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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帶一路經濟開發與自貿園區聯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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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設倡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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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帶一路”各經濟開發區、自貿區、保稅區和自由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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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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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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進程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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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作為全球最開放的經濟體能夠為推動“一帶一路”建設扮演重要角色
時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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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隨着中美貿易衝突的升溫，在博鰲亞洲論壇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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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帶一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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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樹立口碑的難得機遇。

4、 通過論壇、研討會、交流年會等形式，借助香港世界自由港的優勢，為“一帶一路”經濟開發

區、自貿區、保稅區、自由港提供相互學習探索的機會。

四、成立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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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盟主要負責人員組成：

理 事 長：顏安生

秘 書 長：康劍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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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發起單位：香港《經濟導報》

2、  聯盟內設顧問單位，理事單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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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港、政府機構、企業）

3、 秘書處

五、聯盟組織及人員架構



ASSOCIATION

7

六、發起單位簡介及優勢

香港《經濟導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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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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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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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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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年全國“兩會”期間，《經濟導報》社長陳寅向中宣部副部長、國務院新聞辦公室主任蔣建國匯報工

作。在聽取了陳寅社長有關《經濟導報》工作情況介紹之後，蔣建國十分高興並表示將支持《經濟導報》為國家

發聲、講中國故事，為香港繁榮穩定建言獻策，以及助推兩岸民間交 流等一系列工作。

2021年12月28日，經濟導報創刊75週年慶典暨2021“一帶一路經濟開發與自貿園區聯盟”年會跨深港兩

地隆重舉行。本次活動受到多方支持和關注。此次報慶收到特區政府各部門首長、立法會議員、商會會長、高

校校長、全國各省市新聞辦公室及企業發來的近80份題詞和賀信。來自內地、香港的政界、學界、工商界、新聞

界等各界知名人士及園區代表齊聚港深會場，共同慶賀，共襄盛舉。

欲了解更多詳情，請掃碼觀看視頻：

經濟導報70週年專題片 經濟導報創刊70週年
慶祝酒會紀錄片

經濟導報創刊75週年慶典
暨2021“一帶一路經濟開發
與自貿園區聯盟”年會紀錄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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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聯盟年會：
  為維護聯盟會員間的良好交流合作，為會員與香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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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盟定期舉辦“一帶一路經濟開發

與自貿園區聯盟”年會， 為會員單位搭建更廣闊交流平台。

2﹚ 聯盟智庫（籌）：
  為深入探討“一帶一路”相關經濟問題，剖析經濟現象本質屬性，聯盟將成立智庫研究所，包括開

展一帶一路經濟開發與自貿園區課題研究；以研究所為平台，與香港及海外高校開展深度合作，進

行自由貿易區相關重大課題的合作攻關研究；培養中國自由貿易試驗區建設和發展中的交叉學術

團隊，相關研究成果將以學術期刊的形式定期發表。聯盟智庫研究所將為“一帶一路”沿線經濟開

發區、保稅區、自貿區和自由港等政府、企業、機構提供諮詢服務，為“一帶一路經濟開發與自貿園

區聯盟”長期發展提供智庫保障。

1﹑聯盟重點項目

七、聯盟重點項目及日常活動

聯盟年會
聯盟博覽會
（籌）

聯盟智庫
（籌）

智能中國先進技術
促進中心

海外法律援助中心
（籌）

創新創業委員會

一帶一路經濟開發與
自貿園區聯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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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会员單位必须是中國內地和“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和地區政府部門以及官方認可的經濟

開發區、自貿區、保稅區、自由港及相關組織和機構。

八、會員單位資格

3﹚ 聯盟博覽會（籌）：
  為幫助成員單位提升形象和增加影響力，構建聯盟博覽會的線上線下展示宣傳平台。先為成員單

位以“網上博覽會”形式在官網以專題形式進行概況及成就推介；成員單位形成一定規模後，將

根據具體情況協商溝通在線下舉辦博覽會，發揮聯盟的紐帶作用，提供向“一帶一路”領域的政

商學及媒體界專家交流學習及合作的機會。

4﹚ 創新創業委員會
  2019年10月，一帶一路經濟開發與自貿園區聯盟宣布成立創新創業委員會，該機構旨在為聯盟

會員提供創新創業發展指南，助力會員更好發掘“一帶一路”沿線機遇。

5﹚ 智能中國先進技術促進中心
  2021年12月，一帶一路經濟開發與自貿園區聯盟宣布成立另一專業機構：“智能中國先進技術

促進中心”。該機構旨在致力加強聯盟會員間的交流合作，為一帶一路發展獻計獻策。

6﹚ 海外法律援助中心（籌）
  隨著“一帶一路”倡議的朋友圈不斷擴大，沿線合作不斷加深，沿線的經濟開發區、自貿區、保稅

區、自由港及相關機構對國際法律專業服務的需求也逐漸擴大。一帶一路經濟開發與自貿園區聯

盟應廣大會員要求，籌建了海外法律援助中心，旨在依托香港法律專業服務優勢，為會員提供法

律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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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帶一路經濟開發與自貿園區聯盟”年會，為“一帶一路經濟開發與自貿園區聯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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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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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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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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絡版資訊。訂閱《經濟導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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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帶一路經濟開發與自貿園區聯盟”章程，自覺維護“一帶一路經濟開發與自貿園區聯

盟”的各項權益，自覺抵制各種損害“一帶一路經濟開發與自貿園區聯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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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帶一路經濟開發與自貿園區聯盟”頒發的入會申請表，填寫完畢後交回

“一帶一路經濟開發與自貿園區聯盟”秘書處備案登記；

2、“ 一帶一路經濟開發與自貿園區聯盟”秘書處核准後，申請單位則自動成為“一帶一路經濟開發

與自貿園區聯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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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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6日，由香港《經濟導報》和《中國海關統計》英文月刊共同牽頭發起的“一帶一路經濟開發與自貿園區聯

盟”成立大會暨中國全面開放新格局高峰論壇在香港隆重舉行，來自內地、香港、台灣的政、商、學界、企業界

知名人士及美國、澳大利亞、緬甸、菲律賓、蒙古國、阿聯酋、馬來西亞等國駐港領事代表齊聚港島海逸君綽酒

店，共襄盛舉。

欲了解更多詳情，
請掃碼觀看視頻：

2018“一帶一路經濟開發與自貿園區聯盟”成立大會暨
中國全面開放新格局高峰論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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欲了解更多詳情，
請掃碼觀看視頻：

2019年10月23日，“一帶一路經濟開發與自貿園區聯盟”在深圳前海隆重舉行首屆年會暨自貿園區建設經驗

分享會。同日，聯盟網上博覽會正式上線啟動。國務院參事王京生，中央人民政府駐香港特別行政區聯絡辦公

室宣傳文體部副部長張國義，中央人民政府駐香港特別行政區聯絡辦公室深圳聯絡部副主任、一級巡視員郭正

林，前海合作區黨工委委員、前海蛇口自貿片區管委會副主任、前海管理局副局長田敏等主禮嘉賓為網上博覽

會揭牌。

2019一帶一路經濟開發與自貿園區聯盟
首屆年會在深圳前海隆重舉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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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12月28日，經濟導報創刊75週年慶典暨2021“一帶一路經濟開發與自貿園區聯盟”年會跨深港兩地

隆重舉行。本次活動在深港兩地以在線、線下聯動、網絡直播的模式舉行，受到多方支持和關注。

中央人民政府駐香港特別行政區聯絡辦公室宣傳文體部副部長張國義，香港特別行政區創新及科技局局長薛

永恒，香港特別行政區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副局長陳百里，香港期刊傳媒公會主席、鏡報執行社長徐新英，香港期

刊傳媒公會會長、紫荊雜誌社社長楊勇，香港中華廠商聯合會會長史立德，香港大公文匯傳媒集團執行總經理

兼大公報副總編輯韓紀文，全球商報聯盟理事長、香港商報董事總經理張介嶺等作為主禮嘉賓蒞臨香港會場。

《經濟導報》創刊七十五週年慶典暨
2021“一帶一路經濟開發與自貿園區聯盟”年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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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人民政府駐港聯絡辦深圳聯絡部主任羅育淼，深圳市委宣傳部副部長、深圳市新聞出版局局長、深圳市政

府新聞辦主任吳筠，中國（廣東）自由貿易試驗區深圳前海蛇口片區管委會黨組成員、副主任，前海深港現代服

務業合作區黨工委委員，前海深港現代服務業合作區管理局副局長袁富勇，中央人民政府駐港聯絡辦深圳聯絡

部原副主任、一級巡視員郭正林，深圳市新絲路經貿商會會長馬如彪等作為主禮嘉賓蒞臨深圳現場。

深圳報業集團黨組書記、社長，香港經濟導報社社長陳寅，深圳報業集團黨組副書記、副社長、總編輯，深圳特

區報總編輯丁時照，深圳報業集團黨組成員、深圳商報總編輯鄧自強，深圳報業集團副總編輯、深圳晚報總編

輯葉曉濱，深圳報業集團社長助理、集團科技委副主任、深圳市網絡媒體協會會長吉書龍等出席會議。

欲了解更多詳情，
請掃碼觀看視頻：



出席歷年活動的主要嘉賓：

● 時任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林鄭月娥
● 時任全國僑聯副主席盧文端
● 時任國務院參事王京生
● 時任中央人民政府駐港聯絡辦深圳聯絡部主任羅育淼
● 時任中央人民政府駐香港特別行政區聯絡辦公室宣傳文體部副部長李海堂
● 時任中央人民政府駐香港特別行政區聯絡辦公室宣傳文體部副部長張國義
● 時任中央人民政府駐香港特別行政區聯絡辦公室深圳聯絡部副主任、一級巡視員郭正林
● 時任香港特別行政區創新及科技局局長薛永恆
● 時任香港特別行政區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副局長陳百里
● 時任香港金融發展局行政總裁許正宇
● 時任香港個人資料私隱專員黃繼兒
● 時任深圳市委宣傳部副部長、深圳市新聞出版局局長、深圳市政府新聞辦主任吳筠
●  時任中國（廣東）自由貿易試驗區深圳前海蛇口片區管委會黨組成員、副主任，前海深港現代服務業合作區黨工

委委員，前海深港現代服務業合作區管理局副局長袁富勇
● 時任前海深港現代服務業合作區黨工委委員、前海蛇口自貿片區管委會副主任、前海管理局副局長田敏
● 時任全國人大代表、平潭綜合實驗區黨工委副書記、管委會主任林文耀
● 時任迪拜工商會中國辦公室主任 Mr. Daniel Sellers
● 第十屆、第十一屆全國政協委員，時任同心俱樂部副主席，富源集團董事長兼總裁繆壽良
● 時任全國人大代表、中國銀行（香港）信託有限公司董事長吳亮星
● 時任香港期刊傳媒公會主席、鏡報執行社長徐新英
● 時任香港期刊傳媒公會會長、紫荊雜誌社社長楊勇
● 時任香港新聞工作者聯會會長張國良
● 時任中國新聞社香港分社總編輯王丹鷹
● 時任香港大公文匯傳媒集團執行總經理兼大公報副總編輯韓紀文
● 時任全球商報聯盟理事長、香港商報董事總經理張介嶺 
● 時任香港商報常務副社長、執行總編輯張寶興
● 時任鏡報總編輯盛一平
● 時任香港經濟日報社總經理黃得其
● 時任TechIDEAL Tech+Consulting主編楊彥春
● 時任中國銀行（香港）有限公司《中苑》總編輯勇新宇
● 時任識港網總裁謝俊藝
● 時任深圳報業集團黨組副書記、副社長、總編輯，深圳特區報總編輯丁時照
● 時任深圳報業集團黨組成員、深圳商報總編輯鄧自強
● 時任深圳報業集團副總編輯、深圳晚報總編輯葉曉濱
● 時任深圳報業集團社長助理、集團科技委副主任、深圳市網絡媒體協會會長吉書龍 
● 時任國際寶峰金融集團有限公司董事長吳連烽
● 時任香港中華廠商聯合會會長史立德
● 時任中國太平洋經濟合作總裁會主席何家渭
● 時任港九罐頭洋酒夥計行商會副總監李廣林
● 時任上海交通大學安泰經濟與管理學院教授陳憲
● 時任中國（深圳）綜合開發研究院副院長曲建
● 時任香港中文大學劉佐德全球經濟及金融研究所常務所長莊太量
● 時任香港前海智庫執行副主席、蘇港青年交流會會長關俊華
● 時任深圳市新絲路經貿商會會長馬如彪
● 時任緬甸駐港總領事Myat Thuzar Than
● 時任菲律賓駐港副總領事Roderico C. Atienza
● 時任蒙古國駐港領事Mungun Batgerel
● 時任中華文教經濟合作促進會秘書長、台灣華盛豐數字傳媒科技有限公司總經理蘇聰德
● 時任香港樹仁大學新聞與傳播系系主任梁天偉
● 時任合肥市發改委副主任施平

查詢方式：
沈小姐 （+852）6577 6737
總機（+852）2573 8217
郵箱﹕brhongkong@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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