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貿 發 局 訊 息

今年9月，香港貿發局與中華人民

共和國商務部合辦哈薩克斯

坦、格魯吉亞、奧地利投資洽談活動，探

索這三個絲綢之路經濟帶重要市場的商

貿及投資合作機會。

代表團60多位來自中國內地及香港的

投資者及專業服務人士，與當地政府部

門代表及項目擁有人會面，探討這三個國

家的投資和商業機會，並參觀了當地的

基建設施和智慧城市項目，包括中哈合

資的亞洲鋼管有限公司、哈薩克斯坦阿

拉木圖的創新科技園及DAMU物流中

心、中國華凌集團在格魯吉亞第比利斯

的大規模住宅及商業項目、奧地利維也納

的智慧城市項目Aspern Seestadt，以

貿發局一帶一路外訪團
探索商業投資合作機遇
香港貿易發展局(香港貿發
局) 近 月舉 辦的三個 外 訪
團，向中國內地、東盟、中
亞、中歐等焦點市場推廣
香港作為一帶一路發展促
進者及商業樞紐的角色。

中國內地-香港聯合赴哈薩克斯坦、

格魯吉亞、奧地利投資洽談活動

2018年9月17至26日　

9月24日，中國內地-香港聯合赴哈薩克斯坦、格魯吉亞、奧地利投資洽談活動團員參觀位於維也納的正
能耗高層辦公大樓TU Wien Plus-Energie-Bürohochhaus 

及被稱為世界上首幢正能耗高層辦公大樓

的TU Wien Plus-Energie-Bürohochhau。

考察期間，香港貿發局分別與中國工

商銀行 (阿拉木圖) 簽署一帶一路戰略

夥伴協議，以及與格魯吉亞貿易及投資

促進機構Enterprise Georgia簽署合作

備忘錄，共同推動一帶一路發展、加強經

貿資訊互通，並鼓勵企業參與對方的推

廣活動及外訪團。

這是香港貿發局首次與內地合辦外訪

團到哈薩克斯坦，亦是香港貿發局首次

率領代表團到訪奧地利及格魯吉亞，期

望繼今年6月香港與格魯吉亞於香港第

三屆一帶一路高峰論壇中簽訂自由貿易

協定後，進一步推動香港、內地與一帶一

路各國的投資及商貿交流。

是次香港代表團團長、香港貿發局副

總裁葉澤恩表示：「透過這次投資洽談

活動，我們希望中國內地及香港的企業

能更全面地了解中亞及中歐的投資需求

與龐大機遇，並將內地投資帶到哈薩克

斯坦、格魯吉亞及奧地利，配合香港專

業服務業的優勢，支援三國尤其是一帶

一路基建項目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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貿 發 局 訊 息

香港一帶一路經貿代表團訪問深圳

2018年5月31日

今年5月，香港貿發局、深圳市經濟貿

易和資訊化委員會，以及深圳市人民政

府港澳事務辦公室合作，組織香港一帶

一路經貿代表團訪問深圳──香港在粵

港澳大灣區發展及探索一帶一路機遇方

面的重要合作夥伴。

30多位香港金融、投資、物流、基建

及房地產、科技、製造業、專業服務等行

業代表，在5月31日與深圳市政府官員代

表會面，並參觀當地項目及企業。同日舉

行的深港一帶一路合作圓桌會議，深入

探討深港兩地在一帶一路倡議下，在智

慧城市、基建投資、電子商貿等範疇的

合作模式。

是次代表團除探討香港作為內地企

業對外投資一站式平台的優勢外，亦有

助香港企業確切掌握內地市場的潛力，

並與深圳企業建立合作夥伴關係。

代表團團長、香港貿發局一帶一路委

員會副主席蔡冠深表示：「深圳與香港

是一帶一路及粵港澳大灣區發展的重要

城市，深港加強合作可共同帶領這兩項

倡議的發展。」

香港及上海基建投資代表團訪問菲律賓

及印尼

2018年4月23至26日

今年4月，香港貿發局與上海市工商

業聯合會合辦香港及上海基建投資代表

團，先後訪問菲律賓馬尼拉及印尼雅加

達，與當地政商界洽談亞洲區內緊密經

貿合作帶來的一帶一路機遇。 

代表團團員包括40多名來自香港及上

海的投資者與專業服務業代表，涵蓋金

融、顧問、建築、能源、廢物及污水處

理、工程及建造、法律及會計、交通運輸

等行業。

在為期四日的訪問中，代表團拜訪了

菲律賓國家經濟發展署、菲律賓經濟特

區管理署、菲律賓貿易及工業部、印尼國

家發展計劃局、印尼公共工程及住房部

等政府部門，以及與當地商界領袖及項

目擁有人會面。

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林鄭月娥於

「印尼-香港一帶一路商貿合作」研討會

暨交流午宴上致辭。會上香港貿發局與

印尼投資協調委員會簽訂合作備忘錄，

同意進一步促進印尼與香港兩地的投資

合作。

香港貿發局主席羅康瑞指：「印尼作

為東南亞最大的經濟體及東盟創始成員

國之一，在一帶一路發展中扮演重要角

色。我們與印尼長久以來建立的互信，能

為兩地進一步合作提供堅實的基礎。菲

律賓是東盟各國中發展最快的經濟體，

具備年輕人才優勢。香港與上海憑藉其

資本、專業知識與產能，衷心希望能與

兩國的夥伴共同把投資機會轉化為切實

可行的項目。」

香港貿發局主席羅康瑞於4月25日出席「印尼-香港一帶一路商貿合作」研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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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一帶一路
項目風險管理中心
達信風險管理及保險服務
(香港)有限公司執行董事
兼行政 總裁于蕾表示，香
港憑藉其作為區域保險中
心及中國內地門戶的獨特
優勢，能幫助國際投資者
緩解項目風險。

宏 觀 一 帶 一 路

府合作，推出一帶一路項目促進平台，未

來三年將投入5,000萬港元(約636萬美元)

以推動保險行業培訓。

緩解風險

香港作為國際公認的金融、法律及專

業服務中心，對於在陌生地區開拓市場

的交易者而言非常重要。香港可向交易

者提供專業知識，幫助他們應對挑戰。

于蕾表示，在一帶一路項目中，進行跨

境交易的投資者需要留意當地情況，如

政治氣候、當地法律、金融環境、經濟發

展等。

于蕾認為，企業往往會過分關注交

易中的可能回報，而忽略了項目的潛在

風險，以及在不利狀況出現時如何保障

投資：

于蕾　達信風險管理及保險服務(香港)有限公司

香港保險業被譽為「亞洲的保險

公司」，在亞洲具領導地位。香

港擁有160多家獲授權的保險及再保險

公司，市場充滿競爭力。香港保險業以

其專業知識，可聯繫全球投資者並提供

諮詢服務。

于蕾表示，香港對區內各地的賠償責

任狀況認識深厚，加上其高水平的相關

專業服務，可支持香港保險業與全球保

險市場接軌。她相信，香港保險業將繼

續蓬勃發展，對投資一帶一路項目的國

際投資者而言，香港可成為管理與緩解

風險的基地。

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林鄭月娥最

近宣佈，中國銀行保險監督管理委員會

（銀保監 會）將向與內地保險公司合

作、從事離岸業務的香港再保險公司提

供優惠待遇，令香港保險業的前景更為

樂觀。此外，保險業監管局正與香港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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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及地域政治風險

•自然災害風險

•營運風險

•商業風險

在這些風險當中，商業風險經常被忽

視。達信的研究顯示，並非所有的交易

都具有商業效益，超過50％的大型基建

項目因缺乏多邊開發銀行或政府銀行的

支持而未能符合融資條件。在識別風險

的同時，交易者需要進行徹底的盡職調

查，並對當地項目進行適當的監管。

香港優勢

達信作為本地和跨境項目的風險顧

問，可提供專業知識及分析、量化風險、

評估投資者願自行承擔的風險水平，並

將其傳達給行業合作夥伴。于蕾解釋，

投資者與專業知識深厚的保險顧問以這

種方式進行風險管理及廣泛的盡職調

查，有助提高項目成功融資的機會。

深諳區域市場的香港保險公司與內地

投資者合作，有助於減少跨境問題。例

如，當一家中國內地公司和一家區域公司

進行投資合作時，由於地區司法管轄區

會在投資項目過程中發生變化，香港保

險業經驗豐富，擁有具國際視野的專業

人才能提供針對性的專業建議。

減少損失

雖然香港的保險公司在承保大型基建

項目方面有多年經驗，但相關的風險仍

然不小。

在香港貿發局2018年6月舉辦的一

帶一路高峰論壇中，有專家指出大型基

建項目涉及自然災害和法律責任等50

多種風險。業界正已採取新保險方案以

針對政治、環境、恐怖活動、網路安全

等風險。

即使已進行盡職調查，意外損失仍有

可能發生。于蕾認為，投資者若能在這

一階段迅速採取行動，則仍可控制損失：

「保險無法賠償100％的損失，總需要

分散風險，企業需要考慮最高賠償額和

免賠額。在意外發生後再購買保險可能

為時已晚，但也有多種其他方法可以緩

解因天災或政權更替帶來的風險。」

于蕾建議投資者可聘請風險顧問協助

評估損失、減少潛在損失並在將來重新

評估風險。香港經驗豐富的理賠員亦可

利用其保險專業知識，審查合約中可能

涉及索賠或支持投資者立場的條款或潛

在的灰色區域。無論在哪種情況下，不論

是投資前或投資後，香港的保險業、服

務業和仲裁機構都能為一帶一路項目投

資者緩解風險。

宏 觀 一 帶 一 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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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立專屬自保保險
保障一帶一路項目
目前香港只有三家企業通
過設立專屬自保公司保障
其一帶一路項目，隨 著一
帶一路投資規模擴大，未
來將有更多公司仿效。

投 資卓見

透過投保紓減風險是開展全球業

務的關鍵。一家公司在對區域

環境、政治、法規、語言、文化、立法機關

等欠缺必要認識時，很有可能令其業務

面臨經濟損失的風險。

這對一帶一路項目而言尤其重要。一

帶一路項目的複雜性不僅在於涉及價值

過百億美元的建築和基建投資，還涉及

希望保障自身投資及股東權益的企業、

政府及相關機構、金融機構、外判商及

供應鏈。

針對損失或法律影響的綜合保險，可

以減輕這些項目及司法管轄區中所涉公

司的企業債務。這類交易通常由商業保

險及再保險公司進行，後者對潛在的大

額索賠而言尤其重要。

在香港，中國石化集團作為全球石

油、石化及能源領域的領導者及世界頂

級化學品生產商之一，採取了不同的保

險方針。中國石化集團是在香港註冊專

屬自保公司的中國三大國有企業之一，

透過專屬自保保險以紓減集團風險。

如何運作

與商業保險公司不同，專屬自保公司

可以靈活地與再保險公司進行直接談

判。中石化保險首席風險官周耀明認為，

專屬自保保險是一種複雜的自保模式：「

專屬自保公司為母公司所有，只承保母公

司。」由於專屬自保公司專注於承保母公

司的業務，因而能收集到更深入的當地

情報以及潛在風險的資料。

周耀明表示，從風險角度來看，若一

家公司認為專屬自保公司比普通商業保

險公司更能降低風險成本，那建立專屬

自保公司就是有意義的事。通過商業保

險公司投保，意味著保費中還考慮到公

眾投保人的損失及索賠。

專屬自保公司在直接與再保險公司接

洽時，可以通過選擇更具競爭力的費率

以降低投保成本，還可以度身訂造方案

涵蓋不易被承保的風險，例如網絡安全

或恐怖活動。此舉亦可降低成本，因為

周耀明　中石化保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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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一實體的虧損水平通常會高於市場平

均水平。擁有專屬自保公司的企業亦無

需支付中介費。

在國際上，百慕達與盧森堡等自保公

司註冊地中心提供非常可觀的稅務寬

減。在亞洲，馬來西亞與新加坡亦為在

其轄區內設立專屬自保公司的企業提供

具吸引力的稅務優惠。

周耀明指出，香港亦是設立專屬自保

公司的理想地點。香港的優勢包括自由

的市場經濟及貨幣兌換體系、國際公認

的法律體系、成熟的市場，以及涵蓋再

保險公司、律師及理賠師的全球網路。

唯一的不足之處是香港需要在管理專屬

自保保險方面累積更多專業知識。由於

國際市場不乏具備有關專業知識的人

才，周耀明認為香港可以輕易獲得這方

面的資訊。

評估一帶一路司法管轄區的風險非常

複雜，涵蓋了法律及合約風險、環境及政

治不確定性等方面。

周耀明說：「風險識別並不容易。它

既是一門藝術，也是一門科學。如果沒有

充分的理解，你永遠無法完全識別風

險。只有通過正確識別風險，你才能管

理風險。」

引領行業

周耀明認為，香港是一帶一路項目的

商業樞紐和專業服務中心。這一獨特定

位令香港成為支援內地企業設立專屬自

保公司的理想地點。同時，此亦有利於香

港本地保險業的發展。

中石化在全球的廣泛投資，反映出集

團在識別及評估一帶一路項目風險方面

的深厚專業知識。中石化集團業務涉及

多個擁有豐富石油、天然氣及能源資源

的國家，集團的全球業務足跡亦令其許多

項目皆與一帶一路倡議緊密相關。例如，

中石化先後在11個一帶一路國家從事油

氣勘探開發項目，擁有或參與的項目達18

個，主要位於俄羅斯、哈薩克、沙特阿拉

伯、印尼及緬甸；在印度、馬來西亞及泰

國則有煉化工程投資項目。

正如周耀明在2018年一帶一路高峰論

壇上提到，透過在香港設立專屬自保公

司，中國國有企業及大型機構可向其子公

司及聯營公司收集並分享相關的風險資

訊。此舉可以降低保險的總成本、減少可

避免的損失並提高整體風險管理能力。

另一方案是香港可建立一個一帶一路

項目風險的中央資料庫，讓專屬自保公司

可以分享當地資料及專業知識。

目前，中國石化集團、中國廣核集團

(CGN)和中國海洋石油總公司(CNOOC)

皆將其專屬自保公司設在香港。這三個

集團各自擁有符合其集團需要的風險評

估資料，但有關資料目前不被共用。

以中石化為例，該集團的全球知識庫

來自其業務所在的25個國家。周耀明認

為，在香港建立一個供全球共用的中央

資料庫，將有利於尋求一帶一路項目機會

及有意開拓新市場的亞洲企業。

投 資卓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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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揮香港優勢
鞏固亞洲保險中心地位
最近的政策變化及行業趨
勢，有利香港保險業發展，
亦望可吸引更多國際保險
公司將總部遷至香港。

焦 點 市 場

亞洲保險有限公司香港首席執行

官黃子遜以「擠擁」描述香港

市場──至少有160家獨立的保險公司

在香港開展業務，以其深厚專業知識、

豐富的區域經驗，以及穩固的全球網路

提供一系列專業服務。然而，部分保險公

司已將總部遷至其他地點。

香港是一帶一路投資的門戶，擁有豐

富經驗的香港保險業是投資過程中不可

或缺的一部分，從合約簽署前的風險防

範到融資，可確保項目的長期成功。

對黃子遜而言，重點是找尋解決方案：

「人們總是談論風險，但其實保險就是

解決方案。 我常抱樂觀積極的心態，相

信如果我們做好定位，香港的保險公司

自會以其解決方案而聞名。我們雖與一

帶一路決策者關係密切，但還沒正確地

推廣自己。」

黃子遜認為，業內兩個最新措施，將

會為香港保險業的發展增添動力，其中

包括最近香港與內地達成的一項重要聯

合協議，以及保險業監管局（保監局）連

接一帶一路投資者與當地保險行業專家

的一項新方針。

緊密聯繫
2018年7月，香港的保監局與中國銀

行保險監督管理委員會（銀保監會）達

成共識，在「中國風險導向的償付能力

體系」(C-ROSS，簡稱「償二代」)下，當

內地保險公司分出業務予香港符合要求

的專業再保險公司時，該內地保險公司

可享受優惠待遇。

官方聲明指：「銀保監會支持香港作

為內地的境外風險管理平台，協助內地

企業『走出去』……讓優秀的香港再保

險公司在『償二代』下適用優惠因子，以

助香港再保險業務的發展。 」

協議將帶來明顯的好處。中國的投資

者可以接觸到更多的香港保險公司，後

者憑藉其豐富的區域知識，有能力協助

投資者更有效地降低一帶一路基建及投

資項目的風險，同時也將鞏固香港作為

亞洲再保險中心的地位。

黃子遜　亞洲保險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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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子遜表示，相較於新加坡等其他亞

洲保險中心，這項措施能令香港更具競

爭優勢，因為這一重新歸類使香港離岸

市場更為「在岸」。根據「償二代」，對與

中國內地開展業務的香港再保險公司提

出的資本要求將低於其他「離岸」國家

和地區。因此，這將提升香港作為區域

再保險中心的競爭力及吸引力。

這項方針對內地國有企業及大型私營

企業而言非常重要。黃子遜指出，這些

企業有時低估了新興市場的風險，當違

反當地法規或面對索賠問題時，這些企

業需付出高昂代價。

正確方向

黃子遜表示，從投資者的角度來看，

要找到風險解決方案需要採取一系列步

驟，包括：

•風險意識

•風險識別

•風險緩解

•風險轉移：決定將哪些風險轉移予保 

 險公司或風險管理經理

•風險保留：決定投資者可自行承擔風 
 險的程度

將香港定位為風險管理中心是保監局

的策略之一。保監局最近策劃設立一個

推動保險業發展的平台，以聯繫一帶一路

投資者、當地保險公司、再保險公司、保

險經紀人及相關專業服務提供者。

除建立經營網路外，保監局亦希望透

過此舉鼓勵更多企業在香港設立保險或

再保險公司，以推動香港本地保險業的發

展。黃子遜對此表示歡迎，她認為保監局

的市場反應能力迅速，並一直積極地與業

界進行諮詢，探索保險教育、推廣及建立

網路的機會。

整合力量

在香港，並非所有保險措施皆由政府

或政府機構推動。例如，2017年黃子遜

與多家保險及再保險公司成立了中國香

港船舶戰爭險聯盟，以評估武裝衝突對

航運及海事投資的影響。

她認為可以成立其他類似的聯盟，研

究針對政治風險、恐怖活動、網絡安全及

網絡責任、綁架、建築風險等的對策，以

及制訂切合地區或項目特有需要的擔保

賠償解決方案。鑑於香港保險業的規模，

各種風險解決方案需要有獨立監管。

黃子遜指出：「香港沒有一家公司可以

單獨地推動這項措施，所以我們需要保

監局來牽頭。」在近期由內地與香港監管

機構以及黃子遜等行業領袖推動的創新

方案與大力支持下，香港的保險公司正為

一帶一路風險制定有效的解決方案，緩

解投資風險。

焦 點 市 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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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香港國際仲裁中心處理的案件（按行業分類）
2017年，香港國際仲裁中心處理了多宗涉及各行業爭議的案件，行業比例如下：

31.9%
國際貿易

19.2%
建築工程

13.5%
公司

8.8%
海事

8.1%
專業服務

6.2%
銀行與金融服務

4.6%
知識產權

1.9%
能源

1.2%
保險

4.6%
其他

一帶一路發展逐步落實
仲裁需求與日俱增

去年，香港國際仲裁中心(HKIAC)

共受理532宗爭議解決個案，其

中297宗案件由香港國際仲裁中心獨

立、國際公認的專家仲裁員小組作出裁

決。不少商業分歧涉及價值數十億美元

的複雜投資。

隨著一帶一路的持續發展，香港國際

仲裁中心的整體案件數量按年增長了

20％。根據香港國際仲裁中心的統計資

料，自2013年一帶一路倡議宣佈以來，

共有362宗仲裁案件涉及來自一帶一路

司法管轄區的當事人。

各範疇的項目皆會出現爭議。香港國

際仲裁中心的資料顯示，在2017年，大

部分仲裁案件涉及國際貿易(31.9％)，其

次是公司、銀行及金融服務(19.7％)，建

築工程（19.2％）緊隨其後。海事糾紛佔

案件總數量的8.8％，其次是專業服務

(8.1％)。

2014年，香港國際仲裁中心受理的案

件中只有11％涉及中國內地或一帶一路

司法管轄區的當事人。到2017年，比例升

至25％，反映出中國國有企業及私營企

業對香港作為仲裁中心的信任度日益提

高。

香 港 國 際 仲 裁中心 秘 書 長S a r a h 

Grimmer表示：「內地公司與香港關係

密切，而外國投資者則知道香港不會為

他們帶來『驚喜』。對仲裁的當事人而

言，可預測性是非常重要的。他們都知

道香港具有獨立的法律體系與司法機

構，而香港國際仲裁中心是獨立、中立的

機構。」

一 帶 一 路 視 角

香港國際仲裁中心受理的案件數目達到新高峰，其中四分之一的案件涉及中
國內地與一帶一路司法管轄區之間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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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帶 一 路 視 角

2014-2017年由香港國際仲裁中心處理涉及中國內地及一帶一路司法管轄區的案件

俄羅斯

韓國

台灣

菲律賓

印尼

新加坡

泰國

南非

埃及
印度

馬來西亞

毛里裘斯

孟加拉

沙特阿拉伯

為何選擇香港

以香港為仲裁司法管轄區的原因有很

多。Grimmer認為其中一個關鍵因素是

香港仲裁法的保密性，這對希望避免內

部申訴個案被公開報道的企業甚具吸引

力。此外，如果需要迅速採取行動以防

止資產損失或潛在證據被破壞，香港區

域法院會及時頒發緊急臨時救濟。

作為「紐約公約」的159個締約成員之

一，香港國際仲裁中心作出的裁決可在

全球多個司法管轄區執行。相較於仲裁

結果的廣泛可執行性，一般法院的裁決

可能無法在另一個司法管轄區執行。對

於有意透過一般法院或其他司法管轄區

的仲裁機構來獲得賠償的國際當事人而

言，語言障礙及法律體系的差異會令情

況變得更為複雜。

Grimmer說：「例如，你可能在仲裁

判決中勝訴，但根據仲裁條款內容，你

的判決可能無法執行。判決是否可以執

行是解決爭議的核心，如果最後拿不到

錢，那就是浪費時間。」

Grimmer指出，約15％的當事人完全

缺席或在大部份時間缺席仲裁聽證會，

但仲裁庭仍可作出裁決，向仲裁庭提交

案件的公司仍可在對方當事人缺席的情

況下勝訴。

品誠梅森(Pinsent Masons)律師事

務 所 合 夥 人 暨 香 港 辦 事 處 負 責 人

Vincent Connor亦不建議將涉及一帶一

路基建項目的複雜商業問題訴諸法庭。

他認為可透過仲裁找到更好的解決方

案，仲裁小組成員以其專業知識能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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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帶 一 路 視 角

速、專注、專業地識別問題並提供解決

方案。他指出，香港的專業服務可以發揮

重要作用，在仲裁前的項目階段協助企

業及各當事人拉近意見差距，透過調解

共同解決問題。了解當事人在案件中的

情況是解決糾紛的關鍵。

Connor說：「一流的工程諮詢服務、

最佳的建築法例諮詢服務，以及有關如

何舉證、或指出鉅額申訴其實無法證明

的建議，都能幫助當事人了解自己在案

件中的確切處境。」

服務內地與國際

香港作為全球爭議仲裁地的吸引力

逐漸提升，因為投資者日益意識到合約

中需要包含可執行的仲裁條款並明確

規定各方同意的仲裁地。這對國際交易

尤其重要，因為香港國際仲裁中心的爭

議解決具有中立、靈活、可執行及語言

的優勢。

Grimmer指出：「香港作為中外司法

銜接點的傳統地位，在內地與國外簽署

合約時顯得更為重要。」

內地對亞洲司法管轄區內一帶一路投

資，以及外國投資者對一帶一路項目、尤

其是大型建築及基建項目不斷增長的投

資，令項目的商業運作更為複雜。

由於供應鏈中涉及很多當事人，仲裁

容許各當事人確定仲裁所適用的法律、

語言，以及多項合約中不同當事人之間

的糾紛是否可在同一仲裁聽證會中解

決，從而節省仲裁的時間與成本，並降低

不同法庭作出不同裁決結果的風險。

及早降低風險

Grimmer希望企業能在贏得大型一帶

一路項目的興奮中，於簽署合約與項目

規劃階段就事先考慮並決定將來項目若

出現問題時的爭議仲裁地。為鼓勵更多

企業選擇以仲裁解決爭議，香港國際仲

裁中心在其網站上免費發佈了簡單有效

的示範條款。

透過香港仲裁解決爭議的當事人包括

來自中國內地、孟加拉、埃及、印度、印

尼、馬來西亞、毛里裘斯、俄羅斯、新加

坡、韓國、泰國、菲律賓、南非、沙特阿

拉伯等地的企業。

推廣工作
香港國際仲裁中心在亞洲區內的針

對性推廣工作，亦是其受理案件不斷增

長的原因。去年，Grimmer的團隊開始了

一項針對新興市場的三年拓展項目，這

些新興市場皆是中國海外投資目的地。

該拓展項目旨在鼓勵這些司法管轄區採

用香港國際仲裁中心的仲裁條款，以降

低大型項目風險及相關的外國直接投資

風險。迄今，包括越南、柬埔寨、印尼、

泰國及緬甸在內的東盟國家皆有參與該

拓展項目。

Sarah Grimmer　香港國際仲裁中心 Vincent Connor　品誠梅森律師事務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