚條件」 ，除了是國際金融、航運和貿易中心，更
擁有自由開放和規範的營商環境，也是中國唯一實
行普通法的司法管轄區。習近平主席在 「七一重要
講話」 中就特別指出，香港地位特殊，條件優良，
發展空間十分廣闊，中央全力支持香港抓住國家發
展帶來的歷史機遇，主動對接 「十四五」 規劃、粵
港澳大灣區建設和 「一帶一路」 高質量發展等國家
戰略。可見中央為香港前途的深謀遠慮！

當前，國家正全面推展新發展理念，加快構建新
發展格局，實施更大範圍、更寬領域、更深層次對
外開放，中國經濟進入高品質發展階段，為世界經

濟增長增添了持久動力。在這個大背景下，近水樓
台的香港非常幸運，因為我們可在中華民族偉大復
興的征程中獲得更多寶貴機遇，包括在 「一帶一
路」 建設中發揮更大作用。

香港應該怎麼做？國務院副總理韓正早前在 「一
帶一路」 高峰論壇上提出四點希望，包括一、希望
香港繼續主動作為，推動與共建國家開展更多務實
合作；二、希望香港做強專業服務，打造 「一帶一
路」 綜合服務平台；三、希望香港加強人文交流，
促進 「一帶一路」 沿線民心相通；四、希望香港深
化與內地合作，更加積極主動融入國家發展大局。
這四點希望，實際上為香港下一步更好參與 「一帶
一路」 建設指明了方向，只要我們善用背靠祖國、
聯通世界的優勢，利用好 「一帶一路」 等抓手，何

愁找不到發展新動能呢？
以靈活見長的香港商界當然明白這個道理，昨天

參與座談會的企業代表都態度積極，紛紛分析香港
之所長，並從各行各業各公司的具體情況，提出各
種拓展 「一帶一路」 建設的務實設想。誠如駱惠寧
所指，香港工商專業界素來具有敏銳的市場判斷力
和行動力，相信大家會主動把握香港發展方向，增
強香港經濟的競爭力；會主動融入國家發展大局，
在融合發展中培育新的增長動力；會主動順應世界
經濟發展潮流，深度參與 「一帶一路」 建設。

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加速演進，中華民族偉大
復興進入不可逆轉的歷史進程。正處於 「由治及
興」 新階段的香港，要更加積極有為，善抓機遇，
共同譜寫發展新華章！

勇立潮頭 積極參與共建一帶一路

香港商報評論員 林松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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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