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9/16/22, 12:01 PM 一帶一路論壇實現多贏 線上線下促成項目對接 | 商貿頭條 | HKMB - 商貿全接觸

https://hkmb.hktdc.com/tc/XSjqKrYv/商貿頭條/一帶一路論壇實現多贏-線上線下促成項目對接 1/7

⼀帶⼀路論壇實現多贏 
線上線下促成項⽬對接
由香港特區政府及香港貿發局合辦的第七屆「⼀
帶⼀路⾼峰論壇」早前舉⾏，吸引逾19,000名線
上及線下與會者參與，共商「⼀帶⼀路」機遇。
2022年9⽉2⽇

今屆論壇秉承⾼規格、⾼質量、⾼⽔平的傳統，獲國家領導⼈
和主要官員、沿線地區的政府領導及企業翹楚參與，共同探索
「⼀帶⼀路」商機，以及透過與粵港澳⼤灣區及《區域全⾯經
濟夥伴協定》（RCEP）等多邊合作，創造協同效益，實現多
贏局⾯。

 

商貿頭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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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屆「⼀帶⼀路⾼峰論壇」吸引80多位政商翹楚分享真知
灼⾒，以及來⾃超過80個國家及地區逾19,000名線上及線下
與會者參與。

⼀對⼀項⽬對接會促合作 

今屆論壇以「攜⼿共創新篇章」為主題，匯聚80多位「⼀帶
⼀路」沿線及相關國家和地區的主要官員及商界翹楚分享真知
灼⾒。論壇更⾸次以線上線下混合形式同步舉⾏，成功打破地
域界限，成功吸引來⾃超過80個國家及地區逾19,000名線上
及線下與會者參與。 
 
論壇的⼀對⼀項⽬對接會和投資項⽬介紹及交流會繼續受項⽬
擁有者及與會⼈⼠歡迎。⼤會展⽰超過280個來⾃「⼀帶⼀
路」沿線國家及地區的投資項⽬，聚焦四⼤範疇：（1）能
源、天然資源及公⽤事業；（2）科技及創新；（3）城市發
展；及（4）運輸及物流基建，其中包括智慧城市發展、數據
中⼼和電⼦商務等議題相關的項⽬。⼤會亦為項⽬擁有者、投
資者及專業服務供應商安排逾800場⼀對⼀項⽬對接會，為成
功促成合作鋪路。 
 

⼤會集合超過280個來⾃「⼀帶⼀路」沿線及其他國家及地區
的投資項⽬，並為項⽬擁有者、投資者及專業服務供應商安排
了逾800場⼀對⼀項⽬對接會。 
 

香港發揮重要作⽤

國務院副總理韓正作開幕主旨演講時指出，香港是共建「⼀帶
⼀路」的積極參與者、貢獻者，也是受益者。他說：「我們⾼
興地看到『⼀帶⼀路』倡議提出以來，香港積極與共建國家商
簽合作協議，開展貿易投資合作、服務標準聯通、國際⾦融合
作和⼈文交流，在參與和助⼒『⼀帶⼀路』建設上發揮了重要
作⽤，也拓展了⾃⾝發展空間，⼯作是值得充分肯定的。中央
將⻑期堅持『⼀國兩制』⽅針，完全⽀持香港⻑期保持獨特地
位和優勢，全⼒⽀持香港積極參與和助⼒『⼀帶⼀路』建
設。」 
 
香港貿發局主席林建岳博⼠感謝國務院副總理韓正在論壇發表
重要講話，對香港作為共建『⼀帶⼀路』的積極參與者、貢獻
者，受益者的⾓⾊，作出更具體的闡釋。「副總理對香港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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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帶⼀路』建設提出的四個希望，是繼國家主席習近平的七
⼀重要講話後，進⼀步清晰闡述香港的發展⽅向。香港貿發局
⼀直致⼒推動『⼀帶⼀路』倡議，促進發展契機。我們會繼續
努⼒，全⼒推廣香港作為國際營商平台和服務樞紐，為『⼀帶
⼀路』作出貢獻。」 
 

（左圖）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及中華⼈⺠共和國國務院副總理
韓正發表開幕主旨演講。（右圖）香港貿發局主席林建岳博⼠
致歡迎辭時表⽰，隨着創新帶來進步，「⼀帶⼀路」倡議為創
新技術提供應⽤框架，共建可持續未來。 
 

⼀帶⼀路促全球合作 

世界貿易組織副總幹事張向晨作主題演講時表⽰：「疫情、地
緣政治緊張、氣候變化及反全球化情緒，將會是影響如何重塑
全球貿易政策未來格局的主要因素。這些都是非常具挑戰性，
但只要全球共同努⼒，相信仍能有效處理。為了應付有關挑
戰，我強烈⿎勵各國政府加強對話及合作，尋求共同解決⽅
案，因為這些挑戰並不能靠單⼀政府能夠解決，全球性的挑戰
正正需要全球合作的解決⽅案。」 
 
香港特區⾏政⻑官李家超致開幕辭時指出，區域經濟⼀體化是
多邊貿易⼀個重要環節，並樂⾒RCEP在今年年初⽣效，⽽成
員國致⼒實現開放、共融、基於規則的貿易及投資夥伴關係。
他說：「全球保護主義冒起正提醒我們區域合作的重要，我們
必須為區內美好未來⽽共同努⼒，因此我們香港正尋求成為
RCEP的成員，讓我們能夠加深與緊密夥伴的合作和聯繫。⽽
『⼀帶⼀路』已建立互聯互通，把企業和⼈⺠連結在⼀起。香
港具備『⼀國兩制』的優勢，匯聚中⻄的豐富經驗，以及國家
發展帶來無限的機會，故此香港在互聯互通擁有無可比擬的優
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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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圖）世界貿易組織副總幹事張向晨透過線上參與，發表主
題演講。（右圖）香港特區⾏政⻑官李家超致開幕辭。

RCEP機遇與挑戰並存 

多邊合作帶來更頻繁的跨境貿易和投資，對推動亞太地區在後
疫情時代的強⼒復蘇⾄關重要。今年⽣效的區域全⾯經濟夥伴
關係協定（RCEP），是有史以來最⼤的⾃由貿易協定，共佔
全球⼈⼝和國內⽣產總值約 30%，結合「⼀帶⼀路」倡議超
過 180個國家及地區的合作，將進⼀步強化推動全球區域經
濟⼀體化。在主論壇「合作共建新⾥程」環節，來⾃「⼀帶⼀
路」和RCEP的傑出商業領袖分享其卓⾒，探討「⼀帶⼀路」
倡議及RCEP如何相輔相成，帶動經濟強⼒增⻑，促進⼤⼩商
業的跨境合作。 
 
新⻄蘭第38任總理約翰．基（John Key）就RCEP分享看
法：「供應鏈將會是其中⼀個具挑戰性的範疇，中國內地是⼀
個⼗分⼤的市場，澳洲亦在中國採購很多貨物，可以看到若這
些供應鏈出現斷裂情況，將對全球通脹造成影響。」 
 
泰國瑪麗洋⾏（⼤眾）有限公司⾏政總裁及主席鄭永煌指，泰
國企業對「⼀帶⼀路」倡議反應積極。他表⽰：「這個政策與
我們的20年戰略計劃，以及泰國現⾏就經濟發展項⽬4.0政策
⽅向⼀致。我們能夠擴⼤與鄰國的貿易和投資，亦可以與世界
市場更緊密聯繫，當中CLMV國家（柬埔寨、寮國、緬甸及越
南）尤其受益。」 
 
中國銀⾏董事⻑劉連舸表⽰：「RCEP的多數成員都處於共建
『⼀帶⼀路』的重要節點，不僅有助於促進產業鏈、供應鏈、
價值鏈的互聯互通，也有助於不斷擴⼤『⼀帶⼀路』的『朋友
圈』，讓更多國家及企業都能參與『⼀帶⼀路』的建設，共享
更⼤範圍的合作，並在區域內形成『⼀帶⼀路』和RCEP的雙
輪驅動合作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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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提供

主論壇「合作共建新⾥程」請來新⻄蘭第38任總理約翰．基
（右上）、泰國瑪麗洋⾏（⼤眾）有限公司⾏政總裁及主席鄭
永煌（右下）、中國銀⾏董事⻑劉連舸（左下）及澳洲基建夥
伴組織主席、摩根亞太區諮詢委員會主席及Lion（雄師乳
業）非執⾏主席Rod Eddington（左上）。

「⼀帶⼀路」促基建科技發展 

環球各經濟體正着⼒推動後疫情之經濟復蘇，借助「⼀帶⼀
路」倡議、RCEP及粵港澳⼤灣區發展等宏觀舉措，⼤⼤增加
全球商務聯通。全球對⾼質、新穎、永續基建的需求衍⽣不少
新商機。這些創新項⽬將由業內⾼瞻遠矚的領袖主導及推動，
把基建發展帶入新紀元。在專題分組論壇「更快、更⾼的基礎
建設」環節內，曾策劃全球最著名基建、把未來意念轉化成真
的傑出商界領袖，各抒⾼⾒。 
 
Emaar（伊瑪爾）地產創始⼈及執⾏董事、Noon.com網購
平台創始⼈及董事Mohamed Ali Rashed Alabbar分享對
「⼀帶⼀路」倡議的期望：「我衷⼼相信『⼀帶⼀路』帶來的
連繫，對⼈類⽣活、經濟進步、⽣活質素、創造就業、文化和
知識交流以及世界團結都會有不可思議的影響。」 
 
Hyperloop⾸席營銷官Robert Miller帶出基建科技
（Infratech）的發展趨勢。他表⽰：「現時基建科技⾯臨資
⾦不⾜及發展未成熟的問題，Hyperloop屬於基建科技的範
疇，需要較⻑時間才收得盈利，因此我們需要尋找充滿耐⼼的
公共及私⼈投資者。另外，各地政府都正關注碳排放問題，⽽
最⼤的污染來源之⼀是運輸業；全球所有碳排放中就有23%
來⾃運輸。歐洲、美國和亞洲國家都在研究如何在運輸業實現
減少碳排放。Hyperloop將有機會成為減少碳排放的巨⼤驅
動⼒。」 
 

（左圖）Emaar（伊瑪爾）地產創始⼈及執⾏董事、
Noon.com網購平台創始⼈及董事Mohamed Ali Rashed
Alabbar相信，「⼀帶⼀路」倡儀所帶來的連繫，將會是不可
思議的。（右圖）Hyperloop⾸席營銷官Robert Miller指，
現時基建科技⾯臨資⾦不⾜及發展未成熟的問題，需要較⻑時
間才收得盈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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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 ⾦融及投資,  香港,  貿發局消息,  ⼀帶⼀路⾼峰論壇,  ⼤灣區,
RCEP,  線上線下,  ⼀對⼀項⽬對接會,  投資項⽬推介

文章概覽

第七屆「⼀帶⼀路⾼峰論壇」於9⽉1⽇圓滿舉⾏，為期兩天的論壇吸引

80多位政商翹楚分享真知灼⾒，成功吸引逾19,000名線上及線下與會

者參與。

⼤會集合超過280個來⾃「⼀帶⼀路」沿線及其他國家及地區的投資項

⽬，並為項⽬擁有者、投資者及專業服務供應商安排了逾800場⼀對⼀

項⽬對接會。

中國銀⾏董事⻑劉連舸指，RCEP的多數成員都處於共建「⼀帶⼀路」

的重要節點，有助促進產業鏈、供應鏈、價值鏈的互聯互通，以及不斷

擴⼤「⼀帶⼀路」的「朋友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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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12⽉14⾄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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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灣區國際數字時尚⽣態展 CHIC 深圳(⼤灣區) 香港館

德國慕尼⿊國際體育⽤品博覽會

國際環保博覽 2022 (實體展)

國際環保博覽 2022 (商對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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