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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帶一路經濟開發與自貿園區聯盟（簡稱“一帶一路經自聯”）

B & R Economic Development & Free Trade Districts Association

一、聯盟名稱

二、聯盟宗旨

聯盟積極響應國家“一帶一路”倡議，以“新時代共建改革開放新格局”為指引，秉持“共商共建共

享”原則，緊密聯繫中國各經濟開發區、自貿區、保稅區和未來即將形成的自由港，以香港為紐帶，

搭建各區港同海內外政商學界交流合作、互助共贏、擴大國際影響力和知名度的服務平台，充分發

揮會員單位推動改革開放新格局建設的重要作用，促進會員單位得到更好更快發展。

一帶一路經濟開發與自貿園區聯盟項目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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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國家推動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的需要

2017年10月18日，習近平總書記代表第十八届中央委員會向黨的十九大作報告，報告第五部分

“貫徹新發展理念，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提出，要推動形成全面開放新格局，並提出：“賦予自由

貿易試驗區更大改革自主權，探索建設自由貿易港。”

在中國改革開放四十年進程中，經濟開發區、自貿區、保稅區是中國對外開放的重要組成部分，

在國家現今推動新一輪高水平對外開放過程中，各區、各港也被賦予了更高的期待，未來勢必需要

發揮更加巨大的作用。

為配合國家經濟發展、推動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的需要，中國經濟開發區、自貿區、保稅區亟需

形成緊密的聯盟關係，搭建溝通交流、團結合作、擴大國際影響力和知名度的平台，與“一帶一路”

沿線國家和地區聯繫交流，促使各區、各港在金融、服務業等領域開放層次更高、力度更大，形成更

高程度的資源優化配置，並進一步對接國際貿易投資新規則。

三、成立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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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香港可為探索自由貿易港提供借鑒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國務院副總理汪洋在2017年11月發表了署名文章《推動形成全面開放新格局》，從

對外開放的形勢、內涵和舉措幾方面，對十九大報告進行了詳盡闡釋，其中“探索建設自由貿易港”引起廣泛討

論。他指出：“自由港是設在一國（地區）境內關外、貨物資金人員進出自由、絕大多數商品免征關稅的特定區

域，是目前全球開放水平最高的特殊經濟功能區。香港、新加坡、鹿特丹、迪拜都是比較典型的自由港。我國海

岸綫長，離島資源豐富。探索建設中國特色的自由貿易港，打造開放層次更高、營商環境更優、輻射作用更强的

開放新高地，對于促進開放型經濟創新發展具有重要意義。”

香港作為具有百餘年歷史的自由港，在世界集裝箱港口中中轉量排名前列，能够以其經驗為內地建設自由

貿易港提供重要借鑒，可以成為改革創新學習、競爭和超越的對象。此外香港在積極響應國家“一帶一路”倡

議中主動承擔“超級聯繫人”的角色，在國家進一步的改革開放和“一帶一路”倡議的落實中能夠發揮重要的

作用。

3. 中美貿易衝突升溫 中國宣佈擴大改革開放新舉措

隨著中美貿易衝突的升溫，在近期舉行的博鰲亞洲論壇中，中國向世界釋放出“中國開放的大門會越開越

大”的信號，與此同時，中國人民銀行行長易綱宣佈多項內地金融市場開放措施並給出時間表。

此番中國發起的全球最大一輪新改革開放浪潮中，內地與港澳台、海外在經濟金融等方面的互動必然更加

緊密，而立足香港這一世界自由港，為內地經濟開發區、自貿區、保稅區搭建一個互動交流共享、探索建設自由

港、尋求“一帶一路”機遇走出去的平台是大勢所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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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積極響應國家“推動形成全面開放新格局”的指示，提高中國經濟開發區、自貿試驗區、保稅

區等建設質量，對標國際先進規則和先進自由港，强化改革舉措系統集成。

2、 為中國經濟開發區、自貿區、保稅區、自由港搭建緊密聯繫、團結互助、交流學習、相互借鑒的

優良平台。

3、 利用境外媒體優勢及豐富資源，憑藉香港的窗口作用，為中國經濟開發區、自貿區、保稅區、

自由港提供招商引資推薦、增強海內外影響力、樹立口碑的難得機遇。

4、 通過論壇、研討會、交流會等形式，借助香港世界自由港的優勢，為中國經濟開發區、自貿區、

保稅區、自由港提供對改革創新進行學習探索的巨大機遇。

四、成立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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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指導單位：中央人民政府駐香港特別行政區聯絡辦公室；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中華人民共和

國海關總署

2、 發起單位：香港《經濟導報》和《中國海關統計》

3、  聯盟內設主席單位，理事單位，普通會員單位（中國內地及“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和地區經濟開

發區、自貿區、保稅區和自由港）

4、 秘書處

聯盟主要負責人員組成：

名譽主席：擬邀請全國政協副主席梁振英、全國政協副主席何厚鏵

主席：陳寅

副主席：待定

理事長：顏安生

副理事長：待定

秘書長：康劍波

副秘書長：鄧明宇、沈紹基、胡顯勝

“一帶一路經自聯”設立秘書處開展日常工作，秘書處由經濟導報香港總社派專人組建負責。

秘書處下設會務小組、公關小組、新媒體小組、策劃文案小組、財務小組

五、聯盟組織及人員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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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香港《經濟導報》簡介及優勢

香港《經濟導報》1947年1月1日創刊於香

港，是香港歷史最悠久的中文財經雜誌。《經濟

導報》為中央政府駐港聯絡辦直接領導的“愛國

愛港媒體”，政治導向正確可靠。

《經濟導報》具有與生俱來的大格局。1987

年1月19日，於北京人民大會堂舉行的《經濟導

報》創刊40週年北京招待會上，習仲勛出席並講

話；在擔任中共總書記期間，江澤民曾單獨接見

過《經濟導報》代表團（1991年12月13日），並

為《經濟導報》題詞，“繼往開來，辦好導報，服

務祖國，繁榮香港”；2016年9月7日，時任香港

特區行政長官梁振英在禮賓府接受了《經濟導

報》獨家專訪，通過《經濟導報》闡述他執政4

年來對香港一系列問題的看法；2016年12月15

日，行政長官梁振英、中央政府駐港聯絡辦副主

任楊健、外交部駐港特派員公署副特派員宋如

安等重要嘉賓出席《經濟導報》創刊七十週年慶

祝酒會並擔任主禮嘉賓。

《經濟導報》政治嗅覺敏銳，採編思想立意

高遠。2013年當習近平主席提出“一帶一路”倡

議時，《經濟導報》立即進行了系列策劃，刊出了

一系列“一帶一路”深度報導專題，並成為第一

家解讀“一帶一路”戰略倡議的香港主流傳媒；

2015年、2016年的12月份，在習主席提出中

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三週年、四週年之際，

《經濟導報》先後策劃了“深港攜手共築中國

夢”、“中國夢深入人心”兩個重大封面專題，成

為詮釋與疏理中國夢最具深度的唯一港媒。

六、發起單位簡介及背景



ASSOCIATION

9

《經濟導報》在兩岸三地以及東南亞地區具有廣泛影響力，擁有豐富專家智庫資源。導報擁有包括平面雜

誌、網站、微信、微博、Facebook等新媒體在內的全媒體矩陣平台，且與港台地區新媒體，如香港橙新聞、台

灣工商時報有着緊密的新媒體合作關係，與全球商報聯盟（擁有遍佈四大洲71家媒體會員）合作密切，是向國

際社會特別是“一帶一路”國家和地區傳遞中國聲音的重要揚聲器。

《經濟導報》同時具有策劃、舉辦大型、跨地區、國際化盛事的成熟運作經驗。曾策劃舉辦過各類地區性

和國際性的大型活動， 如中國國際機床展覽會、中國華東進出口商品交易會、上海名牌商品評比等，並出版過

中國機械工業企業名錄、中國出口商品交易會特刊等。

2016年12月15日，《經濟導報》創刊七十週年慶祝酒會，特區政府、中聯辦各個部門的高層官員、全國人

大代表、全國政協委員、領事館代表、廣東省委外宣辦、省政府新聞辦、各界知名人士等共200多人參加了當天

的活動。

2016年12月18日，香港《經濟導報》在北京舉行創刊七十週年座談會，國內著名的專家學者，相聚一堂，

圍繞中國經濟轉型升級與結構調整的方向路徑，為中國經濟發展和香港繁榮穩定建言獻策，暢所欲言。

2、《中國海關統計》簡介及優勢

《中國海關統計》月刊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海關總署授權香港經濟導報社出版的唯一一本每月對外公佈中國

官方進出口數據的英文月刊，1984年在香港創刊，現已連續出版34年。

月刊是從事對外經濟貿易和研究工作的部門、大企業、大公司的重要參考資料，也是開展對華貿易、來華

投資進行市場調查、分析的重要依據。月刊提供的海關統計數據是根據中國各地海關對進出口貨物執行實際監

管的《進出口貨物報關單》匯總編制而成的，由於採用國際通用的貿易統計標準，因此其數據具有全面性、可靠

性和國際可比性。

月刊的訂閱戶遍佈世界五大洲，包括多個國際性組織，世界500强企業，世界主要諮詢研究機構，各國駐華

大使館，大專院校等。由於這些訂閱戶通常將本月刊陳列在組織、企業、機構、院校的圖書館或資料庫，供該組

織、機構及企業有關人員閱讀參考，所以實際讀者數字龐大，難以估計。目前重要的訂閱戶有：世界貿易組織，

聯合國貿易和發展組織，國際貨幣基金會，道瓊斯，路透社，標準普爾，英國經濟學人，日本國際金融中心，日本

野村研究所，韓國國家發展委員會，台灣中華經濟研究院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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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海關統計》提供中國海關統計範圍內所有進出口商品每

月的進出口數據(以美元計值)，每期共有80內頁，同時出版電子版

（pdf文件）和紙質版，提供18個當月的海關進出口統計數據表，

包括：

1）年度和月度進出口商品的總值表；

2）當月和當年累積進出口商品分國家(地區)總值表；

3）當月和當年累積進出口商品按SITC分類總值表；

4）當月和當年累積進出口商品按HS分類總值表；

5）當月和當年累積進出口商品按貿易方式統計總值表；

6）�當月和當年累積出口商品按企業性質及貿易方式統計總值表；

7）�當月和當年累積進口商品按企業性質及貿易方式統計總值表；

8）�當月和當年累積進出口商品按經營單位所在地統計總值表；

9）�當月和當年累積進出口商品按境內目的地/貨源地統計總值表；

10）�當月和當年累積進出口商品按海關關別(口岸)統計總值表；

11）當月和當年累積進出口商品按特定地區統計總值表；

12）�當月和當年累積進出口商品按外商投資企業統計總值表；

13）當月和當年累積出口主要商品統計總值表；

14）當月和當年累積進口主要商品統計總值表；

15）�當月和當年累積對部分國家(地區)出口主要商品按HS分類統

計總值表；

16）�當月和當年累積自部分國家(地區)進口主要商品按HS分類統

計總值表；

17）當月和當年累積出口商品按主要貿易方式統計總值表；

18）當月和當年累積出口商品按主要貿易方式統計總值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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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18年重點項目

2018 “一帶一路經自聯”成立大會暨中國全面開放新格局高峰論壇（活動詳情見附錄）

時間：2018年12月6日（星期四）

地點：香港北角海逸君綽酒店

2、聯盟日常主要活動

1）  借香港等城市平台，以及發起單位豐富的媒體資源優勢，組織並舉行各經濟開發區、自貿區、保

稅區、自由港面向海外“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和地區的集體推薦會和合作交流活動，讓理事單

位和會員單位有機會進行推薦、商務洽談，尋找海內外合作機遇。

2）  舉辦相關論壇、研討會項目，邀請國內外著名專家學者和各經濟開發區、自貿區、保稅區、自由

港負責人，就共同關注熱點話題進行探討交流，互相切磋學習。

3）  承辦“一帶一路經自聯”年會，為“一帶一路經自聯”成員提供彼此以及與香港、海外政商界人

士交流溝通的機會，表彰當年成績突出、積極進行創新發展以及具有特殊貢獻和表現的成員。

1、 所有会员單位必须是中國內地和“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和地區官方認可的經濟開發區、自貿區、

保稅區、自由港。

2、 願意積極配合“一帶一路”經濟發展、推動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的經濟開發區、自貿區、保稅

區、自由港。

3、願意在開發區、自貿區、保稅區、自由港探索建設方面與他人分享成功經驗。

七、聯盟2018年重點項目及日常活動

八、會員單位資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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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盟會員享有下列權益：

1、會員單位統一由聯盟頒發《一帶一路經濟開發與自貿園區聯盟會員單位》證書。

2、 會員單位可以每次派出2名代表以嘉賓身份免費參加聯盟組織的各類論壇、研討會、參觀交流會。

3、 會員單位代表可以嘉賓身份免費參加聯盟在香港或者海外舉行的年會暨交流推薦會（推薦資格

詳見“聯盟年會暨交流推薦會策劃書”）。

4、 會員可全年享受由《經濟導報》和《中國海關統計》點對點提供的全球財經資訊服務、海關重要

數據。會員可關注經濟導報網站和微信公眾號，並加入微信群，時刻與各聯盟成員保持互動。

5、 會員將獲贈《經濟導報》和《中國海關統計》網絡版資訊。訂閱《經濟導報》和《中國海關統計》

實體雜誌時可以享受優惠價格。

6、 會員單位在開展香港、海外工作時可享受到相關服務支持：如需要港澳台、海外媒體關係管理的時

候，聯盟可利用其資源提供媒體關係管理服務；在酒店會場、政商資源引薦方面提供一定支持。

7、各會員單位官網可在香港《經濟導報》官網上進行鏈接。

聯盟會員單位需要履行下列義務：

1、 嚴格遵守中國內地及香港法律、法規。

2、 遵守“一帶一路經自聯”章程，自覺維護“一帶一路經自聯”的各項權益，自覺抵制各種損害“一

帶一路經自聯”權益及名譽的行為。

3、積極為聯盟的發展建言獻策。

4、積極參加聯盟組織的各項活動。

1、  擬入會單位填寫由“一帶一路經自聯”頒發的入會申請表，填寫完畢後交回“一帶一路經自聯”

秘書處備案登記；

2、“ 一帶一路經自聯”秘書處發出會員單位認證函後，申請單位則自動成為“一帶一路經自聯”會

員，享受會員單位的所有權益，直至會員資格終止。

3、聯盟會向會員單位統一頒發《一帶一路經濟開發與自貿園區聯盟會員單位》證書以作認證。

九、會員單位權益

十、會員單位義務

十一、入會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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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時間：2018年12月6日（星期四）

二、地點：香港北角海逸君綽酒店

三、活動規模：200人

四、主要環節：

1. 社長致辭

2. 港府代表致辭

3. 北京方面代表致辭

4. 宣佈“一帶一路經自聯”成立，行成立禮

5. 聯盟成員代表上台與台上嘉賓合影

6. 學術代表1進行15分鐘主題演講

7. 學術代表2進行15分鐘主題演講

8. 三個內地區分別進行推介

9. 圓桌論壇討論（主題待定）

五、擬邀請嘉賓名單

擬邀請成立大會主要嘉賓：

全國政協副主席梁振英

全國政協副主席何厚鏵

中央人民政府駐港聯絡辦代表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代表

中華人民共和國海關總署代表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代表

2018“一帶一路經自聯”成立大會暨

中國全面開放新格局高峰論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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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特別行政區財政司司長陳茂波

香港立法會主席梁君彥

香港貿易發展局主席羅康瑞               

香港生產力促進局主席林宣武              

香港旅遊發展局主席林建岳                

香港金融管理局總裁陳德霖                　　

香港交易及結算所行政總裁李小加   

香港行政會議成員及香港科技園董事局主席羅范椒芬

香港銀行公會主席施穎茵                    

香港總商會主席吳天海                         

香港中華總商會會長蔡冠深                

香港工業總會主席郭振華   　　　　　　　

香港中華廠商聯合會會長吳宏斌      

香港中華出入口商會會長張學修

美國駐香港及澳門總領事唐偉康

俄羅斯駐港總領事Alexander V. Kozlov

加拿大駐港總領事Jeff Nankivell

日本駐港總領事Kuninori Matsuda

韓國駐港總領事 Kim Weon-jin

新加坡駐港總領事Ms Foo Teow Lee

馬來西亞駐港總領事Tengku Sirajuzzaman bin Tengku Mohamed Ariffin

法國駐港總領事Eric Berti

德國駐香港及澳門總領事Dieter Lamlé 等“一帶一路”國家駐港總領事

擬邀請圓桌論壇演講嘉賓：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企業中心主任趙昌文博士

中國政治、國際關係與社會問題專家、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研究所所長鄭永年       

中國（海南）改革發展研究院院長遲福林

六、在港參觀環節：

除論壇活動外，擬在港設置參觀項目：參觀香港科技園

時間暫定為2018年12月7日（星期五）上午

七、查詢方式：

沈小姐 （+852）6577 6737

總機（+852）2573 8217

郵箱﹕brhongkong@163.com

一、時間：2018年12月6日（星期四）

二、地點：香港北角海逸君綽酒店

三、活動規模：200人

四、主要環節：

1. 社長致辭

2. 港府代表致辭

3. 北京方面代表致辭

4. 宣佈“一帶一路經自聯”成立，行成立禮

5. 聯盟成員代表上台與台上嘉賓合影

6. 學術代表1進行15分鐘主題演講

7. 學術代表2進行15分鐘主題演講

8. 三個內地區分別進行推介

9. 圓桌論壇討論（主題待定）

五、擬邀請嘉賓名單

擬邀請成立大會主要嘉賓：

中央人民政府駐港聯絡辦代表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代表

中華人民共和國海關總署代表

全國政協副主席梁振英

全國政協副主席何厚鏵

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林鄭月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