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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帶一路一帶一路 高 峰 論 壇

第七屆「一帶一路」高峰論壇進入第二日，在專題分組討

論中，與會人士探討如何利用各種金融創新和服務，促進區

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協定（RCEP）地區中的貿易和投資的互

聯互通。與會者認為，RCEP的目的是降低貿易壁壘，讓金

融服務更自由、更有效地跨境流動，金融創新及貿易數字

化，可加速這一轉型並降低國際貿易的風險，使金融服務更

便利、提高成本效率及服務機會，營造更透明和可持續的商

業環境，以推動貿易長期發展。 ◆香港文匯報記者 曾業俊

各界：香港更應主動認識和參與「一帶一路」

專家研RCEP貿易投資互聯互通
倡金融創新貿易數字化 加快轉型降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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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中共中
央政治局常委、國務院副總理韓正前日
以視頻方式出席第七屆「一帶一路」高
峰論壇，向香港提出了「四點希望」。
多名政界人士表示，中央對香港在助力
「一帶一路」建設的角色予以肯定，香
港更應主動認識和參與「一帶一路」，
積極融入國家發展大局，也是為香港把
握黃金機遇。
工聯會立法會港島東議員吳秋北表
示，香港有能力在「一帶一路」上作出
更多的貢獻，就必須對「一帶一路」
有更深入的認識，故香港應由自

身做起，更主動認識和參與「一帶一
路」，深化與內地合作，積極主動融入
國家發展大局，同時也是為香港把握最
佳的黃金機遇。

盼更多措施助青年走進當地
立法會新界東南議員林素蔚表示，對

香港青年人來說，「一帶一路」是一個
不可多得的機遇，應該多走出去，勇於
到當地旅行、求學、工作、經商甚至創
業，主動了解當地社會制度、文化、語
言、風俗習慣等。她建議特區政府推出更
多實習與交流活動，鼓勵青年走進「一帶

一路」，用更開放的眼光看世界。
立法會九龍中議員楊永杰表示，香港

擁有不少專業人才和技術，可為「一帶
一路」進行集資及建立商業聯繫。他建
議特區政府應向各大院校提供資助，安
排大專學生到「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實
習及交流，以及鼓勵各大院校開辦有關
「一帶一路」的課程。
立法會選委會界別議員陳沛良指出，

香港作為環球風險管理中心及保險樞
紐，可以充分發揮香港在國際項目的營
運經驗、承保技巧、風險管理方法，既
有助於內地企業走出去，亦可以鞏固香

港國際金融中心地位。

冀設立高層次辦公室助發展
立法會選委會界別議員管浩鳴表示，

韓正副總理的致辭精準點出香港擁有的
優勢，在「一帶一路」發展上都可以扮
演更加積極的角色。特區政府應該設立
高層次的「一帶一路」辦公室，為港人
參與「一帶一路」打通經脈，甚至透過
「工作假期」鼓勵年輕人親身體驗，當
中有何發展機會。
立法會選委會界別議員吳傑莊表示，

香港須發揮好「一國兩制」的優勢，利

用好國際商貿中心的地位，以及發展為
國際創科中心的前景，促進香港與「一
帶一路」共建國家的聯繫，吸引人才匯
聚香港，建立多邊的共同利益體，共同
實現互利共贏的願景。
立法會選委會界別議員陳仲尼表示，專

業服務是香港的強項之一，香港要利用好
這方面的基礎，與「一帶一路」共建國家
建立更緊密的溝通聯繫機制，用好香港包
括項目融資等專業服務的平台，協助他們
做好專業服務的標準聯通，開展好國際
聯繫，為整個「一帶一路」共建國家
的合作發展作出更多貢獻。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馬翠媚）中共
中央政治局常委、國務院副總理韓正日
前視頻出席「一帶一路」高峰論壇時提
出「四點希望」，其中一點包括希望香
港加強人文交流，發揮對外文化交流窗
口作用，促進「一帶一路」沿線民心相
通。有出席第二日「一帶一路」高峰論
壇演講的嘉賓認為，大灣區建立了一個
「國際性的創新樞紐」，吸引了來自世
界各地的人才，同時大灣區內各個城市
的分工非常明確，建議香港參考其他城
市為招攬不同人才提供更多優惠。

深穗招才方式堪港借鏡
前海國際聯絡服務總經理黃麗芳在論
壇中提到，深圳和廣州都有不同的扶持
政策和便利政策，來支持這個科創產業
的發展，甚至幫助年輕人去做創業、或
開展其職業生涯。就吸引國際高端人才
方面，深圳或廣州都有制定政策，如深

圳對於吸引博士後這些人才，會給予現
金的激勵，來鼓勵海外的華人回流深圳
創業或工作，同時亦會提供「人才公
寓」，她覺得這是一個非常好的措施，
能吸引海外華人回到大灣區進行創業。
至於廣東方面，黃麗芳指當地亦有對

人才提供一些特殊政策，如合資格青年
前往當地發展時可享受一些住宅補貼，
同時為他們提供低息貸款鼓勵他們創
業，她認為這些政策對於加快大灣區的
高新技術產業發展非常有幫助。
翻查資料，前海國際聯絡服務其實是

前海管理局在香港的服務窗口公司，旨
在促進產業合作、人才合作、法治合作
及開發建議合作，同時為香港及海外企
業提供註冊前海的諮詢服務，並負責前
海在香港的宣傳推廣工作，以及協助安
排本地不同團體或商會參觀、訪問前
海。
同場的機器人科技初創公司路邦聯合

創始人兼首席技術官麥騫譽表示，留意
到國家的「十四五」規劃下，實際上為
大灣區帶來了很多新的機遇，除了提供
了很好的平台，同時亦建立了一個「國
際性的創新樞紐」，他提到向來有不少
來自世界各地的人才和專業機構，這批
人都可能想進入大灣區發展，而這些初
創企業可以去成立合資企業，然後一起
探索大灣區市場，並克服當中困難。

盼港善用灣區供應鏈優勢
麥騫譽亦提到，在綠色轉型議題下，

亦為不同企業提供很多發展機會，而國
家亦有提供政策支持等，同時亦可就供
應鏈發掘一些新的發展模式，他透露在
香港很多時面臨着供應鏈的一些挑戰，
如金屬及材料供應、原型的設計等各方
面，同時實際上也面臨很多的挑戰和競
爭，他認為大灣區則能為初創提供整個
供應鏈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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倡港參考深圳「人才公寓」做法吸才

◆◆ Eduardo FranciscoEduardo Francisco

◆◆黃元山指出黃元山指出，，新冠疫情持續兩年多新冠疫情持續兩年多，，導致全球通脹壓導致全球通脹壓
力和經濟困難力和經濟困難。。此時此刻此時此刻RCEPRCEP怎樣促進區內貿易和投怎樣促進區內貿易和投
資的互聯互通資的互聯互通，，為全球經濟復甦作出貢獻為全球經濟復甦作出貢獻，，甚為重要甚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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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日分論壇主持人、團結香港基金
高級副總裁黃元山指出，新冠疫

情持續兩年多，導致全球通脹壓力和經
濟困難，由 15個亞太經濟合作組織
（APEC）國家簽署的RCEP，涵蓋全
球30%的人口和GDP，是迄今為止最
大的自由貿易集團，旨在加強成員之間
的經濟一體化，降低貿易壁壘，讓金融
服務更自由、更有效地跨境流動。他認
為此時此刻RCEP怎樣透過各種金融創
新和服務，促進RCEP地區中的貿易和
投資的互聯互通，為全球經濟復甦作出
貢獻，甚為重要。

區塊鏈技術提升交易效率
渣打銀行（香港）董事總經理吳雅思
指出，RCEP的主要特點之一，是成員
國由不同經濟發展階段的市場組成，一
些市場更專注於服務、科技、綠色產
業，例如新加坡、日本及韓國；而另一
些市場則更多以消費品、製造商為中
心，例如東南亞國家聯盟（ASEAN）
市場，RCEP提供的商品和服務範圍相
當廣泛。鑑於RCEP內不同經濟體的發
展階段、監管及文化差異，金融自由化
會為這些交易對手帶來不同程度的多樣
性和成本失效。
她指出，透過各種金融創新和服務，
可滿足RCEP貿易和投資互聯互通的需

求。ASEAN有近3.5億的龐大互聯網用
戶，惟採用無現金交易的比率相對較
慢，意味金融機構在創新和技術領域的
發展潛力巨大。區塊鏈技術可以將貿易
融資合同中的所有各方聚集到數字格式
中，促進「無紙化交易」，同時確保數
據透明，並大大減少周轉時間。通過數
字化平台，銀行可以更有效進行盡職調
查和金融犯罪風險管理。
吳雅思相信，組合資產經濟體的龐大

規模和多樣性有可能重塑整個區域的供
應鏈，並促進集體消費行為。事實上，
RCEP開始對區域經濟產生影響，今年
首季，中國與其他RCEP成員的進出口
總額已錄得近6.9%的按年增長，佔中國
對外貿易總額的30%。不斷變化的格局
還應包括使亞洲繼續成為出口大國，並
推動全球經濟重心向東轉移。

港擴貿易聯動捕捉新機遇
對於目前RCEP的貿易和投資聯通情

況，香港大學亞洲環球研究所所長鄧希
煒博士指出，RCEP地區的中產階級家
庭的增長率將是亞洲地區最快，以中國
內地為例，大約有335萬中等收入家
庭，ASEAN的數字亦相若，亦將在未
來10年左右翻一番，因此未來中等收入
家庭將有近10億個。預計大約10年
內，RCEP的15個經濟體將貢獻全球近

一半GDP。
鄧希煒續指出，RCEP中的許多經濟

體已經擁有自己的自由貿易協定，例如
ASEAN已經與中國、日本和韓國簽署
特別協議，預計上述三個東亞最大經
濟體之間的貿易流動將更快增長。而
在服務貿易及數據流方面的數字貿易
金融，香港一直擴展貿易聯動（eTra-
deConnect），利用先進的分布式賬本
技術，例如區塊鏈和數字貨幣，讓客
戶與貿易夥伴通過信息共享，進行具
成本效益的貿易及融資。香港應抓住
這些來自貿易相關服務的新機遇，成
為金融、貿易和服務領域最重要的國
際樞紐之一。
印尼投資局首席執行官Ridha Wir-

akusumah表示，儘管香港和新加坡的
規模相似，但香港的GDP及證券交易
大約是新加坡的8倍，可見香港在籌集
資金方面更有力量。然而，東南亞國家
希望香港可以在專業知識、技術和數字
方面發揮更積極的作用。
BDO Capital & Investment Corpora-

tion 總裁 Eduardo Francisco 稱，隨着
RCEP成員國加快經濟增長，相信電子
商務行業將會受益。對於消除貿易障
礙，菲律賓總統及貿易部門正認真看
待，同時希望中國內地及香港可以在貿
易方面幫助東南亞小國及中小企業。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馬翠媚）為把握「一帶一路」倡議所帶來的機
遇，本港近年來不少學生都會到沿線國家升學或實習。投放很多心力在
「一帶一路」的資深財資市場人士及學者陳鳳翔在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
時表示，現時不少中小學生對「一帶一路」興趣日濃，即使是疫情下控
關亦無阻這批莘莘學子對外探索的心，以及早把握未來機遇所在。
陳鳳翔是香港城市大學客座教授及MBA課程協理主任、「一帶一

路」國際發展聯盟創會秘書長及「帶路先鋒」主席，他近年積極向青年
推廣「一帶一路」發展，每日都會投放大量精力及心血在「帶路先鋒」
的活動，以及與推廣「一帶一路」相關的電台節目、報章撰文和交流活
動中，希望可以好好培育具備廣闊視野的下一代。

疫下辦講座助認識「一帶一路」
雖然疫情爆發至今兩年多，不過他認為疫情並無窒礙學生有意慾去認

識「一帶一路」的心，即使在本港未正常通關下，年輕人留在香港，都
可以透過其他方法認識東南亞，如參加「帶路先鋒」舉辦的活動及講
座，年輕人可以透過不同學習渠道，認識大灣區如何將影響輻射至東南
亞市場，以把握未來機遇所在。
對於近日東南亞國家的詐騙風波，陳鳳翔則認為這些東南亞國家的騙

案，無論有否「一帶一路」倡議，這些騙案都會繼續出現。
他亦坦言，由「一帶一路」倡議提出至今，東南亞已有長足發展，對

比40年前深圳當初的發展也是不完善不成熟，但今時今日發展已相當
成熟，所以他認為香港年輕人若可以早些認識「一帶一路」新地區、東
盟等，大家會更容易抓住機遇。
陳鳳翔又透露，由「帶路先鋒」主辦，香港專業及資深行政人員協
會、新界社團聯會、新界青年聯會及多個港澳學術機構協辦的「一帶一
路．與我何干」綜合能力比賽已在6月完滿結束，並挑選了多名學生擔
任「帶路先鋒」大使，將以大使身份積極推廣「一帶一路」及粵港澳大
灣區。

「一帶一路」邁向高質量發展
多年來「幾乎瞓身」推廣「一帶一路」的陳鳳翔感觸地指，「一帶一

路」倡議實際上不局限於貸款、起橋鋪路，亦包括「五通」，即民心相
通、政策溝通、設施聯通、貿易暢通、資金融通，他坦言「一帶一路」
倡議在「十四五」規劃下，定位為「高質量一帶一路發展」，比起以往
倡議再進一步優化，即「一齊發展，你好我好」，所以「一帶一路」計
劃帶來成果正逐步體現。
陳鳳翔又指，「一帶一路」倡議在2013年提出時是新思維，「初期

會講得比較簡單，但經過一次又一次發展，『一帶一路』已逐步邁向成
熟，以往只講『路通、錢通、貿易通』，現時要講『文明、數字、創
新』，所以現時是屬於一種高質量的『一帶一路』發展，由以往摸石過
河，到現時共建命運共同體，中國通過多年來無私奉獻，到今時今日終
開花結果。」

◆◆ 陳鳳翔多年陳鳳翔多年
來 積 極 推 廣來 積 極 推 廣
「「一帶一路一帶一路」」
倡議倡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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