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誠如斯言，在以往的十五屆京港洽談
會上，除了2003年到2007年兩地未舉行簽
約儀式外，兩地直接簽約項目涉及金額370
億美元，涉及高科技、工業、城市基礎設
施、商業、物流、旅遊、房地產等多個領
域。區縣一級的簽約項目和金額更是屢創
新高，數倍於這個數字。

截至今年8月，香港累計在京設立企業
11908 家，實際投資累計 238.4 億元。同
時，香港還是北京企業在境外投資最多的
地區。京港兩地已經互為重要的合作夥
伴。京港洽談會已經成為香港與內地區域
間合作的典範。

8000億項目集中亮相
文創產業方興未艾

以 「優勢互補、互利雙贏、共同發
展」為主題的第十六屆京港洽談會，包括4
項重要活動、15 項專題活動，將區縣開發
區、現代服務業、科技創新、文化創新等
都納入其中。今次盛會，北京將攜帶國門
金融商務港、中軸線核心保護區、新首鋼
高端產業綜合服務區及中國雲計算產業園
瑞雲雲計算研發運營中心等300餘個重點項
目赴港招商，涉及資金約 8000 億元人民
幣。會議期間，還將舉辦重大項目發布
會，發布北京國際醫療服務區、北京麗澤
金融商務區等 40 多個重大項目，同時，面
向在港股權投資機構和投資人，中關村近
20 家上市公司進行路演活動，20 多家高科
技企業進行融資路演。

其中，文化創意產業將成為本屆京港
洽談會的一大亮點。北京市文化創意產業
促進中心主任梅松在接受記者採訪時，文
創中心不僅將在本屆京港洽談會上首次整
體亮相，而且佔用了最大的一個分會場，
還將組織 16 個區縣 40 餘個項目做推介簽
約。借助京港會的平台，打通北京文創機
構和香港文創機構之間的交流渠道，同時
也是為兩地文創企業搭建平台，有利於今
後更好地交流和合作。

記者在今次即將簽約的北京懋隆文化
產業創意園採訪時了解到，這個北京外貿
領域內唯一的著名老字號，其文化產業創
意園項目，是北京對外經貿控股有限責任
公司的重點建設項目，已分別列入北京市
國資委和北京市朝陽區 「十二五」發展規
劃，將打造中外高端工藝品及品牌文化休
閒產品展示、創意、銷售中心，形成出口
企業產品優勢、進口商品時尚優勢與首都
北京商貿優勢相結合的外向型文化消費服
務聚集區，擴大傳統文化產品與時尚創意
文化產品的出口，從而傳承美國前總統老
布什在任駐華聯絡處主任時對懋隆 「來北

京三件事，登長城，吃烤鴨，參觀購物三
間房」的美譽。

而北京各區縣在本屆京港會上也推出
了極有前景和誘惑力的投資項目，如西城
區的金融街西擴，豐台區推出三環內最後
一塊待開發的麗澤金融商務區和第九屆中
國國際園林博覽會，海淀區繼續推出中關
村國家自主創新示範區和包括頤和園等在
內的 「三山五園」整治項目。據記者初步
了解，北京各區縣在本屆京港會期間單獨
組織的各種簽約儀式，涉及投資金額將達
數千億元，其中僅豐台區就將有800億的項
目簽約。

優勢互補合作共贏
助推京港發展

回顧了京港洽談會的歷史不難發現，
自改革開放以來，京港兩地就一直尋求以
一種更加緊密和更加有效的方式促進兩地
間的經貿合作。早在 1992 年，北京曾經組
織過三四百人的招商引資代表團赴港做項
目推介，很多港商開始對北京表現出房地
產方面的投資意向，這種意向的表達隨着
時間的推移也越來越強烈。

至 1997 年，雙方終於形成共識，以京
港洽談會的形式來推進合作，並決定於當
年 10 月在北京舉行首次京港洽談會，時任
國家主席的江澤民並會見了香港與會人
士。初期的洽談會主要分為研討會和洽談
會兩部分，首屆洽談會北京共有 93 個單位
參與同香港人士廣泛接觸，會上簽約的有
16個京港合資合作項目，總金額14.62億美
元，還有13個外商投資項目簽約，總金額1
億多美元。雖然從參加人數、參展項目數
量以及規模上均不能與今天的洽談會相提
並論，但是它開創了京港兩地合作
的新模式，並在此後的歷屆洽談會
上對其不斷加以完善和豐富，
迄今已經成為地區間經貿合作
的有效模式。

在前幾屆京港洽談會上，北京推介自
己、吸引投資的願望更為迫切，但是近年
來，香港無論是從投資環境政策還是人才
輸入計劃上都作出了調整，並反客為主在
京猛烈推介自己，希望吸引北京以及內地
的資金到港投資。在京企業赴港拓展融
資，已經成為 「向外走」的最優選擇。

有關人士指出，隨着京港兩地經貿合
作的進一步深化，京港兩地的互動將更加
頻繁，合作的水平也會更高。而且，兩地
政府間新的合作機制的建立，使得京港兩
地可以充分利用政府的信息、優勢和影響
力，積極發揮企業、商會、媒體及社會各
界的作用，尋找新的合作思維，新的視野
以及新的機遇，開創京港合作的新局面。

本屆京港洽談會適逢兩地新一屆管治
團隊剛剛履新，而隨着中共十八大的勝利
召開和新一屆中央領導人的確立，京港兩

地的合作必將開闢新的篇章，結出更多
碩果。

本報記者 王德軍

「京港洽談會迄今已舉辦了15屆，成為兩地交流溝通的

橋樑紐帶，是兩地合作發展的重要載體。」
——北京市投資促進局局長周衛民

▲北京中央商務區▲

港資在京外貿中長期居外資首位，圖為新
世界百貨

20112011年，時任北京市長郭金龍在第十五屆京港洽談會上致辭年，時任北京市長郭金龍在第十五屆京港洽談會上致辭

第十六屆北京‧香港經濟合作研討洽談會活動日程
時 間

11月5日
（星期一）

11月6日
（星期二）

11月5日-6日

10:00

10:30

11:30-12:30

14:00-17:30

14:30-17:00

14:30-17:30

14:30-18:00

14:30-16:30

14:30-17:00

14:30-17:30

15:30-17:00

17:30

9:30-17:00

10:00

9:30-12:00

9:30-12:30

9:30-11:00

9:00-12:30

10:00-11:30

10:00-12:30

10:30-12:30

名 稱

開幕式

北京重大項目發布會

中關村國家自主創新示範區項目推介暨投資洽談會

京港雙向投資暨國家服務業綜合改革試點區推介會

京港金融服務合作專題活動

京港文化創意產業項目推介會

京港文化創意產業發展高峰論壇

「深化人才合作促進共同發展」圓桌會議

京港城市交通服務專題活動

市主要領導與香港工商界知名人士座談會

海外人才工作顧問聘任儀式

京港合作新商機展覽展示

京港投資合作項目簽約儀式

京港服務貿易合作暨第二屆京交會香港推介會

京港 「智慧城市」建設主題活動

北京對口支援地區投資推介活動

京港衛生合作高層研討會

北京旅遊香港推介專場活動

京港食品安全交流專題活動

「京港科技招商與投融資對接」專題活動

北京市區縣開發區投資項目專場推介活動

參觀香港城市基礎設施、交通運營設施

地 點

香港會議展覽中心會議廳

香港會議展覽中心演講廳前廳

香港會議展覽中心會議室S426-427

香港會議展覽中心會議室S224-225

香港會議展覽中心會議室S226-227

香港會議展覽中心會議室S421

香港會議展覽中心會議室S228

香港會議展覽中心會議室S423-424

香港會議展覽中心會議室S428

港島香格里拉大酒店39樓天窗廳

港島香格里拉大酒店天山廳

香港會議展覽中心會議廳前廳

香港會議展覽中心會議室S221

香港會議展覽中心會議室S226-227

香港會議展覽中心會議室S228

香港會議展覽中心會議室S421

香港會議展覽中心會議室S426-427

香港會議展覽中心會議室S423-424

香港會議展覽中心會議室S428

香港會議展覽中心會議室S224-225

西城、豐台、東城、海淀、通州、朝陽、順義、
房山、昌平等區縣將舉行專場推介和簽約

第一屆
1997 年 10 月在北京召開，

主題為 「面向 21 世紀」。16 個
京港合資合作項目現場簽約，
總金額14.62億美元。
第二屆

1998 年 10 月在香港召開，
主題為 「優勢互補、共創繁
榮」。亞洲金融危機使得本次
京港會成果更具指標性。兩地
共簽約106個合作項目，總金額
35.1億美元。
第三屆

1999 年 10 月在北京召開，
主題為 「優勢互補、攜手創
新，共同推進京港高新技術產
業化國際化」。世紀之交，中
關村科技園區首次大規模在香
港亮相。38 個合資合作項目簽
約，總投資額5.4億美元。
第四屆

2000 年 11 月在香港召開，
主題為 「迎接WTO新機遇，共
創京港新經濟」。中國加入世
貿組織為京港合作注入新的活
力。此次會議共有 41 個項目簽
訂合作合資合同或協議意向，
涉及總投資48.63億美元。
第五屆

2001 年 10 月在北京召開，
主題為 「新奧運新機遇新合
作」。北京申奧成功使得奧運
經濟成為最大的亮點。簽訂合
資合作項目 30 個，投資總金額
13.2億美元。
第六屆

2002 年 10 月在香港召開，
主題為 「京港合作、共創繁
榮」。簽訂合資合作項目 41
個，涉及投資總額 11.87 億美
元。
第七屆

2003 年 10 月在北京召開，
主題為 「CEPA與京港合作新商
機」。此後五屆，兩地沒有舉
行簽約儀式，但合作力度仍不

斷加大。
第八屆

2004 年 9 月在香港舉行，
奧運成為理所當然的合作主
題，兩地並簽署《北京市落實
CEPA的若干措施》。
第九屆

2005 年 11 月在北京舉行。
兩地推出文化產業合作，首次
安排投資香港說明會。
第十屆

2006 年 11 月在香港舉行。
北京首次推出時尚產業，時任
北京市長王岐山提前赴港帶隊
參觀考察香港軌道交通等城市
管理系統。
第十一屆

2007 年 11 月在北京舉行。
兩地開始商討奧運經濟和 IT 服
務外包業務。
第十二屆

2008 年 11 在香港舉行。京
奧成功，26 個投資項目集中簽
約，簽約金額約 50 億美元，涉
及交通、通信、傳媒、旅遊、
城市建設等多個領域。港鐵正
式進軍北京地鐵。
第十三屆

2009 年 10 月在北京舉行。
儘管受全球金融海嘯影響，但
簽約項目仍達 36 個涉及金額 32
億美元。
第十四屆

2010 年 11 月在香港舉行，
71 個項目簽約，涉及金額 88 億
美元。區縣單獨簽約項目涉及
金額突破400億美元。
第十五屆

2011 年 10 月在北京舉行，
簽約項目18個，涉及金額69億
美元。
第十六屆

2012 年 11 月在香港舉行，
預計簽約項目超過 30 個，涉及
金額或將突破100億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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