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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觀一帶一路

香港在綠色及可持續投資中
可發揮的關鍵作用
隨著中國內地加快推 動可
持 續 發 展，香港的 金融 服
務 優勢令其有實力成為亞
洲以至一帶一路的綠色金
融樞紐。

投

資者對綠色金融特別是綠色
債券的興趣日益增長。去年，

香港綠色債券發行總額達110億美元，
相 比 2 0 17 年 3 0 億 美 元 的 規 模 增 加
237%。中國目前是全球第二大綠色債
券發行國，2018年中國內地綠色債券發
行總額達390億美元。

馬駿表示，相較於中國內地及其他新
興市場經濟體，香港更具區域優勢。

每年的綠色融資需求達4萬億元人民幣，
其中很多項目會來香港融資。事實上，香
港發行的綠色債券有過半是為內地項目

作為香港綠色金融協會(HKGFA)主

馬駿指出：「香港擁有完備的金融體

席兼會長及中國金融學會綠色金融專

系、專業的監管機構、優秀的專業人才、

業委員會(GFC)主任，馬駿博士對於中

開放的資本市場，以及完善的規則和標

地產發展商新世界集團(New World

準，因此香港已具備發展成為綠色金融

Development)是去年成功進行綠色融

樞紐的基礎。」

資的企業之一，亦是首家投入綠色貸款

國內地、香港及一帶一路綠色金融的發
展有獨到的見解。
香港綠色金融協會成立於2018年
9月，旨在推動香港成為綠色投融資的
首選平台。馬駿表示：「我們大力推動
香港成為綠色金融中心，不僅為香港本
地綠色項目籌集資金，還要為中國內地
和一帶一路項目進行綠色融資。」

發行的。」

馬駿表示，香港外匯市場的流動性可為

熱潮的香港上市公司。該公司會將4.95

中國內地發行人提供更優惠的外匯條款，

億美元的貸款用於香港島北角的重建項

因而吸引內地公司在香港發行綠色債券。

目，以及中國內地的綠色發展項目。
一帶一路是香港綠色金融業的另一機

區域優勢

遇來源。「在未來20年間，一帶一路國家

馬駿認為，香港另一區域優勢是與中

的綠色融資需求預計是中國所需的三倍

國內地龐大綠色經濟的緊密聯繫。「內地

以上。因此，如果香港能夠定位成綠色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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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觀一帶一路

資中心，將為香港創造龐大商機。」

馬駿表示：「雖然目前香港機構投資

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ECD）對此亦

者對ESG的採用率較低，但未來將會有

持相同看法。據估計，在2016至2030年

更多基金經理納入綠色產品於其投資組

期間，一帶一路沿線綠色基建項目的投資

合中。」

需求或高至每年1.5萬億美元。

香港特區政府正致力吸引更多企業綠
色債券在港發行，措施包括2018年6月推

成為主流
環境可持續性已是備受全球大部分金

出 的「綠 色 債 券 資 助 計 劃 」，以 及在

融機構及銀行注重的概念。至少有36家

2018-2019年度財政預算案中宣布、以港

央行及金融 監管機構已將涵蓋環境及

幣1,000億為上限的「政府綠色債券計

氣候風險因素的綠 色金融發展 路線圖

馬駿 香港綠色金融協會

納入其業務經營計劃，可持續融 資(貸

香港特區政府已從多方面積極推動綠

款、債券、保險、交易所買賣基金) 亦成

色金融的發展。

為主流。馬駿認為：「相對而言，香港在

作為推動工作的一部分，香港綠色金

這方面稍為落後於歐洲和英國，但在其

融協會目前正草擬綠色銀行業準則，以

他市場中仍具領導地位。」

促進香港130家銀行間在環境、社會及
管治(ESG)方面的融合。該會亦定期進

政策支持
儘管馬駿希望更多監管機構能鼓勵金
融機構採用可持續管理措施，但他表示，

行ESG資訊披露研究，以提升機構投資

劃」。
香港綠色金融認證計劃旨在推動本地
綠色金融產品認證，並鼓勵降低融資成
本。去年，香港交易所加入聯合國可持續
發展證券交易所計劃，繼續加強推動綠
色及可持續業務的發展。
特區 政 府的支 持、一帶一路發展機

者對ESG的認知，並強調綠色投資對

遇、完善的金融服務體系，都是支持香港

投資組合未來表現的重要性。

發展為亞洲綠色金融中心的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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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商界環保協會：香港商界推動經濟可持續發展
香港商界環保協會自1992年成立以來，一直致力推動綠色商業發展。隨著可持續發展成為重要課題，
該會已開始與商界探討氣候風險及其對投資決策的影響。

獨立非 牟 利 組 織 商界 環保協會

及管治(ESG)、廢棄物、能源、運輸

(BEC) 27年來致力在香港推動可持續

及物流問題的諮詢小組。

發展，透過與各利益相關者進行綠色

BEC現正與地產及建築業合作，

合作、提供環境可持續發展的相關專

推廣制定減碳目標的重要性，因為地

業服務，推動香港經濟向更可持續的

產與建築業是香港本地最大的碳排

方向發展。

放者。該會旨在透過提供不同解決方

過去香港本地企業大多對於可持

案，包括協助企業制定環境目標和培

續性創新採取謹慎態度及觀望策略，

訓計劃，以鼓勵更多企業制定長期策

但綠色金融尤其是綠色債券市場的變

略和減碳目標。

化步伐，反映投資者的態度已轉變，
例如2016年地產投資信託公司領展

Nadira Lamrad 商界環保協會

具挑戰性的選擇
Lamrad的團隊專注於為來自不同

房產基金(Link REIT)在香港發行首
批5億美元的綠色債券。到2018年，

以輕易延續這一角色，發展成為值得信

行業的公司提供可持續發展、ESG策

香港安排及發行的綠色債券總額已達

賴的綠色投資市場。」

略及資訊披露的相關服務。「我們協

110億美元。
香港優勢
商界環保協會可持續發展及ESG

她說：「香港相關機構和法律能在某

助企業循序漸進地實現他們的目標，

種程度上保護投資者。而香港作為一帶

比如訂立五年計劃。」該團隊亦協助

一路投資中心的信譽則將吸引更多投

客戶滿足投資者問卷調查要求，並協

資。」

助有意採納具體指標的公司改善其

顧問助理總監Nadira Lamrad指出，
綠色金融有利香港加強競爭優勢。香

內部結構及整體表現。
支持商界

Lamrad 指出，公司在選擇、制訂

港的金融服務、專業知識、基建，以及

BEC推廣有關促進環境可持續發展

策略以滿足ESG要求時或會面臨挑

政府與投資者的持續支持，令香港有

的政策，並為其會員及社區提供主題教

戰。「雖然有很多可持續發展框架可

潛力發展為亞洲綠色投資樞紐。

育。「我認為我們是香港商界在環境可

供選擇，但公司畢竟沒有足夠資源逐

Lamrad表示：「長久以來，香港一

持續發展方面的代言人，因為我們的會

一實踐。因此，在可持續發展和ESG

直是促進資本流入與流出中國內地、

員代表商界各個範疇。」目前，BEC的

的資源分配問題上，必須像處理公司

聯繫亞太區新興市場的橋樑。香港可

會員已參加關注氣候變化、環境、社會

其他業務一樣謹慎行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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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明度及可信性 ─ 香港綠色金融發展優勢
隨著可持續投資需求不斷
增長，香港 在發 展 成 為亞
洲綠 色金融中心方面正面
臨挑 戰。香港 特區 政 府的
政 策 支 持，以 及 與中國內
地 及一帶一 路 的 聯 繫，皆
令香港 有潛力成為全球綠
色投資中心。

香

港作為中國境內外投資者的
投 資門戶，已有 數個 世 紀 歷

史。隨著綠色金融備受注視，香港在聯
繫亞洲區以至一帶一路的綠色金融及
國際投資方面，正擔當著橋樑及顧問

的一致性及可比性，以向國際投資者推

的重要角色。

廣香港的綠色投資機遇。

目前綠色金融尚未有統一的全球標

與此同時，歐洲聯盟委員會亦在爭取

準，因此中國內地與國際標準有所不同

於2019至2022年間制定統一的綠色投

亦不足為奇。中國內地較重視環境問

資分類標準，對促進可持續投資、提高

題，目前正爭取在2020年前建立強制

透明度及資訊披露的規則予以定義。歐

要求上市公司披露環境資訊的制度。相

盟亦同時與中國討論如何協調雙方的綠

對而言，國際標準則側重於企業管治及

色投資框架。

社會責任。
綠色投資框架的國際差異，已被納
入香港與全球的金融 議 程中。今年5

值得信賴的合作夥伴
Hannah Routh 德勤中國

月，香港金融管理局(金管局)公布可持

德 勤中國 風 險 諮 詢 合 夥人 Hannah
Routh認為，綠色金融標準的差異，有利

續銀行業及綠色金融的重要措施，以

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證監 會)宣布其

增強銀行業界的意識。去年9月，證券

策略框架，加強上市公司環境資訊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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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我們熟悉兩種標準。無論項目負責人
想採納其中一種或全部，我們都能為其
提供顧問和專業服務。」
香港的優 勢在於能夠引導投資者並
鼓勵新投資。Routh指出：「有時投資者
會對綠色投資抱有懷疑。在香港，我們
與國際投資者保持良好關係。我們可以

•碳審計：為碳排放資訊披露、監管及
可持續管理做好準備
析，以協助客戶制定節能減碳目標
•氣候政策及低碳經濟諮詢
此時彼時
Routh認為，目前綠色投資產品與項
目供不應求。投資機遇包括中國內地銀

標準，從而加強互信。」

行對本地項目的在岸投資，以及進入
亞太區的高流動性歐洲基金。

以提高金融機構或企業的業務水平及長

在過去，綠色金融及ESG投資是投

期盈利能力。德勤的諮詢服務專注於為

資 者「 可 以 考 慮 」而 非 必 然 的 選

客戶創造可持續價值，服務範圍包括綠

項。Routh表示：「10年前，綠色投資者

色金融與負責任投資、氣候變化與碳排

主要是出於道德信念或長遠投資視野

放、可持續供應鏈與可持續發展策略。

的公營部門退休金。如今綠色投資已

綠色金融涵蓋可再生能源、廢物處理

成為主流。」但她提醒，在企業資訊披

設施及風力發動機等範疇。環境、社會

露與投資經理的預期之間，仍有著一

及管治(ESG)投資概念可應用於任何行

定程度的落差。

業。投資者將ESG三大因素皆納入評估
決策，可以減少其投資風險。

Routh以貝萊德集團 (BlackRock)
為例，說明全球投資態度的變化。集團
主席Larry Fink曾致函所有投資對象

德勤的綠色金融及ESG投資諮詢服務
包括：
• 綠色債券的建議、評估、監管要求及
發行
• 綠色信貸諮詢(針 對銀行)，包括內部
控制評價
• 氣候變化物理風險及過渡 風險的評
估與管理
• 環境及社會風險評估與盡職調查

者的認知水平。

•能源及碳管理，包括碳排放風險分

幫助投資者了解綠色項目的性質及認證

德勤認為，綠色金融及可持續發展可

實，並透過教育及培訓提高投資決策

公司的行政總裁，強調ESG的重要性。
遺憾的是，嚴格的規章及內部架構經

提升標準
Routh負責可持續發展及氣候變化
諮詢服務，協助金融機構與企業發展
更環保的業務。「我們不做『漂綠』，
因為這沒有意義。『漂綠』不需要專家
幫忙。」
「我們代表客戶進行評估，評估標
準取決於我們的客戶。例如，當我們進
行ESG盡職調查，客戶可能會要求我
們使用國際金融公司(Inter national
Finance Corporation, IFC)的社會及
環境可持續性績效標準，有時又會受聘
於希望達致全球報告倡議組織(Global
Reporting Initiative, GRI)標準的公
司。」不少對綠色框架有不明之處的公
司皆會找德勤諮詢。
由於欠缺全球統一的綠色金融分類
標準，Routh把當前對綠色金融的態度
形容為散點圖式。儘管數據收集質素
逐漸提升，但來自不同評級機構的數
據仍可能沒有關聯性。中國內地的框

常令ESG政策無法在組織內部全面落

架允許某些形式的化石燃料投資，而

實，有時投資經理可能受僵化框架所

許多國際體系則一概不允許。這種落差

限而無法投資某可持續發展項目。

亦反映出歐洲發達經濟體與亞太各國

Routh說：「在某些情況下，內部架
構非常嚴格，未能配合公司高層宣稱推
動的決策。」

等發展中經濟體之間的經濟差異。
香港正正可以在這兩種框架之間擔
當中介樞紐角色。Routh表示：「我們

要突破這一瓶頸，必須依賴已承諾

並非追求百分百一致，而是希望創造凝

客戶亦可就 氣候 變 化及碳管 理問題向

推動綠色倡議的董事會及高級管理人

聚力，透過改善分類標準，提高報告質

專家諮詢。諮詢服務包括：

員，確保公司領導層的決策得以全面落

素的一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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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化數據 ─ 綠色貸款融資的關鍵
雖 然 亞 洲 不少 企 業 在 綠
色金融 方面仍處 於起 步
階段，但香港一家私營公
司 憑 藉 其 長 久以 來 奉 行
的ESG經營原則，成為首
家在破 紀錄時間內完成
綠色貸款的公司。

取

得綠色融資並非是大型企業
或跨國公司的特權。在1980

年代初，一家香港公司從生產紙袋起
家，現已發展成全球製造商、印刷商和
包裝解決方案供應商。數十年以來，該
公司一直專注於環境保護及履行企業

數據，而且財務紀錄透明度高。「我強烈

社會責任，最近更成功取得一筆綠色

推薦綠色貸款。綠色貸款和可持續經營

融資，籌得資金將投資於其設備，以達

有利企業發展，但企業必須在能源管理

到節能減廢低碳的目標。

和數據收集方面投放資源，且整個過程

2 0 18 年9月，利 奧 紙 品 集 團 ( L e o

需要穩步推進。」

Paper Group)成為香港首家簽署綠色
交易機制

貸 款 協 議 的 私 營 公司，貸 款 總 額 達

該四年期綠色定期及循環貸款由利奧

3.5億港元(4,460萬美元)。這項交易的

七家長期金融合作夥伴提供支援，包括

特別之處，在於利奧迅速獲批如此大規
模的貸款，僅用39天就完成整個融資計

黎景隆 利奧紙品集團

劃，打破業界紀錄。這項交易對香港品

東亞銀行、法國巴黎銀行、花旗銀行、恒
生銀行、滙豐銀行、瑞穗銀行及三菱日聯
銀行，貸款只被允許用於綠色項目及綠

質保證局(HKQAA)而言亦是重要里程

利奧 紙品集團首席財務官黎景隆

碑，因為該局將其首個國際認可的綠色

(King Lai) 表示，貸款 迅 速得到各方批

獲得綠色金融認證具有雙重好處。綠

金融認證頒發予一家私營公司。

准，緣於該集團一直一絲不苟收集環境

色金融發行人會對獲認證的貸款企業更

一帶一路國際聯盟 最新資訊（2019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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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透視

有信心，因為貸款企業的綠色證書已由

我們知道香港特區 政 府和香港品質保

獨立第三方機構按國際公認的框架進行

證局不僅需要大型企業的參與，他們也

評估。理論上，銀行更傾向相信獲香港

希望小型公司能參與其中，所以何樂而

品質保證局綠色金融認證的公司有更可
持續的業務發展，以及更低的營運與環
境風險。對於企業而言，獲得認證亦有
助於節省貸款的利息成本。
在未來四年，來自綠色貸款的收益將

不為？」
黎景隆在利奧任職25年，見證利奧最
初從一家香港小型工廠起步，逐步發展
成龐大的印刷及製造公司，在香港、中國

空氣、水與材料污染。

因勢而變
黎景隆表示：「綠色觀念整體上已轉

著可持續發展和長期成本的降低。」

• 固體廢物減少、污染控制及環境修復

黎景隆以利奧集團對旗下一家工廠的

• 採用最新污水處理技術以限制污染物

電 力管 理 評 估為 例，說 明 綠 色化的成
效。該工廠裝有空氣冷卻系統，利用非

減省的成本。因此，集團從內部計劃到完
成綠色融資的過程相對平穩。
黎景隆表示：「我們早已做好準備。

具吸引力。
香港特區政府在其2018-2019年度財
政預算案中，推出上限為1,000億港元的

系統。此做法有效利用公司約97％的付

者透過香港資本平台為綠色項目融資。

去年，利奧展開另一智能項目，以減

credentials)以及因可持續發展計劃而

降低不確定性，令綠色金融對投資者更

債券投資者基礎，並鼓勵更多全球集資

回成本。

引 證 集 團 的「 綠 色 資 格 」( g r e e n

透過第三方評估有效為發行人及投資者

熱力用以加熱水，冰則在白天用於空調

的綠色貸款原則。

告，涵蓋環境、社會及管治(ESG)表現，

義有別。因此，香港綠色金融認證計劃

綠色債券計劃，希望以此建立本地綠色

費能源，令空氣冷卻系統在一年半內收

過去十年，利奧自願發布可持續發展報

內地對「綠色資格」的標準與歐洲的定

高峰時段的電力來製冰。過程中產生的

貸款市場公會及貸款市場協會聯合發布

利奧紙品集團曾獲多個環境獎項。在

香港品質保證局綠色金融認證的重要

目前還沒有統一的全球標準，例如中國

• 廢氣管制、回收及處理

積極態度

行人提供補貼。

產品及項目人士面臨的不利因素之一，是

更多開支和資金投入。現在，綠色化意味

這些項目還必須符合2018年亞太區

劃由2018年6月起，開始為綠色債券發

有辦事處。

項目包括：

• 綠色建築能源及節材

重要。香港特區政府的綠色債券資助計

之處在於其獨立性。有意投資綠色金融

變。過去，綠色環保對企業而言意味著

排放；以廢熱產生可再生能源

政府的支持對綠色金融的發展至關

內地、美國、英國、比利時、意大利皆設

專門用於降 低利奧的碳 足 跡及能源使
用，以及減少其廣東省鶴山工廠產生的

公司與利奧一樣，業務遍及全球。

少生產過程中產生的廢物含水量。利奧
在處理含有80％固體及20％水分的廢物
時引入高速離心機，有效減少5％的水損
失及5％的碳足跡，並節省數百萬港元的
廢料運輸費。
更綠色的香港

2019年5月，香港金融管理局舉行綠
色金融論壇，討論ESG投資及可持續銀
行業務。論壇上更發布了對47家銀行的
調查，結果顯示所有受訪銀行皆持有綠
色資產，包括總額達200億港元的綠色
貸款及400億港元的綠色債券。
黎景隆認為香港特區政府對綠色債
券的補貼機制令人鼓舞。「香港是世界
聞名的自由港，儘管有時我們對此不以

香港作為通往中國內地與一帶一路的

為意。香港是優秀的金融市場，在此可

門戶，有潛力成為亞洲以至全球的綠色

以用相對較低的成本進行綠色融資。香

金融及可持續投資樞紐，因為不少香港

港在這方面可說無其他市場能及。」

一帶一路國際聯盟 最新資訊（2019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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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加快綠色金融發展步伐
2015年《巴黎協議》為全球日益增長的綠色及可持續金融需求奠定基礎。
雖然亞太地區起步較慢，但近年來已發生很大變化，因為機構投資者開始
納入氣候投融資於其投資組合中。

隨

著全球氣候暖化，與極端天氣

動企業發展方面亦發生顯著變化，不

據彭博社分析，2018年全球保險公

事件相關的風險不斷增加。全

僅 要 求 企 業 遵 循 環 境、社 會及管 治

司受理的氣候相關財務損失達到破紀

球各地為減輕氣候變化風險對投資組

(ESG)原則，更推動企業進入下一階段

錄的1,600億美元。有鑑於此，包括中

合的影響而採取應對措施，導致可持

─綠色金融。由於綠色投資產品供不

國人民銀行在內的至少34家央行要求

續投資需求不斷增長。

應求，投資者已開始將注意力轉向新市

採取更有效的國際措施，控制化石燃

場─抵禦氣候變化的產品。

料的排放。

與此同時，投資者與監管機構在推

為何投資者需要綠色債券

來源：FinanceAsia

好處

提升企業聲譽
(更多資訊披露
及ESG)

稅務優勢
(稅項扣除或免稅)

吸引新投資者

部分發行人
根據需求享有
較低發行收益率

吸引國際投資者

全球證券交易所
承諾推動
可持續發展

缺乏全球標準

漂綠

投資者自慎

評級標準不一致

認證費高昂
(1萬至10萬美元)

缺點

額外成本及
認證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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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太債市更綠色化
更多綠色貸款和可持續性債券

來源：彭博新能源財經

(100億美元)
6
綠色債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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綠色債券市場飆升

來源：彭博新能源財經

全球各幣種綠色債券銷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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儘管控制碳排放有其必要，但若資產
經理自化石燃料資產領域大量撤資，定
必對全球市場造成嚴重影響。

理等。
綠色債券(又稱氣候債券)在中國內地

地產公司、能源公司及大型企業，另有
36％發行人是金融機構。

的增長驚人。自可再生能源企業新疆金

去年香港本地規模最大的綠色債券發

為應對全球氣候變化而採取的政策，

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於2015年發行全球

行，是由歐洲投資銀行與香港金管局基

或會減低亞太區以至一帶一路各國對煤

首批中資企業綠色債券以來，綠色金融

建融資促進辦公室合作發行的氣候意識

電的依賴。而中國內地以其於可再生能

的概念已被發行人與投資者普遍接受。

債券。該為期七年、發行金額達15億美

源範疇的領導優勢，亦可為可再生能源

香港交易所的資料顯示，2016年中國內

元的債券，亦是在全球超國家市場發行

發展創造機遇。

地綠色債券發行總額達360億美

金額最大的美元綠色債券之一。

元，2017年增至371億美元，2018年增
綠色債券市場飆升

至428億美元。

隨著應對氣候變化成為全球性公共議
題，投資者對綠色金融及可持續發展的
興趣亦日益增強。

香港發展成為亞洲綠色金融中心的努
力顯然已見成效。連接中國內地與香港
債券市場的「債券通」計劃，有效促進外

香港綠色債券

國投資者參與在岸債券市場。在香港發

2015年中國內地發行商金風新能源

行的綠色熊貓債券允許國際投資者進一

基本上，綠色投資旨在以對社會負責

(香港)投資有限公司在香港成功首發3億

步參與債券市場，亦有助擴闊綠色債券

的方式保護環境或減少碳排放。綠色投

美 元綠 色債券，認購金額高達14億 美

投資者基礎。

資產品涵蓋證券、互惠基金、交易所買

元。自此香港綠色債券發行量亦以倍數

賣基金(ETF)、綠色貸款、綠色債券等。

增長。

投資者日益相信他們非但不會因為投
資綠色債券而犧牲收益，反而可能獲得

例如，綠色債券的目的之一是鼓勵可

根據香港金融管理局(香港金管局)的

等值甚至高於傳統債券的回報。因此香

持續發展或與氣候相關的項目發展，如

資料，2018年香港安排或發行的綠色債

港的綠色金融市場及其綠色金融中心的

污染管制、可持續農業、水體廢棄物管

券總額達110億美元。其中近半發行人是

地位，在未來只會愈見加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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貿發局外訪團 ─
推動香港成為一帶一路首要商業樞紐
香 港 貿 易發 展 局 ( 香 港 貿
發局) 致 力協助香港與內
地企業發掘具增長潛力的
新市場及投 資機 遇。最 近
香港貿發局舉辦兩個外訪
團，探索一帶一路的商機，
並鞏固香港作為亞洲雙向
投資及商業樞紐的地位。

6月13日，中國內地-香港聯合赴西班牙、塞爾維亞及阿聯酋投資洽談活動團員參觀中國機械設備
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位於科斯托拉茨的發電站項目

代表團除參與由當地企業與政府代

港作為聯繫中國內地與一帶一路國家

亞及阿聯酋投資洽談活動

表合辦的一系列商業配對活動及項目

的橋樑角色：「香港為一帶一路相關發

2019年6月9至18日

介紹會外，亦獲安排參觀三國的企業、

展項目提供優質服務，其中包括基建及

基建及最新發展項目，包括西班牙馬

建築項目的融資及一系列專業服務，涵

展局及中華人民共和國商務部主辦西班

德里的全球環境管理服務供應商

蓋盡職調查、會計及保險、項目管理、

牙、塞爾維亞及阿聯酋投資洽談活動，以

Urbaser S.A.U、中國路橋工程有限責

風險管理及爭議解決服務。」

中國內地- 香港聯合赴西班牙、塞爾維

上月，香港特別行政區商務及經濟發

助香港及內地企業把握市場機遇，並推廣
香港作為發掘一帶一路商機的平台。
該洽談活動由香港貿發局與中國對外
承包工程商會聯辦，共有約70位來自中

任公司負責的塞爾維亞E763高速公路
Surcin-Obrenovac段項目、迪拜傑貝

香港工商及專業界別代表團訪問格魯

阿里自由區商業中心及2020年迪拜世

吉亞及匈牙利

界博覽會場地等。

2019年3月18至23日

國內地及香港的投資者及專業服務人士

訪問期間，香港特別行政區與阿拉

今年3月，香港貿發局與香港特別行

參與。代 表團由金融、顧問、建 築、能

伯聯合酋長國簽訂促進和保護投資協

政區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合辦經貿代表

源、土木工程、法律及會計、運輸及物流

定，標誌著兩地經貿聯繫進一步加強。

團訪問格魯吉亞及匈牙利，探索兩國的

等多個行業的專業人士組成。

香港貿發局助理總裁梁國浩強調香

一帶一路國際聯盟 最新資訊（2019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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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團由香港特區商務及經 濟發

代表團除與當地政府機構及項目擁

展局局長邱騰華率領，成員包括來自

有人會面外，亦實地考察當地發展項

代表團團長邱騰華指出，香港企業

會計、保險、基建及地產、法律服務、

目，以助香港企業了解兩國最新發展及

及專業人士憑藉其國際視野及聯繫，在

投資環境。考察項目包括位於格魯吉亞

推動香港發展成為兩國企業參與一帶

最大港口的波季自由工業區，以及總部

一路項目的主要平台方面扮演不可或

位於香港的Johnson Electric Hungary

缺的角色。

運輸及物流、科技及初創企業等不同
界別的30多名專業人士。廣東省商務
廳副廳長李勇毅率領的廣東經貿代表
團亦一同參與是次訪問行程。是次訪

是匈牙利最大的香港投資者之一。

問是自去年香港與格魯吉亞在香港一

Kft設於布達佩斯的工廠。波季自由工業

香港貿發局將繼續加強與世界各地

帶一路高峰論壇上簽署自由貿易協定

區以其免稅環境及便捷的業務流程而聞

合作，與香港、內地及國際企業及投資

後，香港貿發局第二個訪問格魯吉亞

名，而Johnson Electric Hungary Kft

者把握一帶一路倡議所帶來的機遇。

的代表團。

是全球最大的汽車零件供應商之一，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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