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攜手共建『一帶一路』，合作共享發展機遇 

——香港工商界走進境外經貿合作區交流會」 

 

商務及經濟發展局與中央人民政府駐香港特別行政區聯絡辦公室經濟

部貿易處將於 11 月 30 日（星期三）下午 3：00-5：30 聯合主辦「攜手

共建『一帶一路』，合作共享發展機遇—香港工商界走進境外經貿合

作區交流會」，介紹三個東南亞國家的境外經貿合作區（合作區），

包括： 

 

（i） 越南龍江工業園（越南）、 

（ii） 中國印尼綜合產業園區青山園區（印尼）及 

（iii） 萬象賽色塔綜合開發區（老撾）。 

 

國家商務部對外投資和經濟合作司、國家駐當地大使館經商參贊及相

關園區負責人將分別介紹合作區建設的整體情況和支持措施，當地投

資政策和營商環境，和園區建設情況、入園政策和合作機遇。交流會

設有參會企業與發言嘉賓互動交流。 

 

交流會參加者可以線上形式參加，暫定流程及三家園區簡介詳見附件

一。交流會可加強香港業界深入了解合作區內的入駐情況和發展方向，

促進與區內企業的伙伴合作。 

 

煩請 貴中心統籌有意向線上參加的企業報名，並於 11 月 25 日（星期

五）或之前填妥報名表（見附件二），匯總後電郵至「一帶一路」辦

公室（enquiry@bro.gov.hk）。交流會採用 ZOOM 會議系統，成功報名

者將隨後獲通知會議 ID、密碼等。 

 

如有查詢，可聯絡「一帶一路」辦公室鄭田田女士  ( 電郵 : 

enquiry@bro.gov.hk 或電話: 3655 5431)。 

 

 
香港特區政府 

商務及經濟發展局 

「一帶一路」辦公室 

 

mailto:enquiry@bro.gov.hk
mailto:enquiry@bro.gov.hk


附件一 
 

「攜手共建『一帶一路』，合作共享發展機遇 

——香港工商界走進境外經貿合作區交流會」 

 
日期： 2022 年 11 月 30 日（星期三）  
時間：下午 3 時至 5 時 30 分  
 
主辦單位：   
中央人民政府駐香港特別行政區聯絡辦公室經濟部貿易處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商務及經濟發展局「一帶一路」辦公室  
 
支持單位：  
中國駐越南社會主義共和國大使館經商處  
中國駐印尼共和國大使館經商處  
中國駐老撾人民民主共和國大使館經商處  
 
會議語言：  
中文（普通話）  
 
會議支持系統：  
ZOOM 
 
暫定日程 :  

 
15:00-15:05 中聯辦經濟部副部長兼貿易處負責人劉亞軍

先生介紹到場嘉賓並致辭  
15:05-15:10   香港特區政府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副局長陳百

里博士致辭  
15:10-15:25 商務部合作司李永軍副司長介紹境外經貿合

作區建設有關情況及支持措施  
15:25-15:40 駐越南大使館經商處公使銜參贊胡鎖錦先生

介紹越南投資營商環境及產業發展狀況  
15:40-16:00 越南龍江工業園負責人介紹園區建設情況及

投資政策  
16:00-16:15 駐印尼大使館經商處公使銜參贊石資明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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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紹印尼投資營商環境及產業發展狀況  
16:15-16:35 中國印尼綜合產業園區青山園區負責人介紹

園區建設情況及投融資合作需求  
16:35-16:50 駐老撾大使館經濟商務處經濟商務參贊趙文

宇先生介紹老撾投資營商環境及產業發展狀

況  
16:50-17:10 老撾萬象賽色塔綜合開發區負責人介紹園區

建設情況及投資政策  
17:10-17:30 參會嘉賓就三個園區投資營商環境等進行線

上提問及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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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南龍江工業園簡介 

 

越南龍江工業園，是中國國家級境外經貿合作區，屬於商務部及

浙江省“一路一帶”建設重點項目。專案是由中國前江投資管理有限責

任公司投資開發的綜合性工業園。項目總體規劃面積為 600 公頃，其

中包括工業區 540 公頃和住宅服務區 60 公頃，總投資額為 1 億美元。

項目于 2007 年 6 月越南政府總理批准園區的投資許可。2007 年 11

月前江省工業區管理委員會頒發投資執照。2009 年 2 月中國國家發

改委正式批准項目投資。園區於 2011 年 9 月正式通過商務部考核成

為國家級境外經貿合作區。 

專案在與當地政府取得土地後進行開發，主要建設內容包括：園

區土地平整、道路建設、給排水管網建設、汙水處理站建設、供水站

建設、供電系統建設、綠化、標準廠房及臨時碼頭建設等，滿足園區

內各入園企業的正常生產、運營需要。主要為入園企業提供土地租賃、

標準廠房租賃、標準廠房出售等多種企業入園方式，支付方式靈活，

同時免費辦理投資執照、代理報關、協助辦理進出口手續和原產地證

明、代理運輸、介紹建築公司和建築監理、提供宿舍及物業管理等一

系列服務。 

截至 2022 年，園區的總出租淨工業土地面積接近全園區規劃的

可出租面積約 80%。總共引入 52 家企業入園投資，入園企業總投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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額超過 20 億美元，累計產值超過 160 億美元。已投產企業共為前江

省提供超過 25000 個勞動就業崗位，為當地的社會經濟發展作出重要

貢獻。 

在全球經濟更深入融合的新背景和新形勢下，龍江工業園已經成

長為幫助我國‘走出去’企業的服務平臺，為我國的企業在兩國產業合

作以及全球產業佈局中擔負起更加重要的使命和作用。園區作為我國

‘一帶一路的重點項目’，將為我國有實力“走出去”企業在國際產能合

作中拓展更大的發展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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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印尼綜合產業園區青山園區簡介 

 

2013 年 10 月 3 日，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和時任印尼總統蘇西洛

出席在印尼雅加達舉行的中國—印尼商務協議簽約儀式，中國印尼綜

合產業園區青山園區（以下簡稱“青山園區”）作為其中的專案之一成

功簽約。也就是在這次印尼出訪中，習主席向全球提出構建“21 世紀

海上絲綢之路”的倡議。 

青山園區位于印尼中蘇拉威西省 Morowali 縣 Bahodopi 鎮，是上

海鼎信投資（集團）有限公司與合作方印尼八星集團以 66.25%：

33.75%的股比，在印尼合資設立的 PT.Indonesia Morowali Industrial 

Park（以下簡稱“IMIP”）。青山園區是中國財政部和商務部聯合確認的

國家級境外合作園區，也是印尼國家級工業園區和保稅區，是以鎳金

屬開採冶煉、不銹鋼冶煉等為主導產業的資源利用型合作區。IMIP 主

要經營園區的土地開發、基礎設施運營、管理，以及園區行政、社會

關係管理、安全保衛等。 

目前，青山園區已經發展成擁有海、陸、空立體運輸通道、生產

和生活配套設施完備的現代化大型工業園區。園區占地面積已由建設

初期的 2300 公頃擴大至目前的 3200 公頃，自發電容量 500 多萬千

瓦，自備碼頭年輸送量逾億噸。園區還建有 2200 米跑道自備機場 1

座，擁有一百多間客房的酒店一座，大型清真寺 3 座，容納中國員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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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宿的食堂及宿舍，供應印尼員工餐食的配套中心及食堂等。 

青山園區內的年產 300 萬噸不銹鋼熱軋卷/板產業鏈已於 2018 年

10 月建成投產，園區鎳鐵 RKEF 生產線已建成投產 40 多條，年生產

鎳鐵折合鎳金屬逾 35 萬噸，此外，園區內的年產 350 萬噸普碳鋼產

能也已投產，運用全新工藝提取低品位鎳礦中的鎳、鈷、錳用於新能

源汽車電池的項目也已經陸續投產。 

截至 2022 年 10 月底，青山園區共吸引入園企業 47 家（其中中

資控股企業 22 家），入園專案協定投資總額超過 150 億美元，園區及

入園企業項目已完成的實際投資額達 135 億美元，上繳東道國各種稅

費累計總額達 23 億美元，帶動國內貨物出口累計總額達 94 億美元，

從業人員 72721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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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撾萬象賽色塔綜合開發區簡介 

 

老撾萬象賽色塔綜合開發區由雲南建投與老撾萬象市政府共同

出資組建的老中聯合投資有限公司投資開發，是中老兩國政府共同確

定的國家級合作專案，是中國在老撾唯一的國家級境外經貿合作區。

專案位於老撾首都萬象市新城區的核心區域，占地 11.5 平方公里。 

開發區分三期滾動開發，計畫投資總額達 50 億美元，按照“以產

促城、以城帶產、產城融合”的發展模式，打造萬象新城。目前已完成

首期 4 平方公里的開發建設，開發區產業園區部分土地平整和工業園

區道路、供水、供電、通訊等配套基礎設施建設，建成 8 萬平方米標

準化廠房和 4 萬平方米的服務配套設施，能為入園企業提供全方位的

支持。開發區正進行二期投資建設及萬象新城的開發。 

開發區還積極配合中老兩國環境部開展低碳示範區建設，2019年

開發區正式被納入中國在發展中國家開展的 10 個低碳示範區之一。

由中國生態環境部援助的太陽能路燈已完成安裝並投入使用，新能源

客車、卡車、環境執法車於 4 月 29 日成功交付。 

截止 2022 年 10 月底，開發區已有 118 家入駐企業，其中已建成

投產企業 57 家。這些企業來自中國、泰國、日本等 7 個國家和地區，

包括老中鐵路有限公司、新希望集團、紅塔集團、日本豪雅集團、老

撾石化公司、老撾國家石油公司、貝德服裝廠等重要企業。目前開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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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總務工人員達 4500 人，全部投產後預計每年總產值超過 18 億美

元，創造超過 1 萬個就業崗位。 

 



附件二 

「攜手共建『一帶一路』，合作共享發展機遇 

——香港工商界走進境外經貿合作區交流會」 

報名表 

致：「一帶一路」辦公室（enquiry@bro.gov.hk） 

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協會 / 公司名稱] 

 

公司名稱 參加者姓名 職務 電子郵箱 聯絡人及電話 

     

     

     

     

     

     

協會聯絡人 (如適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