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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帶⼀路⾼峰論壇啟動 
促多邊合作添經濟動⼒
第七屆「⼀帶⼀路⾼峰論壇」於8⽉31⽇⾄9⽉1
⽇舉⾏，主題為「攜⼿共創新篇章」，邀請全球
政商領袖以線上線下形式參與，共商發展策略。
2022年8⽉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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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期兩天，⾸天（8⽉31⽇）活動以線上線下形式揭開序
幕，翌⽇（9⽉1⽇）活動於網上進⾏。本屆論壇邀請全球政
商領袖參與，共同探討「⼀帶⼀路」倡議在新時代下，如何透
過粵港澳⼤灣區及《區域全⾯經濟夥伴協定》（RCEP）等多
邊合作，為環球經濟注入增⻑動⼒，並為各地持續帶來更多投
資及商貿機會，在後疫情時期展現香港的獨特優勢，促成不同
領域的投資及商貿合作。 
 

突顯多邊合作   實現協同效益 

今年論壇繼續成為環球企業交流⾒解及探索合作機遇的重要國
際商貿平台，以線上線下混合形式進⾏，讓未能親⾝出席的環
球商界代表亦可同步於網上參與所有環節，繼續物⾊潛在商
機，⽽與會者與主講嘉賓亦能於現場進⾏更積極和互動的交
流。 
 
論壇涵蓋多場討論環節及活動，包括開幕環節、政策對話環
節、主論壇、專題分組論壇及投資項⽬介紹環節等，更⾸次設

商貿頭條

https://hkmb.hktdc.com/tc/Section/%E5%95%86%E8%B2%BF%E9%A0%AD%E6%A2%9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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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環球經貿聯通論壇 （Global Business Connectivity
Forum），突顯論壇所涵蓋的多元化多邊合作，透過聚焦不
同⾏業的專題分組論壇探索商機，剖析如何增強不同項⽬與企
業的連繫，實現協同效益。 
 
論壇匯聚約8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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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來⾃全球的投資項⽬擁有及營運者、投
資者及服務供應商，共同探討「⼀帶⼀路」帶來的龐⼤商機。
與會者除了可聽取嘉賓講者具啟發性的分享及獲取最新市場情
報外，同時可了解不同地區和⾏業的投資環境和機會，發掘潛
在發展項⽬，更可建立商貿聯繫，即時物⾊商業夥伴，洽談投
資及合作。 
 

第七屆「⼀帶⼀路⾼峰論壇」於8⽉31⽇⾄9⽉1⽇舉⾏，主題
為「攜⼿共創新篇章」，邀請全球政商領袖透過線上線下形式
參與，共同探索商機

政商領袖雲集　共商合作前景 

論壇的開幕環節由香港特區⾏政⻑官李家超及香港貿發局主席
林建岳博⼠主持，並邀得世界貿易組織副總幹事張向晨在網上
作主題演講。政策對話環節以「推動多邊夥伴合作」為題，由
香港特區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丘應樺主持，多位「⼀帶⼀
路」沿線國家及地區的官員，剖析在後疫情時期，區內經濟體
如何加強合作，透過基建及貿易往來，重拾經濟增⻑步伐。 
 
論壇⾸⽇設兩個主論壇，分別為「合作共建新⾥程」及「把握
協同發展新機遇：『⼀帶⼀路』與粵港澳⼤灣區」。「合作共
建新⾥程」環節於上午舉⾏，香港特區財政司司⻑陳茂波會出
席並致歡迎辭，由恆隆地產有限公司董事⻑陳啟宗主持。出席
的講者包括：澳洲基建夥伴組織主席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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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
蘭第38任總理約翰．基（John Key）、中國銀⾏董事⻑劉連
舸、泰國瑪麗洋⾏（⼤眾）有限公司⾏政總裁及主席鄭永煌及
怡和控股有限公司副⾏政總裁和香港區主席彭耀佳。他們會暢
談RCEP如何為相關區域注入新動⼒，「⼀帶⼀路」沿線國家
及地區⼜會如何加強聯繫，建立緊密合作關係以把握箇中的新
機遇。 
 
「把握協同發展新機遇：『⼀帶⼀路』與粵港澳⼤灣區」環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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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下午進⾏，由香港中華廠商聯合會永遠名譽會⻑黃友嘉主
持，並邀請多名嘉賓出席，包括：中國電⼒建設集團有限公司
董事⻑丁焰章、香港鐵路有限公司主席歐陽伯權、WeLab銀
⾏董事局主席陳家強、中國國際⾦融股份有限公司⾸席執⾏
官、管理委員會主席黃朝暉及奧雅納東亞區主席郭家耀。他們
會講解「⼀帶⼀路」為粵港澳⼤灣區帶來何種機遇，企業應如
何利⽤⾃⾝優勢，在商業世界佔得先機。請按此瀏覽論壇講者
名單。 
 
「⼀帶⼀路」建設涉及不同國家及地區，為各個專業界別帶來
全新發展空間。⼤會聯同多個機構，包括律政司、⾦管局基建
融資促進辦公室、保險業監管局、香港數碼港管理有限公司、
中國對外承包⼯程商會、中國銀⾏（香港）、香港上海滙豐銀
⾏有限公司、渣打銀⾏及鄧⽩⽒等，配合不同⾏業商界⼈⼠需
要，於為期兩⽇的論壇設立多個專題分組論壇，議題涵蓋國際
爭議解決、保險服務、⼤灣區基建發展、數據科技發展、綠⾊
⾦融、集資融資、數碼科技、環球互聯互通、跨境貿易商機、
初創企業及青年發展等，全⽅位發揮香港優勢連接「⼀帶⼀
路」及⼤灣區，分享在「⼀帶⼀路」前景下，企業如何把握發
展機遇，在不同領域發掘全新商機。請按此瀏覽論壇議程。 

「合作共建新⾥程」環節的講者包括（左起）澳洲基建夥伴組
織主席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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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蘭第38任總理約翰．基
（John Key）、泰國瑪麗洋⾏（⼤眾）有限公司⾏政總裁及
主席鄭永煌，以及怡和控股有限公司副⾏政總裁和香港區主席
彭耀佳。

「把握協同發展新機遇：『⼀帶⼀路』與粵港澳⼤灣區」環節
講者包括（左起）香港鐵路有限公司主席歐陽伯權、WeLab
銀⾏董事局主席陳家強、中國國際⾦融股份有限公司⾸席執⾏
官、管理委員會主席黃朝暉，以及奧雅納東亞區主席郭家耀。

延⻑並優化配對安排　攜⼿共拓商機

https://www.beltandroadsummit.hk/conference/bnr/tc/speaker
https://www.beltandroadsummit.hk/conference/bnr/tc/program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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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提供

延續過往的成功經驗，香港貿發局今年特別將線上線下投資項
⽬及商貿配對環節的服務時間，由以往只在論壇舉⾏期間的兩
天延⻑⾄七天（8⽉31⽇⾄9⽉6⽇），並引入新功能，包括在
論壇現場播放項⽬視頻，增加項⽬的曝光率，並讓投資者和專
業服務公司更了解項⽬詳情。 
 
投資項⽬及商貿配對環節包括⼀對⼀項⽬對接會和投資項⽬推
介。⼀對⼀項⽬對接根據參與公司的投資意向及業務領域預先
安排對接會，讓參加者與潛在合作夥伴在論壇期間進⾏單對單
⾯談，磋商合作機會，預期今年涉及逾260個投資項⽬。去年
論壇成功集合超過260個來⾃42個國家和地區的投資項⽬，並
為項⽬擁有者、投資者及專業服務供應商安排了逾770場⼀對
⼀項⽬對接會。 
 
投資項⽬推介則爲來⾃不同國家的項⽬擁有者提供展⽰平台，
向與會⼈⼠深入介紹投資項⽬的潛⼒，讓投資者及服務中介⼈
全⾯了解不同⾏業的投資機遇。投資項⽬介紹聚焦四個重點範
疇：（1）能源、天然資源及公⽤事業、（2）科技及創新、
（3）城市發展，以及（4）運輸及物流基建。 
 
今屆論壇於線上線下同步舉辦展覽，匯聚超過60家參展商，
當中包括「全球投資機遇專區」、「香港專區」及「⼤灣區科
技專區」。「全球投資機遇專區」展⽰不同國家⼤型投資項⽬
和投資機遇，以吸引國際投資者和合作夥伴；「香港專區」展
⽰香港企業的優越服務及商業優勢；⽽「⼤灣區科技專區」展
⽰來⾃⼤灣區的參展商所提供的⾼端創新科技、⼈⼯智能、數
碼技術和解決⽅案等。 
 
 
第七屆「⼀帶⼀路⾼峰論壇」 

⽇期
2022年8⽉31⽇（星期三）線上線下同步進⾏

2022年9⽉1⽇（星期四）線上進⾏

⾸天論壇
地點

香港會議展覽中⼼展覽廳5FG

主題: ⾦融及投資,  香港,  北望神州,  貿發局消息,  ⼀帶⼀路⾼峰論壇,
林建岳,  李家超,  陳茂波,  ⼤灣區,  RCEP,  線上線下,
⼀對⼀項⽬對接會,  投資項⽬推介

https://hkmb.hktdc.com/tc/Topic/%E9%87%91%E8%9E%8D%E5%8F%8A%E6%8A%95%E8%B3%87
https://hkmb.hktdc.com/tc/Location/%E9%A6%99%E6%B8%AF
https://hkmb.hktdc.com/tc/Keyword/%E5%8C%97%E6%9C%9B%E7%A5%9E%E5%B7%9E
https://hkmb.hktdc.com/tc/Keyword/%E8%B2%BF%E7%99%BC%E5%B1%80%E6%B6%88%E6%81%AF
https://hkmb.hktdc.com/tc/Keyword/%E4%B8%80%E5%B8%B6%E4%B8%80%E8%B7%AF%E9%AB%98%E5%B3%B0%E8%AB%96%E5%A3%87-0
https://hkmb.hktdc.com/tc/Keyword/%E6%9E%97%E5%BB%BA%E5%B2%B3
https://hkmb.hktdc.com/tc/Keyword/%E6%9D%8E%E5%AE%B6%E8%B6%85
https://hkmb.hktdc.com/tc/Keyword/%E9%99%B3%E8%8C%82%E6%B3%A2
https://hkmb.hktdc.com/tc/Keyword/%E5%A4%A7%E7%81%A3%E5%8D%80-0
https://hkmb.hktdc.com/tc/Keyword/rcep
https://hkmb.hktdc.com/tc/Keyword/%E7%B7%9A%E4%B8%8A%E7%B7%9A%E4%B8%8B
https://hkmb.hktdc.com/tc/Keyword/%E4%B8%80%E5%B0%8D%E4%B8%80%E9%A0%85%E7%9B%AE%E5%B0%8D%E6%8E%A5%E6%9C%83
https://hkmb.hktdc.com/tc/Keyword/%E6%8A%95%E8%B3%87%E9%A0%85%E7%9B%AE%E6%8E%A8%E4%BB%8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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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概覽

第七屆「⼀帶⼀路⾼峰論壇」於8⽉31⽇⾄9⽉1⽇舉⾏，主題為「攜⼿

共創新篇章」，邀請全球政商領袖透過線上線下形式參與，共同探索商

機。

香港貿發局將線上線下投資項⽬及商貿配對環節的服務時間延⻑⾄七天

（8⽉31⽇⾄9⽉6⽇），並引入新功能，包括在現場播放項⽬視頻，增

加項⽬的曝光率。

今屆論壇於線上線下同步舉辦展覽，匯聚超過60家參展商，當中包括

「全球投資機遇專區」、「香港專區」及「⼤灣區科技專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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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關活動

2022新加坡國際食品與飲料展 香港館

GoGBA⼤灣區「政府優惠政策」研討會系列 –東莞篇

國際環保博覽 2022 (實體展)

國際環保博覽 2022 (商對易)

https://hkmb.hktdc.com/tc/1X04XLQJ/event/2022%E6%96%B0%E5%8A%A0%E5%9D%A1%E5%9C%8B%E9%9A%9B%E9%A3%9F%E5%93%81%E8%88%87%E9%A3%B2%E6%96%99%E5%B1%95-%E9%A6%99%E6%B8%AF%E9%A4%A8
https://hkmb.hktdc.com/tc/MC45Mzk3OTg4/event/%E7%B6%B2%E4%B8%8A%E7%9B%B4%E6%92%AD-GoGBA%E5%A4%A7%E7%81%A3%E5%8D%80%E3%80%8C%E6%94%BF%E5%BA%9C%E5%84%AA%E6%83%A0%E6%94%BF%E7%AD%96%E3%80%8D%E7%A0%94%E8%A8%8E%E6%9C%83%E7%B3%BB%E5%88%97-%E2%80%93%E6%9D%B1%E8%8E%9E%E7%AF%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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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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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c/1X04XLQJ/event/2022%E6%96%B0%E5%8A%A0%E5%9D%A1%E5%9C%8B%E9%9A%9B%E9%A3%9F%E5%93%81%E8%88%87%E9%A3%B2%E6%96%99%E5%B1%95-%E9%A6%99%E6%B8%AF%E9%A4%A8
https://hkmb.hktdc.com/tc/MC45Mzk3OTg4/event/%E7%B6%B2%E4%B8%8A%E7%9B%B4%E6%92%AD-GoGBA%E5%A4%A7%E7%81%A3%E5%8D%80%E3%80%8C%E6%94%BF%E5%BA%9C%E5%84%AA%E6%83%A0%E6%94%BF%E7%AD%96%E3%80%8D%E7%A0%94%E8%A8%8E%E6%9C%83%E7%B3%BB%E5%88%97-%E2%80%93%E6%9D%B1%E8%8E%9E%E7%AF%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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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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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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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貿易發展局在全球共有50個辦事處(13個位於中國內地)，為香港中⼩

企提供多元化的業務推廣及營商⽀援服務，並探索市場商機，是聯繫世界各

地的業務夥伴。

為您拓商機

為您拓商機

免費商貿資訊 立即訂閱，助你掌握環球營商動態 登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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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KTDC.com 關於我們 聯絡我們 香港貿發局流動應⽤程式 訂閱商貿全接觸電郵通訊
更新您的香港貿發局電郵訂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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