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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香港：重要节点

过去近四十年，香港积极配合国家的改革开放，经济迅速转
型增长。未来四十年，我们还多了“一带一路”这部新引擎，
加大推动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力度。

香港享有“一国两制”独特的双重优势。和外国相比，我们有 
“一国”  之利，受惠于国内的发展和国家给予的优惠政策；和
内地省市相比，我们有“两制”之便。国家的《十三五规划纲
要》指出香港要发挥独特优势，提升在国家经济发展和对外开
放的地位和功能。中央支持香港参与国家的双向开放和“一带
一路”倡议，肯定香港是“一带一路”建设的一个重要节点。
内地与香港企业可以结合各自的优势，“拼船出海”。香港的 
“超级联系人”  作用，既可以协助内地企业“走出去”，同时也
可以引进外地企业， 为“国家所需”发挥“香港所长”。

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 

梁振英

2017 年 5 月 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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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一路”  概览

香港

亚洲

非洲

欧洲

南亚

地中海

印度洋
东南亚

中亚及西亚

跨区合作新平台

“一带一路”  指的是陆上的“丝绸之路经济带”与海上的“21 世
纪海上丝绸之路”，横跨亚洲、欧洲和非洲，涵盖 60 多个国
家和地区，生产总值占全球三成，货物贸易量亦占全球总额
逾三成。预计至 2050 年，八成全球生产总值的增幅将来自 
“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和地区。1

推动区域联系

“一带一路”  旨在促进市场的整合和不同经济体之间的联系，推
动各地区在不同领域的合作，扩展商机，加强人文交流，实现
更深层次的区域发展。

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

5小时
航程覆盖全球
近半人口

丝绸之路经济带

五大合作重点

民心相通

促进人文交流
弘扬友好合作精神

政策沟通

加强政府间的合作
建立政策沟通机制

设施联通

加强基建规划建设
实现设施联通

贸易畅通

消除投资贸易壁垒
构建良好营商环境

资金融通

深化金融合作
推进金融体系建设

“一带一路”
由中国延伸至欧洲，
贯通约60多个国家：
2016年占全球GDP约31%
2016年占全球总人口约62%
2016年占全球货物贸易总额约33%
（摘自中国国家信息中心《“一带一路”贸易合作大数据报告2017》）

本地图仅供参考，实际路线及覆盖地区或有不同。

1. One Belt, One Road: From dialogue to action（《一带一路：由对话到行动》），麦肯锡全球研究所，2015 年 4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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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整体优势

香港具备独特优势，既有特惠安排进入庞大的内地市场，也有
与国际接轨的经贸、商业和司法制度。无论在地理位置、基础
设施和人脉、人才等方面，都有优越条件，足以发挥“一带一
路”的“超级联系人”的作用。

“一国两制”
··香港享有“一国两制”的双重优势。香港靠近内地
市场，货物和服务可以在《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
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CEPA）等优惠政策下进入
内地，拥有“一国”之利。同时，香港的社会制度、
经济制度、法律制度和司法制度与国际接轨，享有 
“两制”  之便。

自由经济
··香港拥有自由开放的市场，资金、货物、人才、
信息自由流通；对外来投资基本上无限制，外商
与本地公司同样享有公平和便利营商的环境，包
括低税率及简单的税制等。

··香港获国际评为全球最具竞争力和最自由的经
济体，包括连续 23 年获传统基金会（Heritage 
Foundation）评为最自由的经济体、自 1996 年
起获菲沙研究所（Fraser Institute）评为最自
由的经济体、获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发展学院 
（Int  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Management  
Development - IMD）评为全球最具竞争力
的经济体。

健全法制
··香港拥有独立及健全的法律制度，奉行普通法；社
会崇尚法治，政府廉洁，商业机构公平竞争。

··香港作为国际商贸及创意中心，有多项法例保护知
识产权，保障投资者和创作人。香港特区政府致力
优化现行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计划在未来两至三
年实施“原授专利”制度和国际商标注册制度（即《商
标国际注册马德里协定有关议定书》）。这将有助香
港发展成为区内知识产权贸易中心。

··香港的普通法制度在国际间得到广泛认受，
有来自不同国家的律师在本港执业，可以作
为亚太区国际法律及争议解决服务中心，为 
“一带一路”  建设提供法律和仲裁服务。

区位优势
··香港是中国的南大门，也是内地改革开放的桥头
堡，长期以来，大量华人华侨取道香港往返国内
外。香港与内地企业合作源远流长，也是东西方文
化交流的重要窗口，为区域交流和商贸合作奠定了
基础。

··香港位处亚太地区中心，拥有完善的海陆空网络，
全球近半人口均在 5小时飞行航程之内，四通八
达，吸引国际人才、跨国公司、国际组织来
港投资设点，拓展香港的国际市场及人
脉网络。

先进基建 
··香港基础设施先进，无论是境内的交通网络，或
是对外的机场、公路和港口设施，建设及管理均
达世界先进水平。香港也是亚太区通信中心，信
息发达，通信基础设施完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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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计、会计 
及税务

建筑工程 
及设计

检测及
认证 能源

航运物流 项目评估 
及设计 法律服务 财务及 

投融资

培训 贸易 科技服务 设施管理及 
顾问服务

图表所列案例仅属香港公司参与“一带一路”及其他国家项目的部份例子，作参考之用。
尚有更多个案，未能尽录。欢迎各方提供其他成功案例，以便日后再版时考虑。

东 
南 
亚

印尼雅加达－万隆 
（雅万）高铁

国际顾问公司的香港分公司为项目
及沿线地区提供总体规划、交通导
向设计、建筑设计、城市设计、景
观设计等顾问服务。

越南“  西贡明珠” 
地产项目

香港集团在胡志明市进行地产发展
项目，包括住宅、商业、购物及娱
乐设施，是市内规模最大的同类型
项目之一，已发展至第三期。

文莱大摩拉岛 
跨海大桥

国际顾问公司的香港分公司负责项
目的详细设计，包括跨海大桥以及
连接的双向四车道公路。服务还包
括沿线供水工程、管道工程和机电
工程。

泰国Lopburi 
太阳能电厂

香港的能源公司负责太阳能电厂的
设计、建造及运营。

马来西亚运输物流公司 
利用香港集资

总部设于马来西亚，提供全面国际
空运、运输及仓储服务的运输物流
公司，2016 年在香港交易所上市集
资，拓展业务。

新加坡精品酒店业务公司 
利用香港集资

经营精品酒店业务的新加坡公司
2014 年在香港交易所的创业板上
市集资，并扩展业务至东南亚其他 
国家。

马来西亚清真食品认证 

香港公司与马来西亚伊斯兰宗教事
务部合作，协助内地企业取得马来
西亚清真认证，将清真食品外销至
各地。

柬埔寨交易广场 

国际顾问公司的香港分公司为项目
担任独立的消防安全规范和消防工
程顾问。

印尼液化天然气开发 

香港公司在印尼马都拉海峡装设导
管架及井口平台，进行液化天然气
开发。

柬埔寨机场扩建 

国际顾问公司的香港分公司为所有
机场系统提供概念和详细设计服
务，包括登机和离境控制、信息及
通信科技、安全、行李处理系统等。

泰国乌隆公路养护项目 

香港公司为项目提供沥青混合料搅
拌设备及技术服务。

马来西亚－新加坡捷运 
工程研究

项目将连接新加坡与马来西亚南部
的新山市，由国际顾问公司的香港
分公司负责建筑、工程研究和详细
设计。

菲律宾液化天然气设施 

国际顾问公司的香港分公司负责规
划陆上液化天然气接收设施，包括
现场条件的总体评估、地质、地震
和海洋环境的潜在风险等。

越南岘港市新住宅区 
抗御水灾解决方案

国际顾问公司的香港分公司负责研
究气候变化所致的水土流失对新住
宅区的影响、新住宅区城市规划分
析、如何提高新住宅区对城市洪水
的抵御能力等。

老挝 Xe Pian–Xe Namnoy 
水电项目

国际顾问公司的香港分公司担任位
于老挝南部，容量为 410 兆瓦的 Xe 
Pian - Xe Namnoy 水电项目的主技
术顾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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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国曼谷 MRT 蓝线 
北段工程

MRT 蓝线是曼谷首条地铁线。国际
顾问公司的香港分公司为项目的首
席顾问，负责从投标到施工阶段的
全面工程设计。

越南永新 (Vinh Tan) 
三期燃煤电厂项目

该项目由香港的电力公司与越南的
电力公司共同拥有，香港的电力公
司负责主导项目发展。

菲律宾香港建筑设计公司 
开拓东南亚市场

香港建筑设计公司积极发展东南亚
市场，最新项目是负责设计及规划
占地 407 公顷的“新马尼拉湾国际社
区”填海土地开发项目。

泰国提供智慧电子学习平台 

香港科技公司研发智慧电子学习平
台，运用游戏化、自适应智慧化，
以 VR（虚拟实境） / AR（增强现实）  
形式，为当地学童提供英语及对外
汉语电子学习方案。

越南经营水产养殖场及 
出口相关产品

香港公司在当地经营水产养殖场，
并拓展出口市场至东南亚各地。

南 
亚

巴基斯坦真纳光伏产业园   

香港船务公司为该产业园提供海陆
物流综合统筹服务，将数千个标准
集装箱的太阳能发电板及电池组合
等设备，由内地郑州运送至巴基斯
坦进行安装。

斯里兰卡汉班托特国际机场   

国际顾问公司的香港分公司担任项
目的主设计师，提供的服务包括评
估机场发展、未来扩展需求、分期
开发、终端使用者和运营各方需求。

巴基斯坦塔尔煤田二期 
（Thar II）

香港的律师负责促成矿业公司和
电力公司参与巴基斯坦塔尔煤田
二期（Thar   II）项目，并提供法律 
服务。

印度马哈拉施特拉邦 
风电项目

香港的能源公司在印度投资及运营
多个风电项目，包括位于马哈拉施
特拉邦，是当地风电站中规模最大
的 Andhra Lake 风电场。

孟加拉垃圾处理及 
绿色运输项目

香港科技公司为项目提供能源运营
效益、垃圾处理及绿色运输的顾问
服务。

印度The    Capital 项目 

香港建筑设计公司负责为该现代化
商业办公大楼项目提供设计服务，
规划办公室、零售及其他配套空间。

孟加拉卡纳普里河隧道   

国际顾问公司的香港分公司为项目
提供技术咨询、环境影响报告；评
估公私合作的可能性及收费率；制
定采购策略、实施和操作维护计
划、审查初步设计及财务模型等。

印度金莱地铁项目 

国际顾问公司的香港分公司担任项
目可行性研究、详细设计和施工的
总体顾问。

印度孟买国际机场   
二号航站楼

国际顾问公司的香港分公司负责为
项目作运营准备，使航站楼能够顺
利启用，维持全天候运作。

孟加拉  SUNRISE 环境项目 

国际顾问公司的香港分公司为项目
提供技术支援，包括准备设计图
纸、监督施工和翻修工程等，以改
善当地公厕设施及卫生环境。

巴基斯坦Karot 水电项目 

国际顾问公司的香港分公司伙拍中
国和当地顾问，为项目提供工程 
服务。

孟加拉跨境贸易商务平台 

国际顾问公司的香港分公司为平台
进行可行性研究，提供一个完整的
商业计划及贸易分析等。

印度省道建设项目 

香港工程公司负责为铺设该路段提
供沥青混合料搅拌设备及技术服务。

印度中央邦东西横贯公路 

国内大型建筑公司的香港分公司参
与有关的建造工程，包括将原有的
两线公路扩建及铺建全新的四线公
路；兴建不同的桥梁、排水渠、收
费站和路标等。

中 
东

阿曼杜科姆  （Duqm）  市 
规划

国际顾问公司的香港分公司为项目
提供城市总体规划、市场和技术可
行性研究、战略环评、可持续评
估、概念设计，以及旅游、交通及
排污的规划服务。

阿联酋设立主权财富基金   

香港律师为内地与阿联酋首个共同
建立的主权财富基金提供法律咨询
服务。

沙特阿拉伯利雅得地铁 

国际顾问公司的香港分公司担任项
目的首席设计师，负责设计利雅得
地铁当中的 3条路线。

阿联酋为投资者提供 
会计及税务服务

国际会计咨询公司的香港办事处为
一家区域总部设于阿联酋的内地能
源企业，提供在中东及北非地区的
税务合规和监管服务。

阿联酋中东铁路 

国际顾问公司的香港分公司为在设
计建造阶段中的阿布扎比铁路工程
提供招标服务。

阿联酋迪拜歌剧院 

国际顾问公司的香港分公司为项目
提供建筑和工程设计服务。

卡塔尔大型水库建设   

国际顾问公司的香港分公司为项目
提供设计管理、设计审查、项目管
理和合同管理服务。

阿联酋朱美拉棕榈岛   

棕榈岛是世界上最大的人造岛屿。
国际顾问公司的香港分公司担任项
目管理和基建工程顾问。

以色列以色列铁路 
财务管理监督

国际顾问公司的香港分公司为以色
列铁路有限公司提供财务管理监督
服务，也为其他铁路项目规划提供
建议。

阿联酋电站扩建工程    

国际顾问公司的香港分公司为项目
提供工程咨询服务，包括为已竣工
的和待招标扩建的现场进行勘测、
调研、设计，并就招标、投标、评
标、合同签订、施工单位管理等提
供建议。

中 
亚

哈萨克斯坦供水和污水   
处理项目

国际顾问公司的香港分公司为项目
进行改造和现代化作技术评估，包
括社会经济资料、组织和机构审
查、私营部门参与、费率设定和补
贴政策、支付能力和抵御气候变化
等基线研究。

哈萨克斯坦阿斯塔纳   
轻轨项目

香港铁路公司的培训学院正与当地
轻轨项目的运营者商讨，为该项目
的铁路人员提供专业培训课程。

哈萨克斯坦环保节能 
产品贸易

香港的节能照明产品公司向当地建
筑公司提供节能照明产品。

东 
北 
亚

蒙古T  avan Tolgoi 
燃煤发电厂

国际顾问公司的香港分公司为项目
提供环境和社会影响评估，有关项
目会为蒙古南部戈壁地区的居民和
现有矿场输送电力。

俄罗斯涅林格里 
（Ner  yungri） 水厂项目

国际顾问公司的香港分公司为项目
编制全面的可行性研究，并制定 3
年优先投资计划，可用于相关金融
机构对该项目的评估及投资验证。

蒙古开发建筑 
热能方案

国际顾问公司的香港分公司参与开
发及改进独立房屋建筑的保温措
施，减少能源消耗，协助改善蒙古
的空气污染问题。

俄罗斯卡卢加机场和跑道   

香港工程公司为项目提供沥青混合
料搅拌设备及技术服务。

俄罗斯莫斯科 Plot9 

国际顾问公司的香港分公司与当地
公司合作，负责项目设计。



香港在“一带一路”的足迹

非洲

香港

亚洲

南亚

印度洋

东南亚

中亚及西亚
欧洲

地中海

波兰华沙“金色阶梯” 
市中心综合体
此多功能开发项目包括影院、商场、办公区及
玻璃屋顶公园，由国际顾问公司的香港分公司
提供结构、岩土、土木、建筑和交通咨询等 
服务。

阿联酋迪拜哈利法塔 
哈利法塔大楼幕墙共 125,000 平方米，幕墙的
设计需可承受高风压及能隔离高达摄氏 45 度
的高温。国内大型建筑公司的香港分公司参与
为哈利法塔提供幕墙设计、供应、安装及项目
管理服务。

阿联酋 The Pad 项目
香港建筑设计公司负责提供设计服务，有关项
目将提供 200 余个住宅单位、泳池和花园等
配套设施。

阿曼铁路
该铁路长约 210 公里，包括隧道、高架、
客运站、货运设施、仓库和车厂。国际顾问
公司的香港分公司协助项目承建商准备招标 
文件。

哈萨克斯坦集中供热工程
国际顾问公司的香港分公司为哈萨克斯
坦阿拉木图市的供热项目编制可行性研
究，以评估该项目的可融资性，如前期融
资和发放建设补助金等方案。

巴基斯坦卡拉奇至 
拉合尔高速公路
项目是“一带一路”中巴经济走廊的重点建
设之一，建成后将成为连接中国和中亚国
家通往巴基斯坦卡拉奇和瓜达尔港的交通
干线。香港工程公司负责项目中“阿卜杜勒
哈基姆至拉合尔”段的建设，为铺设该路段
提供沥青混合料搅拌设备及技术服务。

投资及经营东非吉布提港
东非吉布提港位于亚丁湾西岸，面对红海南
大门曼德海峡，是国际航运主航道的必经之
地，可辐射东非、中东、红海及印度西岸地
区。经营总部设于香港的航运及投资集团投资
参与当地码头的运营业务，并与当地企业成立
合营公司，开发港口自贸区及参与运营管理。

印度德里孟买工业走廊
国际顾问公司的香港分公司为印度托莱拉
特别投资区提供全面的项目规划和管理服
务，包括供水、排污、道路、高速公路、
电力和铁路等。

电商物流方案覆盖 
俄罗斯及中亚市场
香港物流公司为电商卖家提供涵盖海空运订
舱、海外仓储、当地邮政快递、本地化售前售
后服务的完整物流方案，缩短了运输时间。例
如由中国出口至俄罗斯线路的运输时间由原来
的 30-45 天缩短至最快可于 5-7 天内送达。

建造及运营内地铁路项目
香港的铁路公司以合营或全资子公司的模式，
在内地城市参与投资及建造铁路项目，并在项
目完成后负责运营有关项目。

投资及管理内地机场
香港的机场管理公司投资内地机场、参与机场
管理，并为多个机场提供顾问和培训服务。

新加坡 
Sandcrawler 项目 
香港的园境设计公司为
Sandcrawler 项目提供园境
设计服务。

尼泊尔国家武警学院
香港建筑设计公司获中国商务部任命，为该援
建项目担任施工监理，负责管理设备和采购材
料、审批施工组织设计、质量检查等。

东南亚跨境物流联运 
香港物流公司扩展其贯通东盟各国的跨境陆路
运输网络，成功例子包括协助客户把原材料由
中国昆明直接经“昆曼公路”运送至泰国曼谷
的工厂。相比传统的运输模式 ( 即由昆明经陆
路至广东，再经海路至曼谷 )，新方案将运输
时间从两星期大幅缩短至少于四天。

斯里兰卡科伦坡集装箱码头
国际顾问公司的香港分公司伙拍中国航运集
团的香港总部和当地企业，担任项目的顾问
工程师，为开发、设计和施工监理提供工程
咨询服务。

菲律宾布尔戈斯 (Burgos) 
风电项目
项目是菲律宾最大的风电场，提供大约可供两
百万个家庭使用的电力。国际顾问公司的香港
分公司参与该项目并担任工程师，项目设计需
要克服在台风等恶劣天气下运营的情况。

香港在“一带一路”及其他国家 
投资和提供各类专业服务

A. Aleksandravicius / Shutterstock.com

Alexander A.Trofimov / Shutterstock.com

Mohammed Tareq / Shutterstoc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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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东 
欧

保加利亚供水和污水 
处理项目

国际顾问公司的香港分公司为保加
利亚蒙大拿州一小镇新建的供水和
污水处理系统，提供设计审查和现
场监管服务。

波兰K  ukinia 和 
Tychowo 风电场项目三期

国际顾问公司的香港分公司负责监
控两个风电场的运营，为期两年。

格鲁吉亚哥里市风电场 

国际顾问公司的香港分公司为当地
第一个风电场，提供尽职调查服务
及独立的能源输出评估。

乌克兰基辅市 
Sky Towers

香港建筑设计公司为项目提供设计
服务。 Sky Towers 是东欧其中一座
最高及最华丽的商业建筑。

波兰波兰华沙至 
格丁尼亚段铁路

国际顾问公司的香港分公司为当地
铁路基础设施提供改造及现代化的
可行性研究。

阿尔巴尼亚高速公路 
公私合营模式研究

国际顾问公司的香港分公司为项目
进行交通规划，包括需求和收益预
测、高速收费策略、优化方案、资
料收集和分析、社会经济资料审
查、基准年的模型开发和验证等。

波兰燃气供热供电厂   

国际顾问公司的香港分公司为拟配
置 400 兆瓦联合循环燃气轮机的综
合供热供电厂项目提供尽职审查。

乌克兰有 5 万多个座位的 
顿巴斯竞技场

国际顾问公司的香港分公司提供建
筑设计、 结构和声学咨询服务。

北 
非 
及 
地 
中 
海

埃及亚历山大港 

香港码头运营公司与当地公司成立
合资企业，经营港口的集装箱码头 
业务。

土耳其伊斯坦布尔 
Kumport 码头

国际集装箱航运集团的香港分公司
联同其他航运公司组成合营公司，
收购 Kumport 码头，该香港公司占
26%实际股权。 

希腊雅典 
比雷埃夫斯港

国际集装箱航运集团的香港分公司
与当地签署经营权协议，经营和发
展比雷埃夫斯港的部分码头。

土耳其科尼亚蝴蝶园 

是土耳其首个蝴蝶博物馆。国际顾
问公司的香港分公司提供建筑设计
及基础设施和幕墙等多个领域的工
程设计。

其 
他 
地 
区

澳洲墨尔本都市铁路 

香港的铁路公司参与运营及管理澳
洲墨尔本都市铁路。

瑞典斯德哥尔摩地铁   

香港的铁路公司参与运营及管理瑞
典斯德哥尔摩地铁，及来往斯德哥
尔摩和歌德堡的高速铁路服务。

英国伦敦 Crossrail 
（伊利莎伯线）的列车服务

香港的铁路公司获得英国 Crossrail  
（伊利莎伯线）  的列车服务专营权。

香港优势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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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金融中心

香港金融市场的特色是流通量高，没有外汇管制，不论股票、期
货、黄金以至外汇等市场均十分活跃 ；金融监管规例符合国际标
准，既有效也具透明度。香港可以为本地和海外（包括“一带一
路”沿线的国家和地区）的客户及投资者提供各类投融资产品及
金融服务，包括集资、融资、资产管理、风险管理和保险服务
等，并协助拓展人民币服务，推动人民币国际化。

多元化投融资渠道
··香港有超过 150 家国际及本地持牌银行，以及超过
40 家有限制牌照银行和接受存款公司等其他金融
机构，提供多元化的融资管道。在全球排名 100 以
内的银行中，有 70 家在港营业。中资银行在香港
也有广泛的业务网络，目前在港运营的中资银行及
代表处，合共 32 家。

··过去 10 年，香港股票市场的首次公开招股（IPO）
的集资额均位列全球前五位。2016 年香港新股上
市集资总额达 1,948 亿港元，集资额属全球第一。
除上市外，其他的融资管道还有银团贷款、私募基
金、债券等。

··自 2009 年起，国家财政部每年在港发行国债，而
来自内地及世界各地的企业与金融机构也借助香港
作为平台筹集人民币资金。

··“一带一路”  沿线有不少伊斯兰国家，对伊斯兰金
融服务的需求有增无减。香港已先后三次成功发
行伊斯兰债券，可以在伊斯兰金融方面担当重要 
角色。

全球离岸人民币业务枢纽
··凭借国际金融中心的优势，以及与内地有紧密经贸
联系的独特条件，香港是全球规模最大的离岸人民
币业务枢纽，提供多元化的投资、融资和风险管理
产品，处理超过 70%的离岸人民币交易。

··香港亦拥有全球最大的离岸人民币资金池；截至
2016 年 5 月，规模达 8,240 亿人民币（9,770 亿港
元），占全球离岸人民币资金池约 50%。

与内地资本市场互联互通
··沪港通及深港通分别于2014年11月及2016年12月
开通，推动内地与香港资本市场的互联互通。

··香港和内地正研究推行“债券通”，允许境外资金通过
香港买卖内地债券。这将有助进一步开放内地资本市
场，同时增加本港债市流动性，进一步巩固香港国际
金融中心的地位。

国际资产管理、风险管理和 
跨国企业财资中心
··香港是亚洲区内最大的资产管理中心之一。2015
年，香港的基金管理业务合计资产约 17.4 万亿港
元。香港特区政府于 2016 年修订法例，允许在香
港经营集团内部融资业务的企业，在符合指明条件
的情况下，扣除利息支出，及将适用于合资格企业
财资中心的利得税税率减半，以吸引跨国及内地企
业在香港集中其财资管理。

··香港是全球最开放的保险业中心之一，为资产和财
富管理提供更多元化的选择。截至 2016 年底，本
港共有142家认可的保险公司和18家再保险公司，
当中 87 家在香港注册成立，其余则在内地或海外
国家注册成立。

··愈来愈多内地企业在“一带一路”策略下“走出去”，
香港将继续鼓励内地企业在香港成立专属自保公
司， 为其在“一带一路”策略下扩充的海外业务安排
保险，以完善企业的风险管理。

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亚投行）成员
··亚投行于 2017 年 3 月 23 日宣布，批准香港的申
请，待缴付第一期实缴股本后，香港会正式成为亚
投行的新成员。作为亚投行成员，香港可以为亚投
行提供各样的投融资服务，更可进一步巩固本身国
际金融中心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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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物流、航运
和交通枢纽

香港是国际物流中心及贸易中心，配备先进的信息科技与通信网
络，海运及空运航线遍及全球，是世界最繁忙、最高效率的交通
枢纽之一。香港可以为“一带一路”沿线企业，提供全球供应链
管理等高端物流服务。

空运
··香港国际机场屡获殊荣，是全球最繁忙的机场之
一，和 40 多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有空运往来。
2016年，香港国际机场处理了 7,052 万旅客人次、
452 万公吨货物，飞机起降 41 万架次，已连续七
年为全球最繁忙的航空货运机场。

··香港机场管理局已展开香港国际机场三跑道系统的
工程，完成后机场货运量会增至每年 900 万公吨，
进一步巩固香港作为国际物流中心的地位。

··香港已经与 42 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签订了民航
运输协定或国际民航过境协定，同时会继续争取与
沿线其他民航伙伴商讨新的民航运输协定及扩充现
有的民航安排。

··香港机场管理局以股份投资方式，购买杭州萧山机
场部份资产，参与机场管理，并与珠海机场、上海
虹桥国际机场成立合营公司管理全部或部份机场业
务，还为北京首都国际机场、上海浦东国际机场和
广州白云机场提供顾问和培训服务。

航运及港口
··香港港口航线遍达全球 470 多个目的地，包括 40
多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是区内的运输物流枢
纽。2016 年，香港港口的集装箱吞吐量达 1,981 万
个标准箱，全球排名第五。

··香港港口有处理各类轮船，包括超大型集装箱船的
丰富经验，相关配套如海港管理、基建、清关安
排，以至法律、仲裁、保险服务等均具有极高竞争
力。香港特区政府已成立香港海运港口局，与航运
业界携手制定海运及港口策略和措施，以推动香港
海运业及港口长远发展。

··香港的码头运营商已于海外地区，利用其经营港口
的丰富经验，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提供港口服
务，包括在东南亚、中东和地中海等地投资港口、
扩展运营。

铁路及道路
··香港对投资、建设和运营铁路富有经验，可以协助 
“一带一路”  沿线铁路项目的发展。例如，香港铁
路有限公司以合营或全资子公司的模式，在内地多
个城市参与投资和建造铁路项目，并在项目完成后
负责有关运营；也有在英国、瑞典和澳洲等地以专
营权模式运营铁路服务。2016 年 12 月，该公司与
中国铁路总公司签署战略合作意向书，重点围绕境
内外高速铁路项目的建设、运营和相应综合物业开
发，以及铁路专业人员培训。

··高铁香港段连接总长度达 16,000 公里的国家铁路
网，目标完工日期为 2018 年第三季。全长 26 公里
的高铁香港段能大幅缩短往来香港及内地主要城市
的行车时间，巩固香港作为中国南大门的策略性地
位，加强香港与内地的社会和经济联系，为香港的
中、长期发展注入动力及创造新机会。

··道路交通方面，预计港珠澳大桥通车后，货物由内
地的珠海到香港葵青集装箱码头的行车时间，将由
目前的 3.5 小时缩减至 65 分钟；同时，香港赤鱲
角机场与珠海之间的行车时间也由 4 小时缩减至
45 分钟，大大增加香港现代物流业的商机。

··此外，香港不断加强与内地的跨境交通基建设施，
以促进长远经济发展和区域合作。现时正在兴建莲
塘 / 香园围新口岸，预计在 2018 年落成，成为香
港与内地之间的第七个陆路口岸。新口岸直接接驳
深圳高速公路“东部过境通道”，经“深惠高速”及 
“深汕高速”  直达广东东部和邻近省份（福建、江西
等），对加强区域整体合作具有策略性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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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科技

香港拥有优厚条件进一步推动创新科技和“再工业化”，发展占
地少但高增值的创科产业。香港是亚洲重要物流、金融、贸易和
信息枢纽，也有先进的通信及科技设施、完备的法律和知识产权
保障制度，加上香港多家国际认可大学高水平的理工科教学和研
究能力，可以为“一带一路”沿线地区，提供科研支援。

政府投放资源
··大力支持本地研发，先后设立香港科学园、数码
港，另有五所研发中心与工商业界密切合作。香港
特区政府亦已成立“香港创新及科技基金”、“专利
申请资助计划”和“新科技培训计划”等，资助研发
活动，鼓励和协助香港企业提升科技水平、生产力
及竞争力。

··会投放超过 180 亿元发展创新创科产业，包括扩建
科学园、在将军澳工业邨开发先进制造业中心及数
据技术中心，以推动智能生产和高端制造业，建设
香港为连通的智慧城市，培育创科人才等。

··鼓励大学及私人企业进行研发，支持初创企业和帮
助中小企升级转型。例如，2016 年设立 20 亿元“院
校中游研发计划”，鼓励学术研究，用投资收入资
助大学进行更多中下游及应用研究；设立 20 亿元 
“创科创投基金”  ，以配对形式与私人风险投资基金
共同投资本地初创企业；并成立 5亿元“科技券计
划”，协助中小企利用科技提高生产力及升级转型。

产业提升
··不少香港企业和工业家已成功转型升级，利用智能
化设计、生产和管理系统，在产品开发、设计、
工艺方面，均能做到原创和世界领先标准。他们以
“香港管理、内地生产、海外销售”的方式经营，
结合香港的高端增值服务，包括融资、物流和专
业服务，拓展海外（包括“一带一路”沿线地区）的 
市场。

··香港检测认证业具备丰富的国际贸易经验、高度
诚信和技术水平，能够支援本地、内地和“一带一
路”沿线国家的企业进行质量建设和提升。例如，
香港的检测认证服务为海外买家在区内采购的产品
提供质量和安全保证，支持区域贸易和保障研发 
水平。

与内地和海外合作
··国家科技部已在 6所本港大学建立了 16 所“国家
重点实验室伙伴实验室”和 6所“国家工程技术研
究中心香港分中心”，在多个领域进行研发。

··香港与以色列于 2014 年 2 月就产业研发的双边合
作签署了谅解备忘录。

··美国麻省理工学院于 2016 年 6 月在香港成立首个
海外创新中心。

··世界顶尖的医科大学卡罗琳医学院于 2016 年 10 月
在香港成立首家海外复修医学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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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端专业服务

“一带一路”  沿线地区对高端专业服务需求殷切，而香港的专业
人才可以在融资并购、专业咨询、法律、工程建造及管理、项目
策划及发展、人才培训等多方面提供优质服务，可以支援内地企
业的对外发展计划。

金融服务
··香港有超过 24,000 家机构和超过 220,000 人从事
金融及保险业务，可以在项目融资、发债、投资、
并购和募股、财务管理和外汇管理等多方面提供一
流跨国服务。

专业咨询
··香港有超过 5,000 家会计服务及税务顾问公司，在
市场进入评估、企业融资及交易结构、企业管治及
税务咨询、合规及审计、风险评估及配置等多方面
皆拥有与国际投资者、贷款人和公营机构合作的丰
富经验。此外，还有超过 800 家管理顾问公司，为
各类企业提供咨询服务。

法律及争议解决服务
··香港有超过 850 家本地律师事务所及 70 多家国际
律师行，万多名本地和来自不同国家的律师和大律
师注册执业，熟悉世界各地的法律及规管情况。

··这些法律专才可以在项目谈判、拟订合约及合约管
理、尽职调查等多方面提供优质服务。

··香港有健全独立的司法制度，一直是区内争议解决
服务的中心。香港国际仲裁中心获伦敦玛丽皇后大
学公布的《2015 年国际仲裁调查》评为欧洲以外最
理想的调解地点。在香港所作的仲裁裁决，可根据
《纽约公约》在超过 150 个司法管辖区（包括美国、
日本、新加坡及韩国等主要贸易伙伴）执行，以及
根据《相互执行仲裁裁决的安排》在中国内地执行。

项目策划及发展
··香港工程业界在策划和管理大型项目方面享负盛
名，具备国际认可的技术、项目管理及顾问的专业
知识，尤擅于管理兴建、运营、转移（BOT）项目，
与内地及国际基建公司有深厚合作基础。

··香港的工程顾问公司，包括国内外公司在香港设立
的分公司，自 1990 年代开始参与“一带一路”沿线
国家的工程项目，为东南亚、南亚、中亚、中东、
非洲和欧洲各地项目提供可行性研究、设计、工程
监督等服务，国际经验丰富。

··国家商务部于 2015 年委聘香港的工程顾问公司负
责监理在尼泊尔的援外先导工程。有关基建项目经
历 2015 年的尼泊尔大地震后基本完好无损，充分
体现香港专业服务的优良素质。

建筑及建造工程
··香港现时有超过 2,300 家建筑、测量及工程服务公
司，所聘用香港的专才具备国际认可的技术，更拥
有丰富的项目管理及专业知识，与内地及国际基建
公司有多年合作经验，足迹遍布全球。

··香港在建造、运营和管理公路、铁路、机场、港
口、供电、供气等基建方面的水平均符合国际标
准，可以作为“一带一路”基建项目支援基地。

··香港的能源公司已在泰国、印尼、越南等“一带一
路”沿线国家投资和兴建多家发电厂，并运营至
今。香港也有工程企业伙拍内地的大型建筑企业，
参与建造公路，近期更成功获得“一带一路”重点
项目“中巴经济走廊”其中一段公路工程的合约。

人才培训
··香港的大学提供优质课程。在 Quacquarelli 
Symonds Limited（QS）2016/17 年世界大学排名
（QS World University Rankings）中，香港大学排
名亚洲第二位，而在世界 200 所最佳大学的排名
中，香港也占 5 席。香港的商学院在国际享负盛
名，其中香港科技大学及美国西北大学 Kellogg 管
理学院合办的行政人员工商管理硕士课程（EMBA）
更排名全球第一位。

··香港铁路有限公司于 2016 年 11 月成立了港铁学
院，专门培训铁路管理及运营人才；现时正与数个 
“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的铁路运营者探讨提供专业
培训课程的可行性。

··香港机场管理局成立了香港国际航空学院，培训本
地及区内的航空界人才，并于 2016 年 12 月与法国
国立民用航空学院签订协议合办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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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广“一带一路”的工作

自“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香港特区政府各政策局和部门在
各自的政策范畴推行新政策和措施，推动香港参与“一带一路”
建设。

香港特区政府
制定香港参与“一带一路”的策略和政策
··为更好地推展“一带一路”工作，行政长官于 2016
年成立“一带一路”办公室并委任“一带一路”专员，
就制定和执行“一带一路”策略提供建议和意见。
由行政长官领导的“一带一路”督导委员会亦于同
年成立，负责制定香港参与“一带一路”的策略和
政策。

加强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联系和合作
··行政长官及多位司局长多次率团到访“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包括东盟、南亚、中东、中亚和欧洲
等地，进行交流和考察活动，并与当地政府、机构
和业界商讨加强和落实不同领域的合作，包括政
策沟通、经贸金融、艺术文化、青年政策、教育和 
科研等。

··香港特区政府于内地和海外的经济贸易办事处（经
贸办）会进一步推动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
区的经贸联系和交流。内地方面，继 2016 年在山
东、湖南和河南开设联络处后，亦在 2017 年加设
了天津、浙江、广西和陜西的联络处。海外方面，
于 2016 年设立雅加达经贸办，并正筹备设立驻首
尔经贸办和展开在印度、墨西哥、俄罗斯、南非和
阿联酋五国设立经贸办的前期工作。

促进贸易和投资
··香港特区政府正加紧完成与东南亚国家联盟谈判的
自由贸易协定，亦已展开与其他贸易伙伴的自由贸
易协定谈判。促进和保护投资协定方面，香港至今
与 19 个经济体签订了协定，并与巴林、墨西哥、
缅甸和阿联酋完成了谈判，亦会继续与其他“一带
一路”沿线国家进行或展开相关谈判。

··香港与贸易伙伴签订了 37 份全面性避免双重课税
协定，当中包括了多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香
港亦先后与四个“一带一路”沿线经济体包括印度、
新加坡、泰国和马来西亚签订互认“认可经济营运
商”计划，让企业享有通关便利。

支援专业服务
··香港特区政府在 2016 年 11 月推出“专业服务协进
支援计划”，支持香港专业服务业加强与境外市场 
（包括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交流和合作。

香港贸易发展局
··香港贸易发展局是推广香港产品及服务贸易的法定
机构，于全球 46 个商业中心设有办事处，其中 13
个位于内地。

··于 2015 年推出了“一带一路”信息网站，协助业界
掌握有关国家的概况、投资信息、个案分析，并为
业界提供会计、法律、风险管理等咨询及业务配对
服务。

··组织各类考察团或访问团，让香港商界和专业服务
团体前往内地及“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行投资考
察和访问交流，并在香港和外地举办高峰论坛、研
讨会、专题展览等，促进彼此合作。

投资推广署
··致力推广香港的营商优势，鼓励外地企业以香港为
据点发展业务。该署已经与马来西亚、泰国、菲
律宾、印尼及蒙古等签订了投资推广合作谅解备忘
录，旨在交换投资环境及投资信息、分享投资推广
经验及合作举办商务活动等。

基建融资促进办公室
··由香港金融管理局于 2016 年成立，通过邀请不同
的机构加入成为合作伙伴，并举办培训工作坊、高
层研讨会、投资者圆桌会议等，提供平台汇聚主要
持份者共同合作，参与大型基建投资及融资。

··合作伙伴超过 60 个，包括来自内地、香港和海外
的多边金融机构及发展银行、公营机构投资者、
私营机构投资者、资产管理公司、银行、保险公
司、基建项目发展及运营商、专业服务公司和国际 
商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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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与“一带一路”
国家的人文交流
香港特区政府非常重视与“一带一路”沿线人民的“民心相通”工
作，联同半官方组织和民间团体，发展与各地人民的友好关系，
包括设立“一带一路”奖学金，促进教育、文化、旅游和青年等方
面的民间交流。香港特区政府并将审视放宽对相关国家的就业、
求学、旅游等的签证要求。

来源 : 香港大学

教育
··香港特区政府设立了“一带一路”奖学金，资助“一
带一路”沿线国家学生来港升学，并推出交流资助
计划，鼓励和资助有经济需要的本地专上学生到 
“一带一路”  地区交流。香港特区政府亦会继续举
办前往“一带一路”沿线内地省市的学生内地交流
计划，增加拨款和逐步在国际考试中加入“一带一
路”沿线国家语言考试，以鼓励学生学习“一带一
路”沿线国家语言，并资助非政府机构举办“一带
一路”主题交流活动，让学生认识“一带一路”。

青年
··香港特区政府于 2016 年推出“一带一路”交流资助
计划，以配对方式资助注册非牟利机构或法定团体
举办以年龄介乎15-29岁的香港青年人为对象的“一
带一路”沿线国家交流项目；并积极将双边工作假
期计划扩展至“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使香港的青
年人能藉着在这些国家短暂生活，体验当地文化风
俗和扩阔视野。

文化
··香港特区政府通过签订文化合作諒解备忘录，与多
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推广和加强在文化艺术方
面的交流和合作，也会在香港、内地和海外举办表
演、展览、研讨会和论坛等活动，推广香港艺术及
文化；同时吸引世界各地（包括“一带一路”沿线国
家）的艺术家和艺团在香港举办表演和展览活动，
以及参与研讨会、论坛等文化艺术交流活动。

旅游
··香港特区政府会继续与内地各省市合作推广“一程
多站”旅游产品，以吸引“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
旅客；并积极推动邮轮旅游业的区域合作，结合邻
近港口的财政资源，发挥协同效应，以吸引更多国
际邮轮到区内港口。此外，亦会通过不同活动，鼓
励香港旅游业界开拓“一带一路”沿线地区的旅游 
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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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络表

I. 政策局及部门

政策局及部门 电话 电邮

“一带一路”  办公室 852-3655 4819 enquiry@bro.gov.hk

财经事务及库务局 (http://www.fstb.gov.hk/) 852-2810 3824 info@fstb.gov.hk

商务及经济发展局 (http://www.cedb.gov.hk/) 852-3655 5453 -

 -  工商及旅游科 (http://www.cedb.gov.hk/citb/) 852-3655 5170 citbenq@cedb.gov.hk

 -  通讯及创意产业科 (http://www.cedb.gov.hk/ccib/) 852-3655 5595 ccibenq@cedb.gov.hk

发展局 (http://www.devb.gov.hk/) 852-3509 8800 devbenq@devb.gov.hk

运输及房屋局 (http://www.thb.gov.hk/) 852-3509 7199 enquiry@thb.gov.hk

创新及科技局 (http://www.itb.gov.hk/) 852-3655 4787 itbenq@itb.gov.hk

环境局 (http://www.enb.gov.hk/) 852-3509 8639 enquiry@enb.gov.hk

民政事务局 (http://www.hab.gov.hk/) 852-3509 8095 hab@hab.gov.hk

教育局 (http://www.edb.gov.hk/) 852-2891 0088 edbinfo@edb.gov.hk

政制及内地事务局 (http://www.cmab.gov.hk/) 852-2810 2059 cmabenq@cmab.gov.hk

保安局 (http://www.sb.gov.hk/) 852-2810 2327 sbenq@sb.gov.hk

投资推广署 (http://www.investhk.gov.hk/) 852-3107 1000 enq@InvestHK.gov.hk

办事处 电话 电邮

II.  香港特区政府驻外办事处

办事处 电话 电邮

驻北京办事处 
(http://www.bjo.gov.hk/)

86-10- 6657 2880 bjohksar@bjo-hksarg.org.cn

 -  驻辽宁联络处 86-24-3125 5575 lnlu@bjo.gov.hk

 -  驻天津联络处 86- 22-5830-7884 tjlu@bjo.gov.hk

驻粤经济贸易办事处 
(http://www.gdeto.gov.hk/)

86-20-3891 1220 general@gdeto.gov.hk

 -  驻深圳联络处 86-755-3395 5852 szlu@gdeto.gov.hk

 -  驻福建联络处 86-591-8825 5633 fjlu@gdeto.gov.hk

 -  驻广西联络处 86-771-2611-228 gxlu@gdeto.gov.hk

驻上海经济贸易办事处 
(http://www.sheto.gov.hk/)

86-21-6351 2233 enquiry@sheto.gov.hk

 -  驻山东联络处 86-531-8880 7137 sdlu@sheto.gov.hk

 -  驻浙江联络处 86-571-2809 3787 zjlu@sheto.gov.hk

驻成都经济贸易办事处 
(http://www.cdeto.gov.hk/)

86-28- 8676 8301 general@cdeto.gov.hk

 -  驻重庆联络处 86-23- 6262 2995 cqlu@cdeto.gov.hk

 -  驻陕西联络处 86-29-8720 4883 snlu@cdeto.gov.hk

驻武汉经济贸易办事处 
(http://www.wheto.gov.hk/)

86-27-6560 7300 enquiry@wheto.gov.hk

 -  驻河南联络处 86-371-5361 2524 halu@wheto.gov.hk

 -  驻湖南联络处 86-731- 8993 2546 hnlu@wheto.gov.hk

经济贸易文化办事处（台湾） 
(http://www.hketco.hk/)

886- 2-2720 0858 enquiry@hketco.hk

驻日内瓦经济贸易办事处 41-22-730 1300 hketo@hketogeneva.gov.hk

驻布鲁塞尔经济贸易办事处 
(https://www.hongkong-eu.org/)

32-2-775 0088 general@hongkong-eu.org

驻伦敦经济贸易办事处 
(http://www.hketolondon.gov.hk/)

44-20-7499 9821 general@hketolondon.gov.hk

驻柏林经济贸易办事处 
(http://www.hketoberlin.gov.hk/)

49-030-22 66 77 228 cee@hketoberlin.gov.hk

驻华盛顿经济贸易办事处 
(http://www.hketowashington.gov.hk/)

1-202-331 8947 hketo@hketowashington.gov.hk

驻纽约经济贸易办事处 
(http://www.hketony.gov.hk/)

1-212-752 3320 hketony@hketony.gov.hk

驻三藩市经济贸易办事处 
(http://www.hketosf.gov.hk/)

1-415-835 9300 hketosf@hketosf.gov.hk

驻多伦多经济贸易办事处 
(http://www.hketotoronto.gov.hk/)

1-416-924 5544 info@hketotoronto.gov.hk

驻悉尼经济贸易办事处 
(http://www.hketosydney.gov.hk/)

61-2-9283 3222 enquiry@hketosydney.gov.hk

驻东京经济贸易办事处 
(http://www.hketotyo.gov.hk/japan/)

81-3-3556 8980 tokyo_enquiry@hketotyo.gov.hk

驻新加坡经济贸易办事处 
(http://www.hketosin.gov.hk/)

65-6338 1771 hketo_sin@hketosin.gov.hk

驻雅加达经济贸易办事处 62-21-2783 0616 hketo_jkt@hketojakarta.gov.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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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I I . 相关机构

机构 电话 电邮

香港金融管理局 (http://www.hkma.gov.hk) 852-2878 8196 hkma@hkma.gov.hk

 -  基建融资促进办公室 (https://www.iffo.org.hk) 852-2878 8222 info@iffo.org.hk

香港贸易发展局 (http://www.hktdc.com) 852-183 0668 hktdc@hktdc.org

香港机场管理局 (http://www.hongkongairport.com) 852-2181 8888 -

 -  香港国际航空学院 
  (https://www.hkinternationalaviationacademy.com)

- academyenquiry@hkairport.com

香港铁路有限公司 (http://www.mtr.com.hk) 852-2881 8888 -

 -  港铁学院 (https://www.mtracademy.com) 852-2520 3535 -

IV. 专业团体

团体 电话 电邮

香港专业联盟 (http://www.cps.hk) 852-2169 3128 info@cps.hk

香港特许秘书公会 (https://www.hkics.org.hk) 852-2881 6177 ask@hkics.org.hk

香港银行公会 (https://www.hkab.org.hk) 852-2521 1169 info@hkab.org.hk

香港保险业联会 (http://www.hkfi.org.hk) 852-2520 1868 hkfi@hkfi.org.hk

香港证券业协会 (http://www.hksa.com.hk) 852-2541 8832 info@hksa.com.hk

香港会计师公会 (http://www.hkicpa.org.hk) 852-2287 7228 hkicpa@hkicpa.org.hk

香港专业审核师学会 (http://www.hkica.org/hk) 852-2789 2389 info@hkica.org

香港大律师公会 (http://www.hkba.org) 852-2869 0210 info@hkba.org

香港律师会 (http://www.hklawsoc.org.hk) 852-2846 0518 dcom@hklawsoc.org.hk

香港国际仲裁中心 (http://www.hkiac.org) 852-2525 2381 sg@hkiac.org

香港建筑师学会 (http://www.hkia.net) 852-2511 6323 hkiasec@hkia.org.hk

香港测量师学会 (http://www.hkis.org.hk) 852-2526 3679 info@hkis.org.hk

香港工程师学会 (https://www.hkie.org.hk) 852-2895 4446 hkie-sec@hkie.org.hk

香港规划师学会 (http://www.hkip.org.hk) 852-2915 6212 hkiplann@netvigator.com

香港园境师学会 (http://www.hkila.com) 852-2896 2833 secretariat@hkil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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