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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億基金千項目助青年創業
與非政府機構1:1配對出資 當局金額不必償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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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施政報告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羅繼盛）
「創新及科技基金」自1999年成立以
來，共為超過4,200個項目提供約89
億元資助，截至今年初只餘下約兩億
元。行政長官梁振英昨日宣布，建議
向「創新及科技基金」注資50億元，
並會加強資助私營機構的研發項目。
政府亦會研究將九龍東發展成為「聰
明城市」。
「創新及科技基金」去年中擴大了

資助範圍，加強對下游研發和大學的
支持，並於9月推出「大學科技初創
企業資助計劃」，鼓勵大學師生成立
科技初創企業，將研發成果商品化。
梁振英建議向「創新及科技基金」注
資50億元，並將投資研發現金回贈計
劃納入基金之內。政府亦正設立「企
業支援計劃」，加強資助私營機構的
研發項目。
政府消息人士表示，當局今次注

資是要補充金額以維持基金運作，
並以項目申請來劃分金額，並無既
定比例。當局亦會以「企業支援計
劃」取代「小型企業研究資助計
劃」，每項申請資助上限由以往的
600萬元上調至1,000萬元，並繼續
以等額形式資助，即申請公司每投
入1元，政府則關資助1元，同時取
消對公司規模的限制，不再只限於
中小企。

九東研究發展「聰明城市」
政府亦有會以九龍東為試點，研究

發展「聰明城市」的可行性。政府消
息人士補充，當局期望可透過資訊科
技和先進交通系統，改善九龍東的行
人設施規劃，改善行人過路和交通系
統，達到「易行」的概念，又會提供
WiFi無線上網。當局同時亦計劃透過
善用科技，包括開放政府數據，以供
市民設計應用程式便利市民。政府資
訊科技總監辦公室亦會參與九龍東的
設施和配套規劃，以支持「聰明城
市」概念。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敏

婷）政府宣布成立3億元的「青年發展基

金」，包括協助青年創業，估計約1,000個

項目受惠。初步計劃與非政府機構合作，傾

向由雙方以「1:1」形式配對出資，受助人

不用償還政府資助金額。政府消息人士強

調，計劃構思多年，與「佔領」行動無關。

本身正營運青年創業計劃的香港青年協會對

計劃表示歡迎，但期望青年事務委員會討論

基金運作細節時，可以考慮非政府組織的財

務能力。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羅繼盛）運輸及房屋局
去年公布《鐵路發展策略2014》，在多個在建鐵
路項目上，再提出7個新鐵路項目。行政長官梁
振英在施政報告表示，當局將按照《鐵路發展策
略2014》，在2031年前分階段推展新鐵路項
目。政府消息人士表示，鐵路發展策略需要配合
新房屋發展進度，當局會先就北環線和古洞站、
東九龍線，以及屯門南延線進行研究，檢視有關
地區最新規劃資料，制定鐵路走線和車站選址
等。

監督港鐵管理 增機電署人手

梁振英又指，政府會繼續積極履行港鐵大股東
的責任，監督及要求港鐵加強內部管理，確保能
做好新鐵路項目的策劃和興建，以及現有鐵路的

日常服務。政府消息人士表示，經過去年高鐵事
件後，反映港鐵管治存在多項問題，而近期港鐵
董事局已陸續加入了新成員，亦分別成立工程委
員會和風險委員會。機電工程署亦增加人手，嚴
格檢視港鐵服務和安全情況。
在中部水域人工島的交通規劃研究，甚至會

否以道路或鐵路連接人工島和港島，政府消息
人士指需待立法會財委會通過中部水域人工島
研究撥款，屆時方可進行交通研究，了解不同
交通方案的成本和可行性。至於何時再將中部
水域人工島研究撥款放上財委會會議議程，政
府消息人士認為，「三堆一爐」早前亦得以通
過，申請撥款過程確有進展。但他承認，立法
會確有「拉布」情況，期望立法會可盡快處
理。

續推鐵路發展 配合起樓進度

建會議中心 沙中線遲半年通車

扶助青年

行政長官梁振英昨日於新一份施政報告宣布成立3
億元的「青年發展基金」，資助現有計劃未能涵

蓋的創新青年發展活動，包括以資金配對的形式，支
持非政府機構協助青年人創業。基金撥款的申請資
格、審批程序及分配優次等詳情，將在諮詢青年事務
委員會後擬訂。
政府消息人士表示，希望今年內向立法會財委會申
請一筆過3億元撥款成立基金，主要協助青年創業，
初步計劃與非政府機構合作，傾向由雙方以「1:1」形
式配對出資，即當局每撥出1元，非政府機構亦撥出1
元，「1元對1元最簡單可行」，又指有青年服務機構
如香港青年協會、香港青年聯會，本身已主動推出協
助青年創業項目，有信心有別於關愛基金募捐的「爛
尾」收場。
按初步計劃，政府不打算限制申請者的創業範圍，
亦不會要求受助人償還政府資助金額。以平均20萬一
個項目計算，預計一年可資助1,000個項目，「相信3
億元足夠支持頗多項目」，有信心計劃會獲外界支
持，3億元用完後，亦可再向財委會申請新一筆撥款。

交創業計劃書 機構審批監管
使用公帑支持青年創業，政府坦言，在細節上曾考
慮經濟學者提出的「道德風險」，但擔心嚴格審查會
與支持創業的目標相違背，故要求申請人必須向非政
府機構提交創業計劃書，由非政府機構負責審批，監
管受助人，並提供相關教育、支援、訓練。消息人士
強調，計劃同樣重視教導青年創業技巧，「由商界人
士擔任導師是基本」。

盼增租金優惠 助業務發展
青協督導主任鄧良順對計劃表示歡迎，但期望青年
事務委員會討論基金運作細節時，可以考慮非政府組
織的能力，包括有否足夠資金作配對，並建議政府可
提供政府場地租金優惠，協助青年發展業務。
鄧良順表示，同意由導師教授青年創業初期需要面
對的問題，包括成立公司以至申請專利的程序，和提
供相關人脈等。至於青協今年的貸款上限，將增至15
萬。

施政報告對於青少年的着
墨不少，其中將會成立3億
元的「青年發展基金」支持
青年人創業。有創業的過來

人表示認同，指資金對創業者來說是不可
或缺，但非唯一的元素，仍有其他因素需
要考慮，如培訓及輔導等，建議政府可與
有經驗的非政府機構合作，有助真正達致
鼓勵青年創業。

單靠銀彈援助不夠
富成教育創辦人林苑莉，開辦補習社已
近5年，她說：「創業最艱難第一件事是
找資金。」她認為，政府現時提供金錢援
助，的確令青年在創業方面可以容易一
點，而且政府提供部分的資金是不需要還
款，有助減低創業者的經濟壓力，亦有多
個渠道予青年貸款，增加創業機會，「有
關的支持是好過甚麼也沒有，但單憑金錢
不足以成事。」
林苑莉舉例指，營運方向、人脈都很
重要，如果政府只提供基金，並沒有其
他輔導工作配合及跟進，「創業者是否
成功都是講彩數。」她建議，政府與有
相關經驗的非政府機構合作，有助計劃
成功。
在2002年開始，開設製作公司的Best
Video Limited行政總裁鄺海翔表示，在自
己創業時，只靠自己的幾萬元儲蓄作為資
本，並不感覺到政府及社會有提供正面的
幫助及支持。但政府今次推出「青年發展
基金」，他認為，基金起着正面的幫助，
令青年感到政府有實質的支援。
鄺海翔又認為，政府的確是行出了一
步，惟單純金錢上的援助並不足夠，有關
創業上的培訓及輔導亦非常重要，有助青
年對創業有基礎了解，有利日後繼續營
運。他亦建議，政府應為有意創業青年提
供指導，令他們有清晰目標。

■香港文匯報記者鮑旻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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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位建戲院 推廣港產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袁楚

雙）施政報告指出，電影是本港
市民的主要娛樂之一，政府會在
重點文化及娛樂發展區域，考慮
預留空間興建戲院，並研究如何
在土地出售及規劃上，配合電影
院的發展。
行政長官梁振英表示，近年本

港文化創意產業的增長率已超越
整體經濟增長，單以2005年至
2012年計算，文化及創意產業的
增長速度達年均9.4%；與此同
時，設計業的增長值亦增加了兩
倍，職位增長近五成。他指政府
會繼續支援香港設計中心未來4

年的運作及財政，資助更多青年
設計師及設計學系畢業生赴海外
實習或深造，並考慮擴大設計創
業培育計劃。
在電影業方面，政府會繼續透

過4項策略促進業界發展，包括鼓
勵增加港產片製作量、培育製作
人才、鼓勵學生和青年觀賞電影
以拓展觀眾群，及在內地、台灣
與海外市場宣傳和推廣「香港電
影」品牌，支持香港影片參與國
際影展，推動香港發展成為亞洲
的電影融資平台。政府亦會注資
「電影發展基金」，以配合上述
策略。

馬逢國憂文化局受累拉布已「夭折」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文化及創意

產業是施政報告關注的產業之一，體育、演
藝、文化及出版界議員馬逢國昨日表示，施政報
告在文化及體育上，也花了不少篇幅表述，提出
支援措施，整體方向值得支持，部分措施力度可
加強，細節也有待政府當局進一步公布。
馬逢國昨日表示，支持當局針對設計及電影

業提出的支援措施，但特首在報告中指曾向立
法會提出成立文化局的建議，但遭部分立法會
議員拉布而被迫放棄，「相信已婉轉地表示放
棄成立文化局的建議。」他對此表示遺憾但理
解特首的決定。

盼港學韓 設文體旅遊局
他強調，文化藝術界普遍仍期望在政府架

構中成立專責政策局統籌文化事務，故此文化
藝術界或會有點失望，而文化及體育在不少地
區已成為新經濟增長點，內地也積極發展文化
及體育產業。
香港應參考韓國的經驗，成立文體旅遊

局，統整文化、體育、旅遊發展的工作，發揮
三者的協同效應，他希望政府在未來能重新考
慮有關的建議。
在文化藝術及體育的發展空間上，馬逢國表

示，施政報告反映特區政府認知到發展空間不
足的問題，也為文化及體育開拓了一些空間，
這些措施方向正確，惟文化及體育發展空間不
足的問題，已困擾及窒礙業界發展多年，有關
的力度要進一步加快加強，才能回應到業界的
迫切需求。

陳恒鑌憂新西有屋住無車搭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袁楚雙）施政報告

提及，政府已就本港未來會議及展覽設施的
需求展開顧問研究，並考慮於2020年在港鐵
沙田至中環線會展站上蓋興建新的會議中
心。但因上址要加裝樁柱及強化地基，料使
沙中線需延誤半年至2021年中通車。
政府消息人士透露，新會議中心位於現時

灣仔鷹君中心對開巴士站，地底是港鐵沙中
線會展站，地盤面積約佔地1.65公頃，建築
地積比率等細節仍未確定，料最快於2020年
動工。
不過政府招標時已告知承建商需要在上址

加裝樁柱及強化地基，工程需要在港鐵會展
站建築期間進行，故完工時間需要延誤5個
至6個月，原定2020年通車的沙中線，需延
至2021年中方可正式通車。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民建
聯立法會議員陳恒鑌（見左圖）表示，
施政報告用來極大篇幅講述未來房屋供
應和發展，這點可以看得出政府對房屋
問題的重視，是急市民所急。但房屋供
應與交通配套是孖公仔，缺一不可。
他指出，施政報告只用3段對交通

輕輕帶過，政府提出鐵路發展藍圖
2014中，新建的鐵路發展主要集中於港九區，新界只是解
決小範圍的接駁問題，但未來人口和住屋增長的主要區域
在新界，新界西更是未來房屋供應的火車頭，該區目前的
交通和鐵路已近飽和，情況令人憂慮。
陳恒鑌又表示，政府如只重建屋，不考慮交通，屆時市
民有屋住無車搭，問題一樣嚴重，希望政府不要輕視交
通，運房局也應加快開展區域性交通評估，制定配合房屋
增長的策略。

■有不少大學科技初創企業在科學園創業。 資料圖片

■■圖為港鐵沙中線工圖為港鐵沙中線工
程路線圖程路線圖。。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政府公布政府公布《《鐵路發展策略鐵路發展策略20142014》，》，提出於提出於
20312031年前完成年前完成77個新鐵路項目個新鐵路項目。。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行政長官出席電視台聯合舉辦的施政論壇行政長官出席電視台聯合舉辦的施政論壇，，介紹施政報告各項措施介紹施政報告各項措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