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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一路高峰论坛启航 
促多边合作同创新篇章
由香港特区政府及香港贸发局合办的第七届＂一
带一路高峰论坛＂订于8月31日至9月1日一连两
天举行，8月31日活动以线上线下形式揭开序幕，
9月1日活动则全部于线上进行。
2022年8月19日

今届论坛以＂携手共创新篇章＂为主题，广邀全球政商领袖参
与，共同探讨＂一带一路＂倡议在新时代下，如何通过粤港澳
大湾区及《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协定》(RCEP)等多边合作，为
环球经济注入增长动力，并为各地持续带来更多投资及商贸机
会，在后疫情时期展现香港的独特优势，促成不同领域的投资
及商贸合作。 

凸显多边合作　实现协同效益

今年论坛是香港特区成立25周年的庆祝活动之一，论坛将继
续成为环球企业交流见解及探索合作机遇的重要国际商贸平
台，以线上线下混合形式，让世界各地的商界代表即使未能亲
赴会场，也可在线上同步参与所有环节，继续物色潜在商机，
而与会者与主讲嘉宾也能于线下进行更积极和互动的交流。 
 
论坛涵盖多场讨论环节及活动，包括开幕环节、政策对话环
节、主论坛、专题分组论坛及投资项目介绍环节等，更首设环
球经贸联通论坛(Global Business Connectivity Forum)，
凸显论坛所涵盖的多元化多边合作，透过聚焦不同行业的专题
分组论坛探索商机，剖析如何增强不同项目与企业的连系，实
现协同效益。 
 

商贸头条

https://hkmb.hktdc.com/sc/Section/%E5%95%86%E8%B4%B8%E5%A4%B4%E6%9D%A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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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坛将汇聚约80位＂一带一路＂倡议沿线及相关国家和地区
的主要官员及商界翘楚，以及来自全球的投资项目拥有及营运
者、投资者及服务供应商，共同探讨＂一带一路＂带来的庞大
商机。与会者除了可听取嘉宾讲者就倡议下各行各业发展机遇
作出具启发性的分享及获取最新市场情报外，同时可了解不同
地区和行业的投资环境和机会，发掘潜在发展项目，更可建立
商贸联系，即时物色商业伙伴，洽谈投资及合作。 

政商领袖云集　共商合作前景

论坛的开幕环节将由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及香港贸发局主
席林建岳博士以致辞方式拉开帷幕，并邀请了世界贸易组织副
总干事张向晨以线上形式作主题演讲。政策对话环节以＂推动
多边伙伴合作＂为题，由香港特区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丘应
桦主持，多位＂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及地区的官员，将剖析在
后疫情时期，区内经济体如何加强合作，通过基建及贸易往
来，重拾经济增长步伐。 
 
论坛首日将设两个主论坛，分别为＂合作共建新里程＂及＂把
握协同发展新机遇：‘一带一路’与粤港澳大湾区＂。＂合作
共建新里程＂环节于上午举行，香港特区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将
出席并致欢迎辞，由恒隆地产董事长陈启宗主持，邀得澳大利
亚基建伙伴组织主席及摩根亚太区咨询委员会主席及Lion(雄
师乳业)非执行主席Rod Eddington、新西兰第38任总理约
翰．基(John Key)、中国银行董事长刘连舸、泰国玛丽洋行
(大众)行政总裁及主席郑永煌，以及怡和控股副行政总裁和香
港区主席彭耀佳，畅谈RCEP如何为相关区域注入新动力，＂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及地区又会如何加强联系，建立紧密合作
关系以把握个中的新机遇。 
 
＂把握协同发展新机遇：‘一带一路’与粤港澳大湾区＂环节
则于下午进行，由香港中华厂商联合会永远名誉会长黄友嘉主

 

第七届＂一带一路高峰论坛＂订于8月31日至9月1日一连两天以线上线下
形式举行，论坛以＂携手共创新篇章＂为主题，邀请海外政商领袖参与。
图为2019年＂一带一路高峰论坛＂现场盛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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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并邀请到中国电力建设集团董事长丁焰章、香港铁路主席
欧阳伯权、WeLab银行董事局主席陈家强、中国国际金融股
份首席执行官、管理委员会主席黄朝晖及奥雅纳东亚区主席郭
家耀进行分享，讲解＂一带一路＂为粤港澳大湾区带来什么机
遇，企业又应如何利用自身优势，在商业世界占得先机。 
 
＂一带一路＂建设涉及不同国家及地区，为各个专业界别带来
全新发展空间。主办方联同多个机构，包括律政司、金管局基
建融资促进办公室、保险业监管局、香港数码港管理有限公
司、中国对外承包工程商会、中国银行(香港)、香港上海汇丰
银行、渣打银行及邓白氏等，配合不同行业商界人士需要，于
为期两天的论坛设立多个专题分组论坛，议题涵盖国际争议解
决、保险服务、大湾区基建发展、数据科技发展、绿色金融、
集资融资、数字科技、环球互联互通、跨境贸易商机、初创企
业及青年发展等，全方位发挥香港优势连接＂一带一路＂及大
湾区，分享在＂一带一路＂前景下，企业如何把握发展机遇，
在不同领域发掘全新商机。(按此浏览论坛议程) 

延长并优化配对安排　携手共拓商机

去年论坛成功集合超过260个来自42个国家和地区的投资项
目，并为项目拥有者、投资者及专业服务供应商安排了逾770
场一对一项目对接会。延续过往的成功经验，香港贸发局今年

 

＂合作共建新里程＂环节的讲者包括(左起)澳大利亚基建伙伴组织主席及摩
根亚太区咨询委员会主席及Lion(雄师乳业)非执行主席Rod Eddington、
新西兰第38任总理约翰．基(John Key)、泰国玛丽洋行(大众)行政总裁及
主席郑永煌，以及怡和控股副行政总裁和香港区主席彭耀佳。 

 

 

＂把握协同发展新机遇：‘一带一路’与粤港澳大湾区＂环节讲者包括(左
起)香港铁路主席欧阳伯权、WeLab银行董事局主席陈家强、中国国际金融
股份首席执行官、管理委员会主席黄朝晖，以及奥雅纳东亚区主席郭家
耀。
 

https://www.beltandroadsummit.hk/conference/bnr/sc/program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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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将线上线下投资项目及商贸配对环节的服务时间，由以往
只在论坛举行期间的两天延长至七日(8月31日至9月6日)，并
引入新功能，包括在论坛现场播放项目视频，增加项目的曝光
率，并让投资者和专业服务公司更了解项目详情。

投资项目及商贸配对环节包括一对一项目对接会和投资项目推
介。一对一项目对接将根据参与公司的投资意向及业务领域预
先安排对接会，让参加者与潜在合作伙伴在论坛进行单对单面
谈，磋商合作机会，预期涉及逾260个投资项目。投资项目推
介将为来自不同国家的项目拥有者提供展示平台，向与会人士
深入介绍投资项目的潜力，让投资者及服务中介人全面了解不
同行业的投资机遇。投资项目介绍将聚焦四个重点范畴：(1)
能源、天然资源及公用事业、(2)科技及创新、(3)城市发展、
(4)运输及物流基建。

今届论坛将于线上线下同步举办展览，汇聚超过60家参展
商，当中包括＂全球投资机遇专区＂、＂香港专区＂及＂大湾
区科技专区＂。＂全球投资机遇专区＂将展示不同国家大型投
资项目和投资机遇，以吸引国际投资者和合作伙伴；＂香港专
区＂将展示香港企业的优越服务及商业优势；而＂大湾区科技
专区＂展示来自大湾区的参展商所提供的高端创新科技、人工
智能、数字技术和解决方案等。 

第七届＂一带一路高峰论坛＂请来中国国际金融股份作为合作
伙伴，中国银行(香港)为区域银行伙伴，中国移动国际及中国
联通国际为白金赞助商。 

第七届＂一带一路高峰论坛＂ 

日期
2022年8月31日（星期三）线上线下同步进行

2022年9月1日（星期四）线上进行

首天论坛地点香港会议展览中心展览厅5FG

 

(左图)GoGBA微信小程序：提供粤港澳大湾区官方经贸信息及实用跨境商
务工具。 
(右图)GoGBA微信订阅号：提供有关大湾区商贸的定期简报、最新消息及
营商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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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提供

 
 
 
 
相关网页： 

一带一路高峰论坛
GoGBA湾区经贸通
贸发网采购平台
香港贸发局中小企服务中心
香港贸发局最新活动安排

 
延伸阅读： 

贸发局推五大工作重点   助企业应对挑战觅机遇
港纸品集团ESG作核心   建设绿色厂房看好前景
港商落户中山十问十答   鼓励港企港人就业创业
上海虹桥商务区显活力   重启枢纽功能通长三角
港商落户前海十问十答   税务租务招聘一文看清
港商开设公司银行账户   跨境调配资金助拓湾区
注册成为外商投资企业　为港商进军大湾区铺路

主题: 金融及投资,  香港,  环球,  贸发局消息,  北望神州,
一带一路高峰论坛,  林建岳,  李家超,  陈茂波,  大湾区,  RCEP,
线上线下,  一对一项目对接会,  投资项目推介

文章概览

由香港特区政府及香港贸发局合办的第七届＂一带一路高峰论坛＂订于

8月31日至9月1日一连两天举行，8月31日活动以线上线下形式揭开序

幕，9月1日活动则全部于线上进行。

论坛将汇聚约80位＂一带一路＂倡议沿线及相关国家和地区的主要官

员及商界翘楚等，共同探讨＂一带一路＂倡议在新时代下，如何透过粤

港澳大湾区及《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协定》(RCEP)等多边合作，为环球

经济注入增长动力，并为各地持续带来投资及商贸机会，在后疫情时期

展现香港的独特优势。

https://www.beltandroadsummit.hk/conference/bnr/sc
https://www.go-gba.com/sc/
https://sourcing.hktdc.com/sc
http://www.hktdc.com/ncs/smecentre/sc/main/index.html
https://home.hktdc.com/sc/s/health-protection-measures
https://hkmb.hktdc.com/sc/FGaD8184
https://hkmb.hktdc.com/sc/sKHxJryx
https://hkmb.hktdc.com/sc/eCWFs9fv
https://hkmb.hktdc.com/sc/JyyHnZcw
https://hkmb.hktdc.com/sc/RpNuyeDw
https://hkmb.hktdc.com/sc/D2h6fNtF
https://hkmb.hktdc.com/sc/VXqh4UOj
https://hkmb.hktdc.com/sc/Topic/%E9%87%91%E8%9E%8D%E5%8F%8A%E6%8A%95%E8%B5%84
https://hkmb.hktdc.com/sc/Location/%E9%A6%99%E6%B8%AF
https://hkmb.hktdc.com/sc/Location/%E7%8E%AF%E7%90%83
https://hkmb.hktdc.com/sc/Keyword/%E8%B4%B8%E5%8F%91%E5%B1%80%E6%B6%88%E6%81%AF
https://hkmb.hktdc.com/sc/Keyword/%E5%8C%97%E6%9C%9B%E7%A5%9E%E5%B7%9E
https://hkmb.hktdc.com/sc/Keyword/%E4%B8%80%E5%B8%A6%E4%B8%80%E8%B7%AF%E9%AB%98%E5%B3%B0%E8%AE%BA%E5%9D%9B
https://hkmb.hktdc.com/sc/Keyword/%E6%9E%97%E5%BB%BA%E5%B2%B3
https://hkmb.hktdc.com/sc/Keyword/%E6%9D%8E%E5%AE%B6%E8%B6%85
https://hkmb.hktdc.com/sc/Keyword/%E9%99%88%E8%8C%82%E6%B3%A2
https://hkmb.hktdc.com/sc/Keyword/%E5%A4%A7%E6%B9%BE%E5%8C%BA-0
https://hkmb.hktdc.com/sc/Keyword/rcep
https://hkmb.hktdc.com/sc/Keyword/%E7%BA%BF%E4%B8%8A%E7%BA%BF%E4%B8%8B
https://hkmb.hktdc.com/sc/Keyword/%E4%B8%80%E5%AF%B9%E4%B8%80%E9%A1%B9%E7%9B%AE%E5%AF%B9%E6%8E%A5%E4%BC%9A
https://hkmb.hktdc.com/sc/Keyword/%E6%8A%95%E8%B5%84%E9%A1%B9%E7%9B%AE%E6%8E%A8%E4%BB%8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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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坛将首设环球经贸联通论坛(Global Business Connectivity

Forum)，凸显论坛所涵盖的多元化多边合作，透过聚焦不同行业的专

题分组论坛探索商机，剖析如何增强不同项目与企业的连系，实现协同

效益。

2022年9月5至8日

2022年9月6日

2022年12月14至17日

2022年12月14至24日

相关活动

2022新加坡国际食品与饮料展 香港馆

GoGBA大湾区「政府优惠政策」研讨会系列 –东莞篇

国际环保博览 2022 (实体展)

国际环保博览 2022 (商对易)

香港贸易发展局在全球共有50个办事处(13个位于中国内地)，为香港中小

企提供多元化的业务推广及营商支援服务，并探索市场商机，是联系世界各

地的业务伙伴。

为您拓商机

为您拓商机

免费商贸资讯 立即订阅，助你掌握环球营商动态 登记 >

https://hkmb.hktdc.com/sc/1X04XLQJ/event/2022%E6%96%B0%E5%8A%A0%E5%9D%A1%E5%9B%BD%E9%99%85%E9%A3%9F%E5%93%81%E4%B8%8E%E9%A5%AE%E6%96%99%E5%B1%95-%E9%A6%99%E6%B8%AF%E9%A6%86
https://hkmb.hktdc.com/sc/MC45Mzk3OTg4/event/GoGBA%E5%A4%A7%E6%B9%BE%E5%8C%BA%E3%80%8C%E6%94%BF%E5%BA%9C%E4%BC%98%E6%83%A0%E6%94%BF%E7%AD%96%E3%80%8D%E7%A0%94%E8%AE%A8%E4%BC%9A%E7%B3%BB%E5%88%97-%E2%80%93%E4%B8%9C%E8%8E%9E%E7%AF%87
http://www.hktdc.com/fair/ecoexpoasia-sc/%E5%9C%8B%E9%9A%9B%E7%92%B0%E4%BF%9D%E5%8D%9A%E8%A6%BD.html
http://www.hktdc.com/fair/ecoexpoasia-tc/%E5%9C%8B%E9%9A%9B%E7%92%B0%E4%BF%9D%E5%8D%9A%E8%A6%BD.html
https://hkmb.hktdc.com/sc/1X04XLQJ/event/2022%E6%96%B0%E5%8A%A0%E5%9D%A1%E5%9B%BD%E9%99%85%E9%A3%9F%E5%93%81%E4%B8%8E%E9%A5%AE%E6%96%99%E5%B1%95-%E9%A6%99%E6%B8%AF%E9%A6%86
https://hkmb.hktdc.com/sc/MC45Mzk3OTg4/event/GoGBA%E5%A4%A7%E6%B9%BE%E5%8C%BA%E3%80%8C%E6%94%BF%E5%BA%9C%E4%BC%98%E6%83%A0%E6%94%BF%E7%AD%96%E3%80%8D%E7%A0%94%E8%AE%A8%E4%BC%9A%E7%B3%BB%E5%88%97-%E2%80%93%E4%B8%9C%E8%8E%9E%E7%AF%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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