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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一路高峰论坛闭幕 
线上线下促成项目对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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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9月1日圆满结束，一连两天
的论坛吸引逾19,000名线上线下与会者参与，积
极促成多个项目的对接。
2022年9月2日

今届论坛秉承高规格、高质量、高水平的传统，获国家领导人
和主要官员、沿线地区的政府领导及企业翘楚参与，共同探索
＂一带一路＂商机，以及通过与粤港澳大湾区及《区域全面经
济伙伴协定》(RCEP)等多边合作，创造协同效益，实现多赢
局面。 
 

贸发情报

 

第七届＂一带一路高峰论坛＂以＂携手共创新篇章＂为主题，吸引80多位
政商翘楚分享真知灼见，以及来自超过80个国家及地区逾19,000名线上及
线下与会者参与。
 

https://hkmb.hktdc.com/sc/Section/%E8%B4%B8%E5%8F%91%E6%83%85%E6%8A%A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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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0多场一对一项目对接会促合作

第七届＂一带一路高峰论坛＂作为香港特区成立25周年的庆
祝活动之一，今届论坛以＂携手共创新篇章＂为主题，汇聚
80多位＂一带一路＂沿线及相关国家和地区的主要官员及商
界翘楚分享真知灼见。论坛更首次以线上线下混合形式同步举
行，成功打破地域界限，吸引来自超过80个国家及地区逾
19,000名线上及线下与会者参与，共商＂一带一路＂机遇。 
 
今届论坛的一对一项目对接会和投资项目介绍及交流会继续大
受项目拥有者及与会人士欢迎。主办方展示超过280个来自＂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及地区的投资项目，聚焦四大范畴：(1)
能源、天然资源及公用事业；(2)科技及创新；(3)城市发展；
以及(4)运输及物流基建，其中包括智慧城市发展、数据中心
和电子商务等议题相关的项目。主办方亦为项目拥有者、投资
者及专业服务供应商安排逾800 场一对一项目对接会，为往
后的合作铺路。

香港发挥重要作用

国务院副总理韩正作开幕主旨演讲时指出，香港是共建＂一带
一路＂的积极参与者、贡献者，也是受益者。他说：＂我们高
兴地看到‘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香港积极与共建国家商
签合作协议，开展贸易投资合作、服务标准联通、国际金融合
作和人文交流，在参与和助力‘一带一路’建设上发挥了重要
作用，也拓展了自身发展空间，工作是值得充分肯定的。中央
将长期坚持‘一国两制’方针，完全支持香港长期保持独特地
位和优势，全力支持香港积极参与和助力‘一带一路’建设。
＂ 
 
香港贸易发展局主席林建岳博士感谢国务院副总理韩正在论坛
发表重要讲话，对香港作为共建‘一带一路’的积极参与者、
贡献者，受益者的角色，作出更具体的阐释。＂副总理对香港
参与‘一带一路’建设提出的四个希望，是继国家主席习近平
的七一重要讲话后，进一步清晰阐述香港的发展方向。香港贸

 

今届论坛的一对一项目对接会和投资项目介绍及交流会继续大受项目拥有
者及与会人士欢迎，主办方集合超过280个来自＂一带一路＂沿线及其他国
家及地区的投资项目，并为项目拥有者、投资者及专业服务供应商安排了
逾 800场一对一项目对接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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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局一直致力推动‘一带一路’倡议，促进发展契机。我们会
继续努力，全力推广香港作为国际营商平台和服务枢纽，
为‘一带一路’作出贡献。＂ 

一带一路促全球合作

世界贸易组织副总干事张向晨作主题演讲时表示：＂疫情、地
缘政治紧张、气候变化及反全球化情绪，将会是影响如何重塑
全球贸易政策未来格局的主要因素。这些都是非常具挑战性，
但只要全球共同努力，相信仍能有效处理。为了应付有关挑
战，我强烈鼓励各国政府加强对话及合作，寻求共同解决方
案，因为这些挑战并不能靠单一政府能够解决，全球性的挑战
正正需要全球合作的解决方案。＂ 
 
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李家超致开幕辞时指出，区域经济一
体化是多边贸易一个重要环节，并乐见RCEP在今年年初生
效，而成员国致力实现开放、共融、基于规则的贸易及投资伙
伴关系。他说：＂全球保护主义冒起正提醒我们区域合作的重
要，我们必须为区内美好未来而共同努力，因此我们香港正寻
求成为RCEP的成员，让我们能够加深与紧密伙伴的合作和联
系。而‘一带一路’已建立互联互通，把企业和人民连结在一
起。香港具备‘一国两制’的优势，汇聚中西的丰富经验，以
及国家发展带来无限的机会，故此香港在互联互通拥有无可比
拟的优势。＂ 

 

(左图)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副总理韩正发表开幕主
旨演讲。(右图)香港贸发局主席林建岳博士致欢迎辞时表示，随着创新带来
进步，＂一带一路＂倡议为创新技术提供应用框架，共建可持续未来。
 

 

世界贸易组织副总干事张向晨透过线上参与，发表主题演讲。 香港特别行
政区行政长官李家超致开幕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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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CEP机遇与挑战并存

多边合作带来更频繁的跨境贸易和投资，对推动亚太地区在后
疫情时代的强力复苏至关重要。今年生效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
关系协定(RCEP)，是有史以来最大的自由贸易协定，共占全
球人口和国内生产总值约30%，结合＂一带一路＂倡议超过
180个国家及地区的合作，将进一步强化推动全球区域经济一
体化。在主论坛＂合作共建新里程＂环节，来自＂一带一路＂
和RCEP的杰出商业领袖分享其卓见，探讨＂一带一路＂倡议
及RCEP如何相辅相成，带动经济强力增长，促进大小商业的
跨境合作。 
 
新西兰第38任总理约翰．基(John Key)分享其对RCEP的看法
时指出：＂供应链将会是其中一个具挑战性的范畴，中国内地
是一个十分大的市场，澳大利亚亦在中国内地采购很多货物，
可以看到若这些供应链出现断裂情况，将对全球通胀造成影
响。＂ 
 
泰国玛丽洋行(大众)行政总裁及主席郑永煌表示，泰国企业对
＂一带一路＂倡议反应积极。他说：＂这个政策与我们‘国家
的20年发展战略计划’，以及有助经济转型的‘泰国4.0’政
策方向一致。我们能够扩大与邻国的贸易和投资，亦可以与世
界市场更紧密联系，当中CLMV国家(柬埔寨、老挝、缅甸及
越南)尤其受益。＂ 
 
中国银行董事长刘连舸表示：＂RCEP的多数成员都处于共
建‘一带一路’的重要节点，不仅有助于促进产业链、供应
链、价值链的互联互通，也有助于不断扩大‘一带一
路’的‘朋友圈’，让更多国家及企业都能参与‘一带一
路’的建设，共享更大范围的合作，并在区域内形成‘一带一
路’和RCEP的双轮驱动合作格局。＂ 

 

主论坛＂合作共建新里程＂请来新西兰第38任总理约翰．基(右上)、泰国
玛丽洋行(大众)行政总裁及主席郑永煌(右下)、中国银行董事长刘连舸(左
下)及澳大利亚基建伙伴组织主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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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上)分享真知灼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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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一路＂倡议促进消费及基建科技发展

环球各经济体正着力推动后疫情之经济复苏，借助＂一带一路
＂倡议、RCEP及粤港澳大湾区发展等宏观举措，各界期盼增
強全球商务联通。全球对高质、新颖、永续基建的需求衍生不
少新商机。这些创新项目将由业内高瞻远瞩的领袖主导及推
动，把基建发展带入新纪元。在专题分组论坛＂更快、更高的
基础建设＂环节内，曾策划全球最著名基建、把未来意念转化
成真的杰出商界领袖，各抒高见。 
 
Emaar(伊玛尔)地产创始人及执行董事、Noon.com网购平台
创始人及董事Mohamed Ali Rashed Alabbar分享对＂一带
一路＂倡议的期望：＂我衷心相信‘一带一路’带来的连系，
对人类生活、经济进步、生活素质、创造就业、文化和知识交
流以及世界团结带来举足轻重的影响＂ 
 
Hyperloop首席营销官Robert Miller讲解基建科技
(Infratech)的发展趋势，他表示：＂现时基建科技面临资金
不足及发展未成熟的问题，Hyperloop属于基建科技的范
畴，需要较长时间才收得盈利，因此我们需要寻找充满耐心的
公共及私人投资者。另外，各地政府都正关注碳排放问题，而
最大的污染来源之一是运输业；全球所有碳排放中就有23%
来自运输。欧洲、美国和亚洲国家都在研究如何在运输业实现
减少碳排放。Hyperloop将有机会成为减少碳排放的巨大驱
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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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左图)Emaar(伊玛尔)地产创始人及执行董事、Noon.com网购平台创始
人及董事Mohamed Ali Rashed Alabbar相信＂一带一路＂倡仪所带来
的连系，将带来举足轻重的影响。(右图)Hyperloop首席营销官Robert
Miller指现时基建科技面临资金不足及发展未成熟的问题，需要较长时间
才收得盈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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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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带一路资讯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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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带一路高峰论坛启航   促多边合作同创新篇章
贸发局推五大工作重点   助企业应对挑战觅机遇
港商落户中山十问十答   鼓励港企港人就业创业
港商落户前海十问十答   税务租务招聘一文看清
注册成为外商投资企业   为港商进军大湾区铺路
港商开设公司银行账户   跨境调配资金助拓湾区
上海虹桥商务区显活力   重启枢纽功能通长三角
崭新科技促可持续时尚   再生面料迎大湾区机遇 

主题: 金融及投资,  建造服务,  香港,  贸发局消息,  市场机遇,
可持续发展,  一带一路高峰论坛,  东盟,  大湾区,
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协定,  RCEP,  多边合作,  一对一项目对接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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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www.beltandroadsummit.hk/conference/bnr/sc
https://www.go-gba.com/sc/
https://beltandroad.hktdc.com/sc/ho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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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3p9u2ap
https://hkmb.hktdc.com/sc/FGaD8184
https://hkmb.hktdc.com/sc/eCWFs9fv
https://hkmb.hktdc.com/sc/RpNuyeDw
https://hkmb.hktdc.com/sc/VXqh4UOj
https://hkmb.hktdc.com/sc/D2h6fNtF
https://hkmb.hktdc.com/sc/JyyHnZcw
https://hkmb.hktdc.com/sc/c0xFxhU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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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pic/%E5%BB%BA%E9%80%A0%E6%9C%8D%E5%8A%A1
https://hkmb.hktdc.com/sc/Location/%E9%A6%99%E6%B8%A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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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8%82%E5%9C%BA%E6%9C%BA%E9%81%87
https://hkmb.hktdc.com/sc/Keyword/%E5%8F%AF%E6%8C%81%E7%BB%AD%E5%8F%91%E5%B1%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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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4%B8%9C%E7%9B%9F
https://hkmb.hktdc.com/sc/Keyword/%E5%A4%A7%E6%B9%BE%E5%8C%BA-0
https://hkmb.hktdc.com/sc/Keyword/%E5%8C%BA%E5%9F%9F%E5%85%A8%E9%9D%A2%E7%BB%8F%E6%B5%8E%E4%BC%99%E4%BC%B4%E5%8D%8F%E5%AE%9A
https://hkmb.hktdc.com/sc/Keyword/rcep
https://hkmb.hktdc.com/sc/Keyword/%E5%A4%9A%E8%BE%B9%E5%90%88%E4%BD%9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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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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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概览

第七届＂一带一路高峰论坛＂于9月1日圆满结束，一连两天的论坛吸

引逾19,000名线上线下与会者参与。

今届论坛以＂携手共创新篇章＂为主题，获国家领导人和主要官员、沿

线地区的政府领导及企业翘楚参与，共同探索＂一带一路＂商机，以及

通过与粤港澳大湾区及《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协定》(RCEP)等多边合

作，创造协同效益，实现多赢局面。

主办方除展示超过280个来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及地区的投资项

目，也为项目拥有者、投资者及专业服务供应商安排逾800 场一对一项

目对接会，为往后的合作铺路。

2022年11月2至4日

2022年11月28至30日

2022年12月14至24日

2022年12月14至17日

相关活动

大湾区国际数字时尚生态展 CHIC 深圳(大湾区) 香港馆

德国慕尼黑国际体育用品博览会

国际环保博览 2022 (商对易)

国际环保博览 2022 (实体展)

https://hkmb.hktdc.com/sc/MC43OTQzMzI3/event/%E5%A4%A7%E6%B9%BE%E5%8C%BA%E5%9B%BD%E9%99%85%E6%95%B0%E5%AD%97%E6%97%B6%E5%B0%9A%E7%94%9F%E6%80%81%E5%B1%95-CHIC-%E6%B7%B1%E5%9C%B3%E5%A4%A7%E6%B9%BE%E5%8C%BA-%E9%A6%99%E6%B8%AF%E9%A6%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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