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張德江
將於下月訪港，出席由特區政府和
貿發局聯合主辦的首屆 「一帶一路
高峰論壇」 ，並發表主題演講。據
貿發局網站介紹，來自金融、基建
、物流、法律、供應鏈管理等領域
的1000多名嘉賓將出席論壇，20多
位來自中國內地、香港以及東盟等
地的政府官員、商界翹楚和國際機
構代表將擔任演講嘉賓分享觀點。
香港各界人士紛紛表示，張德江訪
港反映中央重視香港的經濟地位，
支持香港發展。

大公報記者 龔學鳴

首屆 「一帶一路高峰論壇」將於下月18
日在灣仔會議展覽中心舉行，據主辦方之一
貿發局的網站介紹，整個論壇分上午和下午
兩個部分進行（詳見表），預料張德江將於
上午進行20分鐘的主題演講，宏觀分析 「一
帶一路」帶來的機遇。20多位 「一帶一路」
沿線國家的領袖、決策官員，以及來自香港
、內地、東盟及其他地區的商界翹楚和國際
機構代表作演講嘉賓，分享真知灼見，來自
金融、基建、物流、法律、供應鏈管理等領
域的1000多名嘉賓將出席論壇。

堅定不移貫徹「一國兩制」
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范徐麗泰昨日見記

者時表示，歡迎張德江下月來港參加 「一帶
一路高峰論壇」，亦希望他此行可以對香港
有一個較接近的接觸，加深對香港的了解，
亦希望他替香港爭取在 「一帶一路」和 「亞
投行」方面，可以扮演一個更積極角色。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馬逢國說，張德江今
年兩會期間曾提醒香港要發展好經濟，把握
好 「十三五」規劃及 「一帶一路」的機遇，

今次他親自來港出席 「一帶一路高峰論壇」
，再次體現中央重視香港的經濟地位。

民建聯立法會議員梁志祥認為，張德江
來港出席 「一帶一路高峰論壇」，顯示中央
仍然重視香港未來的發展，不會因 「港獨」
分子的搞事而有所改變，體現中央堅定不移
貫徹 「一國兩制」的決心，為香港社會各界
打下一支強心針。

盼更清晰解讀「一帶一路」
旅遊界立法會議員姚思榮說，特區政府

是相當重視 「一帶一路」，可惜市民對此的
認識仍比較模糊，他希望張德江此行能對 「

一帶一路」作更清晰的解讀，甚至宣布一些
支持香港的實質措施，從而有利於香港日後
參與 「一帶一路」的發展。

姚思榮又說， 「一帶一路」亦為香港的
旅遊業帶來機遇，期望特區政府多些聽取業
界意見。

工聯會副會長黃國健希望，張德江來港
可以與香港各方面包括部分反對派會面，但
他坦言要達到成果有一定難度： 「會邀請會
面的，應該是溫和 『泛民』。但一來，他們
是否有這個政治魄力去見，二來在臨近選舉
前，他們又是否願意心平氣和地討論而非做
『大龍鳳』？這在實踐上是有很大難度。」

林鄭：閩港續多方拓合作機遇
【大公報訊】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昨

日與福建省副省長梁建勇在香港共同主持
第二次閩港合作會議。特區政府相關官員
和福建省人民政府有關部門負責人出席了
會議。林鄭月娥表示： 「今年正值國家 『
十三五』規劃開局之年。同時，中央與各
省市也正積極推進 『一帶一路』建設。我
相信香港和福建省可以繼續在經貿、金融
、文化、創意產業、青年交流等多方面，
拓展合作機遇和空間。」

在會議中，閩港兩地政府總結了去年
一月舉行的第一次閩港合作會議以來，雙
方在經貿、金融、教育、青年、文化、創
意產業等多方面的交流和合作取得的成果
。展望未來，閩港雙方達成共識，加強多
方面的合作。

在經貿合作方面，閩港同意透過在《
關於加強閩港經貿合作的協議》下建立的
溝通聯絡機制，進一步加強閩港經貿合作
，包括發揮兩地企業各自的獨特優勢，通
過多種方式合作探索「一帶一路」沿線地區
的商機，開拓閩港一程多站郵輪航線等。

就金融合作，雙方同意透過在《關於
加強閩港金融合作的協議》下建立的溝通
聯絡機制，加強金融合作，包括鼓勵更多

香港會計、保險、證券等專業服務提供者
在福建展開業務，及鼓勵更多閩企到港上
市、在港設立專屬自保保險公司等。

梁建勇及代表團參觀「元創方」
在創新及科技方面，《中國製造2025

》策略銳意推動內地製造業轉型升級，國
家的 「十三五」規劃也強調內地與港澳開
展創新及科技合作。乘着福建泉州市為《
中國製造2025》的首個試點城市的契機，
雙方同意支持閩港製造業、創新科技業和
服務業加強交流，探討兩地的合作機會，
促進香港 「再工業化」和福建製造業轉型

升級。雙方亦同意探討促進兩地科技合作
與交流，包括透過資訊科技增潤計劃，提
供培訓，培育年輕人成為資訊科技專才。

雙方亦同意青年交流為未來閩港合作
的重點項目，更廣、更深地拓展兩地姊妹
學校的交流合作，支持兩地開展青少年互
訪、共同組團到 「海上絲綢之路」沿線地
區考察等，促進兩地青少年互相了解。

至於文化及創意產業交流方面的合作
，福建文化底蘊豐厚，而香港中西文化交
融，具備國際視野，兩地文化及創意產業
有很大的合作空間。雙方同意繼續推動文
化及創意產業合作，鼓勵兩地文藝展演和
體育賽事等雙向交流。

陪同政務司司長出席會議的特區政府
官員包括：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譚志源
、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常任秘書長張瓊瑤、
民政事務局副局長許曉暉、商務及經濟發
展局副局長梁敬國、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副
局長劉怡翔、創新及科技局副局長鍾偉強
以及教育局副秘書長盧世雄。

政務司司長在會議前宴請了福建省副
省長梁建勇及其代表團。會後特區政府安
排福建省官員參觀位於港島荷李活道的 「
元創方」，了解香港的設計產業發展。

財爺：兩地密切聯繫是機遇

林廣兆盼港人珍愛自己家園

各界冀為港爭取積極參與一帶一路角色
張德江親訪 重視港經濟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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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公報訊】據中新社報道：財政司
司長曾俊華15日表示，今年全球各經濟體
都面臨下行壓力，中國內地也不例外，相
信內地經濟政策可帶動經濟走向正軌，香
港也將與內地共渡難關。

曾俊華在一個經濟論壇上致辭時表示
，內地經濟在過去30年中經歷了井噴式的
雙位數增長，現在以一個稍慢的速度增長
是合理的，6.5%至7%的增幅並不悲觀。

有人認為，內地與香港的經濟聯繫愈
來愈緊密，香港可能受內地經濟放緩影響
，曾俊華表示，在全球經濟疲弱的大環境
下，香港經濟與內地密切地聯繫，不是風
險，而是機遇。例如，內地經濟增長模式
由投資改為消費主導，有利於香港的金融

服務行業； 「一帶一路」戰略也有利香港
開拓新市場； 「滬港通」開通及內地香港
基金互認增加兩地經濟活動交流；人民幣
國際化有利香港離岸人民幣市場發展；香
港也正積極申請加入 「亞投行」等等。

曾俊華表示，香港有廣泛的商業網絡
、良好的金融基礎設施、健全的監管機制
、自由流通的資金與信息、優秀的人力資
源，以及較低的稅率等優勢，再加上內地
經濟改革的推進，成為國際金融中心。國
際貨幣基金組織今年發表報告稱，香港經
濟基本面良好，曾俊華認為，將來香港可
以積極研發金融科技，使用新技術，尋找
新市場，培養合適的人才。

【大公報訊】記者吳維思報道：行政
長官梁振英昨日出席商會聯合舉辦的創科
論壇後，以 「全力推進創科業」為題發表
網誌，指出全力推進創科業，追回失去時
間。而應香港工業總會的邀請，梁振英將
於本周日（4月17日）訪問惠州及深圳，
了解香港工業家在內地發展創新和科技事
業的成就，同日下午啟程返港。梁振英會
分別到惠州和深圳參觀從事高端技術生產
的香港企業，並會與惠州市領導會面。創
新及科技局局長楊偉雄亦會隨行。

梁振英在網誌表示，自從四個多月前
成立創科局以來，各方面的反應十分積極
，官產學研有比較好的配合。政府會繼續
努力，希望大家都能夠追回失去的時間。
他指出，香港有一流資訊基建、優良的法

治制度、良好的知識產權保護體系及高質
素人才，在發展創科方面甚具優勢。而在
「一國兩制」的框架下，既有國家的支持

，有 「一國」的廣大腹地，也有 「兩制」
的國際優勢，是聯繫內地和國際的 「超級
聯繫人」。

「全力推進創科業」
梁振英指，創科初創企業需要資金扶

持，政府已預留20億元成立創科創投基金
，以配對形式與私人風險投資基金共同投
資創科初創企業。就近年雲端運算不斷迅
速發展，加上政府推出新措施如智慧城巿
和大數據分析，業界對數據中心的需求在
未來數年會進一步增加，政府已將鼓勵舊
式工廈改建為數據中心的措施恆常化，並

簡化申請手續。
此外，工總昨日發新聞稿指，梁振英

周日將參觀的工總會員企業廠房分別為伯
恩光學（香港）有限公司及東江集團（控
股）有限公司。工總主席鄭文聰表示： 「
我們很高興行政長官梁振英關心香港工業
發展，重視在內地營運的香港工業對香港
經濟發展作出的重大貢獻。因此，工總邀
請特首和創新及科技局局長楊偉雄，親自
到訪工總會員位於珠三角的廠房，了解粵
港兩地工業合作情況。我們期望特首和楊
局長能透過不同途徑了解企業運作及其業
務發展策略，理解企業的需要，有助政府
制定相關的支援政策和措施，給香港工業
助力，在已有的基礎和優勢上，持續發展
。」

特首明訪惠州深圳創科港企

【大公報訊】記者文軒南京報道：港
區原人大代表考察團昨日赴鎮江考察，當
地不少戰時遺跡使團員深感今日之和平來
之不易，又感慨香港今日之亂象，望港人
能更珍愛自己的家園。

眾所周知，一紙《南京條約》使得香
港島割讓予英國逾百年之久，但鮮有人留
意到，由於鎮江的失守才導致南京無險可
守，鎮江失利與簽訂喪權辱國條約有直接
影響。

港區原人大代表訪鎮江
考察團昨日在鎮江多訪古地、遺址，

包括北固山、金山禪寺、鎮江英國領事館
舊址、西津渡歷史文化街區等，彷彿將團

員們帶回當年那個充滿了戰火硝煙，懦弱
無能的清政府不得不割地賠款的年代。香
港中銀國際控股有限公司副董事長、第十
屆全國人大代表林廣兆感慨不已，以 「銘
記歷史、勿忘過去、珍惜和平、居安思危
」十六字作為其觀後感。

林廣兆又由此回憶到自己少年時，因
日本侵華而離鄉別井，從福建、廣東一路
南逃，為躲避戰亂吃盡苦頭，如今難得恢
復和平盛世，香港毫不珍惜，近年反而亂
象頻生，實令人痛心。他說，亂想背後自
有美國等外國勢力從中作梗的因素，但港
人自身也應該珍惜，像南京、鎮江等與香
港有密切歷史淵源的城市，亦有必要來一
來，看一看，知古方能鑒今。

「一帶一路」高峰論壇議程
5月18日上午

09：00-09：25

09：25-09：45

10：00-11：00

11：00-12：15

．開幕致辭
．香港貿易發展局主席羅康瑞致歡迎辭
．行政長官梁振英致開幕辭
．主題演講
．演講嘉賓*將宏觀分析 「一帶一路」 帶來的機遇
．討論環節（一）：從政策制定者角度剖析 「一帶一路」投資機遇
．主持：香港金融發展局主席史美倫
．演講嘉賓：阿聯酋經濟部長HE Eng Sultan Saeed AlMansoori/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陳家強/印尼投資協調委員會主席Franky
Sibarani
．問答交流
．討論環節（二）： 「一帶一路」跨領域互聯互通
．主持：馮氏集團主席馮國經
．演講嘉賓：DP World集團主席及行政總裁HE Sultan Ahmed
bin Sulayem/滙豐控股有限公司集團主席范智廉/中國投資有限責任
公司監事長郭浩達/中國銀行（香港）有限公司副董事長兼總裁岳毅
．問答交流

5月18日下午

12：30-14：00

14：15-15：45

15：45-16：15

16：15-18：00

資料來源：貿發局
*據特首辦公布，演講嘉賓為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張德江

．專題午宴
．財政司司長曾俊華致歡迎辭
．主題演講嘉賓：中國國際金融股份有限公司監事會主席韓巍強
．討論環節（三）：與東盟建立更緊密合作關係為何是 「一帶一路
」成功關鍵？
．主持：麥肯錫公司亞太區董事長施南德
．演講嘉賓：正大集團副董事長謝明欣/新華集團主席蔡冠深/印尼
工商會名譽理事會主席暨Satmarindo集團創辦人蘇里約/SM投資公
司（SMIC）副董事長施蒂絲/楊忠禮集團董事總經理丹斯里楊肅斌
．問答交流
．對話環節：下一步工作
．香港貿易發展局主席羅康瑞與上海社會科學院院長暨長江開發促
進會常務副理事長王戰
．投資及商貿分組配對工作坊
．工作坊1：物流及運輸基礎設施
．工作坊2：城市規劃及農村發展
．工作坊3：公用事業、電訊業及國際貿易

◀張德江將於下月訪
港，出席由特區政府
和貿發局聯合主辦的
首屆 「一帶一路高峰
論壇」 ，並發表主題
演講 資料圖片

▼香港各界人士表示
，張德江訪港反映中
央重視香港的經濟地
位，支持香港發展

資料圖片

▲林鄭月娥（右）與梁建勇在會議前握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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