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贸发局与华泰国际合作 
促交易助内企迎双循环
香港贸发局与华泰国际金融控股(华泰国际)早前宣
布成为战略合作伙伴，为期一年，善用香港平台
促成交易，共同合作推广国家＂国内国际双循环
＂政策，助内地企业把握双循环商机。
2022年8月24日

双方将共同实现三大目标：一、配合走出去引进来策略，为本
地以至粤港澳大湾区市场引入外资，撮合项目拥有方、投资方
及香港的专业服务团队，促成投资项目(deal-making)，达
致三赢；二、加强和宣传香港作为内地资金投资海外的有效平
台；三、双方通过商贸平台及投资者资源网络结合，发挥＂强
强联手＂效应。 

＂强强联手＂拓展大湾区   布局国内外市场

香港贸发局副总裁刘会平表示：＂香港除了是世界贸易枢纽，
亦是国际金融中心，我们在促成投资项目方面的成功，展示了
香港优秀的金融生态系统，能为中国内地及亚洲区内的机构提
供多元化及优质的专业及金融服务，实现‘双循环’的目标。
华泰证券是中国内地的顶尖证券商之一，华泰国际是华泰证券
发展国际业务的重要平台，在企业金融方面拥有专业知识及精
英团队，因此会是我们理想的合作伙伴，协助贸发局实现工作
目标，在复杂的国际环境下，让香港更好发挥其优势及作用，
为中国内地企业、香港及国际的机构、创新研究和项目持有人
创造机遇。＂ 
 
华泰金控首席执行官王磊指出：＂香港贸易发展局作为香港特
区政府的公营机构，服务遍及全球，是香港服务业展示其实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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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能力的重要窗口。作为华泰证券发展国际业务的重要平台，
华泰国际非常高兴能与贸发局携手合作，借助贸发局的广泛资
源网络，充分发挥公司金融科技龙头券商的优势，为全球客户
提供优质创新且极具竞争力的金融产品和服务，在国际资本市
场展现中资金融机构的实力，并为进一步巩固香港金融中心地
位贡献力量。＂ 
 
为抓紧国家政策下的大湾区机遇，贸发局正在筹备将于广州举
行的＂创新升级‧香港论坛＂(SmartHK)，藉以向中国内地企
业推广香港专业服务，华泰国际将成为＂SmartHK湾区企业
对接及创投＂合作伙伴，其集团代表会与众多星级演讲嘉宾，
重点探讨香港和大湾区各市在金融、航运、贸易、航空及创新
科技等领域的合作发展机遇和挑战。 
 
除了举办研讨会外，SmartHK亦设有＂服务咨询区＂，提供
商贸配对服务协助香港专业服务供应商、科研机构及初创企业
与内地大湾区企业对接，藉以推广香港的金融、创科及创意设
计等服务及产品。华泰国际亦将于SmartHK设立展位，与参
与活动的内地企业建立紧密联系，为他们在寻找投资、融资安
排、资产及风险管理等方面，提供务实的建议及多元化的解决
方案，协助内地企业利用不同的财务策略配置资产或筹组资
金，拓展大湾区以至国内外市场。 

线上线下商贸配对   贸发局助内企融资

过去五年，华泰国际实现总资产规模增长10倍，收入增长近
30倍，人员规模扩大一倍，成为近年来成长速度最快的中资
券商。在积极把握金融科技应用场景不断拓宽及数字化浪潮加
速渗透的新趋势下，华泰国际秉承集团科技赋能的基因，推出
一站式全球财富管理平台 — ＂涨乐全球通＂，依托IT技术，
将经纪业务与财富管理有机结合，开放平台赋能香港本土中小

 

香港贸易发展局副总裁刘会平(左)与华泰金控首席执行官王磊(右)宣布成为
策略合作伙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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券商，为业界注入活力，成为香港金融科技浪潮的引领者。 
 
除此之外，华泰国际将参加由香港贸发局在内地不定期举办的
香港服务业对接活动，活动内容涵盖金融服务或跨境投资代表
团、融资平台对接交流会、＂香港服务业团队＂代表团等，目
的为内地企业在走向国际化及融资时提供实用建议及支援，满
足他们拓展业务及资金需要。 
 
今年以来，华泰国际获贸发局邀请，参与多场赴港融资交流活
动，这些活动都是全年举行。华泰国际在活动上向内地企业阐
释香港金融服务业在＂十四五规划＂之下的优点，例如一应俱
全的金融产品、优秀的金融人才、自由的资本市场、简单税制
等，让内地企业了解利用香港作为＂走出去＂的跳板的好处，
能有效降低企业的整体成本及提高营运效率，抢占国际市场商
机，以及巩固香港作为内地企业理想的融资平台。 
 
其中，由贸发局主办的＂香港-湖北企业借力香港融资平台对
接交流会＂成功为25家内地企业与10家香港专业服务机构，
安排了60场＂一对一＂的商贸配对会议。在活动上，香港贸
发局为华泰国际联系有融资需要的内地企业，行业类型广泛，
当中包括生物科技、医疗健康、新型媒体、消费品等，华泰国
际在活动上与多家内地企业进行线上配对会议，达成初步合作
意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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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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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urcing.hktdc.com/sc
http://www.hktdc.com/ncs/smecentre/sc/main/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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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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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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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贸发局推全新展览模式  ＂展览+＂线上线下出击
香港书展忆写香港故事   夏日三大展览载誉归来
营养师制有机婴幼食品   内地东盟市场广受欢迎
英手术机器人立足香港　拓展亚太市场迈向全球

主题: 金融及投资,  香港,  贸发局消息,  北望神州,  大湾区,  双循环,
华泰国际,  刘会平,  王磊,  创新升级香港论坛,  SMARTHK,  融资,
十四五规划,  商贸配对会议

文章概览

香港贸发局与华泰国际金融控股(华泰国际)早前宣布成为战略合作伙

伴，为期一年，利用香港促成交易，共同合作推广国家＂国内国际双循

环＂政策。

贸发局正在筹备将于广州举行的＂创新升级‧香港论坛＂(SmartHK)，

藉以向中国内地企业推广香港专业服务，华泰国际将成为＂SmartHK

湾区企业对接及创投＂合作伙伴。

华泰国际将参加由香港贸发局在内地不定期举办的香港服务业对接活

动，为内地企业在走向国际化及融资时提供实用建议及支援，满足他们

拓展业务及资金需要。

2022年9月5至8日

相关活动

2022新加坡国际食品与饮料展 香港馆

https://home.hktdc.com/sc/s/health-protection-measures
https://hkmb.hktdc.com/sc/FGaD8184
https://hkmb.hktdc.com/sc/eCWFs9fv
https://hkmb.hktdc.com/sc/RpNuyeDw
https://hkmb.hktdc.com/sc/JyyHnZcw
https://hkmb.hktdc.com/sc/c0xFxhUB
https://hkmb.hktdc.com/sc/sQ99rAp9
https://hkmb.hktdc.com/sc/OJIbAerK
https://hkmb.hktdc.com/sc/QLc9QJMk
https://hkmb.hktdc.com/sc/6J37A9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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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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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5%A4%A7%E6%B9%BE%E5%8C%BA-0
https://hkmb.hktdc.com/sc/Keyword/%E5%8F%8C%E5%BE%AA%E7%8E%AF
https://hkmb.hktdc.com/sc/Keyword/%E5%8D%8E%E6%B3%B0%E5%9B%BD%E9%99%85
https://hkmb.hktdc.com/sc/Keyword/%E5%88%98%E4%BC%9A%E5%B9%B3
https://hkmb.hktdc.com/sc/Keyword/%E7%8E%8B%E7%A3%8A
https://hkmb.hktdc.com/sc/Keyword/%E5%88%9B%E6%96%B0%E5%8D%87%E7%BA%A7%E9%A6%99%E6%B8%AF%E8%AE%BA%E5%9D%9B
https://hkmb.hktdc.com/sc/Keyword/smarthk
https://hkmb.hktdc.com/sc/Keyword/%E8%9E%8D%E8%B5%84
https://hkmb.hktdc.com/sc/Keyword/%E5%8D%81%E5%9B%9B%E4%BA%94%E8%A7%84%E5%88%92
https://hkmb.hktdc.com/sc/Keyword/%E5%95%86%E8%B4%B8%E9%85%8D%E5%AF%B9%E4%BC%9A%E8%AE%A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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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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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9月6日

2022年12月14至24日

2022年12月14至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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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商对易)

国际环保博览 2022 (实体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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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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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E5%9C%8B%E9%9A%9B%E7%92%B0%E4%BF%9D%E5%8D%9A%E8%A6%BD.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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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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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E5%9C%8B%E9%9A%9B%E7%92%B0%E4%BF%9D%E5%8D%9A%E8%A6%BD.html
http://hkmb.hktdc.com/sc/contact-hktdc
https://hkmb.hktdc.com/sc/enewsletter/introduction
https://www.hktdc.com/sc/
https://www.hktdc.com/sc/
https://aboutus.hktdc.com/sc/
https://home.hktdc.com/sc/contact-us/?source_url=https%3A%2F%2Fhkmb.hktdc.com%2Fsc%2FxRXHWvRn%2F%25E8%25B4%25B8%25E5%258F%2591%25E6%2583%2585%25E6%258A%25A5%2F%25E8%25B4%25B8%25E5%258F%2591%25E5%25B1%2580%25E4%25B8%258E%25E5%258D%258E%25E6%25B3%25B0%25E5%259B%25BD%25E9%2599%2585%25E5%2590%2588%25E4%25BD%259C-%25E4%25BF%2583%25E4%25BA%25A4%25E6%2598%2593%25E5%258A%25A9%25E5%2586%2585%25E4%25BC%2581%25E8%25BF%258E%25E5%258F%258C%25E5%25BE%25AA%25E7%258E%25AF
https://home.hktdc.com/sc/mobile-apps
https://hkmb.hktdc.com/sc/enewsletter/introd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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