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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香港 業及資深行政人員協會 國家 一帶一路 建設非常關注，中國

與沿線國家 成經濟合作 開拓更大的發展空間，亦是香港的重要機遇，

有利香港未來持續穩定發展，保持國際競爭力  

 

香港在世界舞 是一個相 細 的經濟體，在參與 一帶一路 的長

遠建設 須依靠國家的關 與指 香港特區政府應深入研究 球的複雜

形勢 地緣政治 文化差異 法 宗教等， 心謹慎作出適當的策略部

署，例如向有意在 一帶一路 國家發展之企業推廣香港現有 業服務

金融服務等優勢，以期協助 地企業一同 走出去 ，讓國家在 一帶一路

沿線國家 利發展基建 開拓資源等 本會就 進行深入討論 ，提出以

一些意見  

 

香港專業及資深行 人員協會之意見︰  

1. 推廣香港專業服務的優勢  爭 參與 一帶一路 的機會  

香港 業服務人才 豐富知識與經驗， 國際認 水 ，例如會

計 法 建築 測量 工程 認證 物業管理 基建管理等，香港相

關 業人才在國家 一帶一路 建設 擔當 業支援或 業顧問的角

色， 享管理經驗及提供 業顧問意見， 進相關建設及監管制度與國

際接軌  

 

以基建管理為例，香港國際機場為國際航空樞紐之一，香港機場管

理局 豐富基建營運經驗，曾先 協助杭州蕭山機場 海虹橋機場等

機場之發展；香港鐵路有限公司也在 地 歐洲 澳洲等不同地方 享

鐵路營運經驗 香港基建管理機構 豐富經驗，管理水 國際級，有

能力幫助 他國家或地區的基建發展 外，香港會計師 師擅長就

投資決策作盡職調查與審核， 合國際要求；香港亦擁有不少 國際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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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碳審計師，能協助 地城市在減碳方面與國際接軌 為進一 提升

香港的價值，本會建議特區政府完善本地的基建，例如擴建機場 跑

系統 鐵路網絡等，並制定綠色建築標準  

 

部份香港企業過往一直與 地企業合作，向 一帶一路 沿線國家

出口產品及服務，例如公路基建設備 香港企業要參與國家 一帶一路

建設須依賴 地相關行業機構，本會建議特區 府應較國 企業搶先一

步積極向海內外，尤 內地公營或私營企業等，推廣香港 價值的專業

服務 國 人脈網絡等優勢，促成香港專業服務企業與內地企業的合

作，參與 一帶一路 的建設  

 

本會亦建議特區 府凝聚不同專業之專才，建立一個跨專業交流合

作 ，交流資訊及經驗，共同研究及開拓機會，同時向 意在 一帶

一路 發展的內地公營或私營企業推廣與提供香港專業服務，發揮專

長，亦避免單獨參與 一帶一路 建設須承 風險或損失 本會支持

建融資促進辦公室 的成立，推動香港發展為 建融資樞紐  

 

2. 吸引國 銀行進駐香港或擴展在港業務  

一些金融機構或國際銀行有從事基建融資業務或在 一帶一路 沿

線國家 市集資，在 一帶一路 國家提供金融服務，協助當地基建發

展，開拓銀行服務的發展空間，過程中亦深入了解當地政治 經濟 法

社會 文化等 本會建議特區 府提供優惠措施，例如稅務優惠等，

吸引 述金融機構及國 銀行進駐香港或在港擴展相關業務部門，讓香

港更了解相關金融機構及國 銀行在 一帶一路 沿線國家發展之風險

管理機制， 育香港金融服務人才處理相關融資業務的能力，提供更多

就業機會，把握金融服務的發展機會，鞏固香港國 金融中心的地位  

 

3. 支持綠色金融發展  

球關注發展與環保並重， 一帶一路 建設投資需求龐大，本會

支持香港發展綠色金融，配合亞洲基礎設 投資銀行運營的綠色理念

人民銀行計劃構建中國綠色金融體系的計劃，以及巴黎氣候峰會合作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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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之目標  

 

為推動綠色金融發展，本會建議特區 府及監管機構就國家的 策

及發展計劃，研究 行措施，包括為綠色金融 目和證券設立綠色金融

標籤計劃 開 從事綠色金融業務之機構在主版 市等，並致力吸引新

發行人和新投資者來香港，鼓勵私人機構發行綠色債券 綠色 金及股

票 交易所買賣 金 (ETF)等，以及撮合 目與融資，促進香港金融產

品及服務更多元化，長遠 府亦 研究在主版及創業版外增設第 版，

吸引更多綠色企業來港 市集資，幫助收窄亞洲及 一帶一路 國家的

資金缺口，並鞏固香港國 金融中心的地位及促進人民幣國 化  

 

香港 發展成為 一帶一路 融資及共同投資中心，本會建議 府

在本港積極推廣 一帶一路 ，鼓勵更多外來投資參與 一帶一路 投

資，尤 與較容易溝通的東南亞投資者結成合作伙伴，好處是有關投資

者熟識 一帶一路 國家的政治 法規 貨幣 融資等風險  

 

由 人企業投資 一帶一路 國家， 能須面 非 所能承 的

風險，包括因相關國家政策改變影響投資 目，本會建議國家 研究設

立國家級的企業投資保險的需要，為企業提供保 ，相信能鼓勵私人企

業在投資 一帶一路 更加進  

 

為配合香港金融業的持續發展，本會期望政府亦應加強與大學及

業團體之合作，培育更多金融 才  

  

4. 府應 衡監管與金融發展  

香港多 來為配合國際趨勢，制定了本地的金融服務監管制度，由

香港金融管理局 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 別負責監管銀行業 證

券和期貨業，並肩負推動金融發展的重任 本會認為 述金融機構兼顧

監管與發展的角色，過 嚴格監管難免窒礙金融發展，亦加重業界的經

營成本 本會期望 府儘量 衡監管與金融發展，並建議 府為香港金

融發展局增撥資源，讓 儘早落實推動香港金融發展的 體工作，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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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動綠色金融 債券市場發展等，讓香港繼續發揮國 金融中心及人民

幣離岸中心之優勢  

 

5. 發展香港成為 一帶一路 資訊及數據中心  

香港 有先進的資訊及通訊基建，加 資訊自由流通 電力供應安

穩定 靠，亦擁有優 的資訊保安 才，香港的數據中心能提供高水

服務，有利進行雲端大數據運算 本會建議 府應爭 香港成為 一

帶一路 資訊及數據中心，並建立 交換的貿易數據標準及開 ，

以助 一帶一路 建設 利推行  

 

本會亦建議 府完善吸引專才的 策及推出鼓勵措施，吸引不同國

家或地區的智庫及國 組織落戶香港，就 一帶一路 建設加強溝通，

把香港建設為收集資訊 數據分析和交流的 地  

 

6. 支持推動香港與 一帶一路 國家的文化交流  

國家 一帶一路 建設的 中一個目的是加強與沿線國家的文化交

流，本會支持特區 府透過獎學金，推動香港學生與 一帶一路 沿線

國家學生的交流，並應鼓勵推動 一帶一路 之旅遊及考察，加深雙方

的文化交流及了解， 利香港日後在 一帶一路 國家拓展機會  

 

結語︰  

資會支持特區政府向國家爭 參與 一帶一路 建設的機會，積極推

廣 一帶一路 ，並向外推廣香港的 業服務 金融服務 基建營運等優勢，

進香港 業人才及企業與 地公營或 營企業的合作，發揮 長，一同

參與 一帶一路 建設 本會亦建議政府吸引國際銀行進駐香港或擴展在

港業務，並推動綠色金融發展，發展香港成為 一帶一路 融資及共同投

資中心 資訊及數據中心，把握 一帶一路 的機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