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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界冀設機制推內地港企升呢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伊莎）工商業界
及資訊科技界對於特區政府提出多項措施
推動「再工業化」，及提供稅務和財務優
惠推動創科事業，都大表歡迎及支持。業
界認為，政府為創科公司及企業提供稅務
優惠，是最有效的誘因，建議可為企業在
產品研發、設計及品牌推廣等方面提供扣
稅優惠，並期望「再工業化」可以「兩條
腿走路」，包括為推動「珠三角」港企的
產業升級建立長效機制等。

楊全盛：鼓勵私企搞研發
智慧城市聯盟召集人、軟件行業協會會

長楊全盛昨日接受本報查詢時指出，業界
多年來致力向政府爭取為創科公司提供稅
務優惠，施政報告首次提出這項措施對業
界是一大喜訊，亦有助加快實現「再工業
化」。
他特別建議政府為進行研究與開發

（R&D）的企業提供稅務優惠：「現時香
港R&D佔GDP的比重只有約0.7%，比例
非常低，但在新措施下，私人企業進行研
發就可扣稅，這是一個極大誘因，鼓勵他
們投資R&D，亦可支持大學進行應用科
研。」
楊全盛又認為，政府要求教資會檢討研究

經費的評審準則，亦可鼓勵大學進行應用科
研，有助全方位提升社會的科研氛圍。

鄭文聰：扣稅最有效直接
香港工業總會主席鄭文聰指，認同施政

報告中提出香港需鞏固傳統產業的優勢，
促進產業多元化，推動「再工業化」及全
力發展創新及科技。
他表示，工總多年來要求政府善用稅務

優惠，例如給予企業用於產品研發、設計
及品牌推廣的開支3倍扣稅優惠，以最有
效及直接誘因，吸引企業加大投資於這些

高增值項目。
他續指，政府亦可設定若干比率的開支

（例如八成），必須用作本地研發、設計
和推廣；也可在企業註冊專利、購置環保
機器等開支增加扣稅額，或直接稅款回撥
等措施。工總期望政府可積極慎重考慮上
述建議。

廠商會：促「兩條腿走路」
中華廠商聯合會認為，本港的「再工業

化」應該「兩條腿走路」，除了催谷新型
的高增值工業，亦期望政府制定全盤的
「再工業化」政策，為推動珠三角港企
的產業升級建立長效機制和提供適切的
支援。報告要求大學進行更多應用研究
項目等，相信有助鼓勵大學進行更「貼
地」的研究，促進科研界和產業界之間
建立緊密協作，改善香港創科發展的生
態系統。

■業界期望政府支援珠三角的港企產業升
級。 資料圖片

億谷創科推「再工業化」
首提稅財優惠 吸各地企業 增港競爭力

建「創新斗室」解IT人商住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姜嘉軒）要成功

推動本港創新及科技發展，除資源投放、
營造環境外，吸引科研人才亦同樣重要。
有關人才的住宿問題，特別是投入創新項

目研發的高峰期，於中、短期匯聚來自世
界各地的專才，更需要硬件空間配套。
施政報告特別提到，政府會支持科學園

旁 邊 興 建 一 座 「 創 新 斗 室 （Inno-

Cell）」，提供靈活設計的住宿單位，配
以共用工作空間等設施，租予科學園內的
培育公司或初創企業的人員，或園區內其
他公司的外地科研人才，項目爭取於3年
後落成。
特區政府消息人士指，近年，初創環境

愈見熾熱，居住需求亦有所提升，「創新

斗室」單位供有關人員作中短期租住，以
數星期至數月不等，為包括來港作短期交
流的外地人士，提供酒店以外的一個較經
濟的選擇。
「創新斗室」佔地約0.28公頃，可提供
數百個小型單位，每個單位面積約百多平
方呎，項目估算約需10億元。

扶助創科新招重點
■ 政府大力投放180億元，完善香港

的創科生態系統，推動「再工業
化」、資助大學進行中游及應用研
究、資助業界利用科技升級轉型，
扶助初創企業發展等各種新措施。

■ 預留包括蓮塘/香園圍口岸附近一
幅超過50公頃的大面積用地，供
科學園、工業邨及其他新興產業或
工業之用；同時建議科學園利用好
大埔、元朗和將軍澳3個工業邨內
可發展的土地。

■ 與生產力促進局成立「知創空
間」，分享實用技術和技能，推動
轉化科技創意為工業設計或產品。

■ 創科局、投資推廣署及各地經貿辦
會主動爭取包括生物科技、大數
據、物聯網、人工智能、智慧城市
等相關企業來港。

■ 推動大學應用科研，要求教資會一
年內完成研究經費分配方法的檢
討，加入研究影響、知識及科技轉
移成效等評審準則；並透過教資會
要求大學於半年內優化其知識及科
技轉移計劃，加強知識轉移辦公室
功能，以統籌及轉化研究成果。

■ 支持科學園興建「創新斗室」，提
供靈活設計的住宿單位及共用工作
空間，租予園內初創企業人員或外
地科研人才。

■ 配合智慧城市發展，預留5億元供
創科局協助各政府部門利用科技改
善服務。

資料來源：2017年施政報告 製表：高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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撥5億助部門
打造「智慧政府」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姜嘉軒）特區政
府致力將香港發展成智慧城市，本年施政
報告特別預留5億元，供創新及科技局協
助各政府部門利用科技改善服務。另在去
年施政報告中提及的5億元「創科生活基
金」，亦落實將於今年中正式推出，將資
助令市民生活更方便、舒適及安全，或照
顧特殊社群需要的創科項目。
有關預留5億元供創科局協助各政府部

門利用科技改善服務，政府消息人士表
示，各部門可按需要作出申請，創科局亦
會視乎情況向部門作出建議，每個項目上
限1,000萬元，予申請部門購買科技產
品，測試其改善服務之成效。

智慧城市研究年中完成
而有關發展智慧城市進度方面，施政報

告指政府委任的顧問公司已就一些智慧城
市的重要範疇，包括環境、醫療及交通作
初步檢視，研究將於今年年中完成。政府
並努力推動建設「空間數據共享平台」，
為政府部門以至公私營機構提供資訊基
建，推動空間數據共享、支援各種智慧城
市的應用發展。另外亦會以九龍東作為智
慧城市的試點，透過以人為本的資訊及通
訊科技方案，分享數據，改善資源運用，
以及加強人流和交通管理。
此外，「Wi-Fi連通城市」計劃自去年

中開展以來，提供免費服務的熱點增加至
18,400個，預計到後年將增加至34,000
個。政府將繼續推行優惠計劃，鼓勵私人
業主把合資格的工業大廈改作數據中心，
並進一步簡化發出豁免書的手續。

■施政報告預留5億元，供創科局協助各
政府部門利用科技改善服務。圖為市民在
入境處輪候辦理手續。 資料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伊莎）為了

推動香港創科產業的發展，以促進香港

經濟及社會的發展，今年施政報告在創

科範疇再獻新猷。特首梁振英昨日提到，特區政府

在大力投放180億元完善香港的創科生態系統的同

時，會繼續重點推動「再工業化」，包括與生產力

促進局成立「知創空間」、資助業界利用科技升級轉

型、資助大學進行中游及應用研究及扶助初創企業發

展等一系列措施。而施政報告亦首次提及會提供稅務

和財務優惠，吸引本港、內地及海外創科企業，推動

創科事業，期望可多管齊下提升本港整體競爭力。

梁振英在施政報告中強
調，「創新及科技不是

口號，而是提高香港經濟和
社會發展速度的新動力」，
但香港的創科應用，多方面
明顯落後於內地。自創科局
成立以來，香港過去一年的
創科氛圍明顯提升，世界頂
級科研機構相繼在香港落
戶：麻省理工學院在港成立
了首個國外創新中心、瑞典
卡羅琳醫學院在科學園成立
首間國外研究中心等。
梁振英其後在記者會上指
出，本港的競爭對手都為創
科企業提供財務、稅務和政
策上的支持，但香港在過去
卻綁着自己的手和別人競
爭，「做這些工作，我們需
要香港的手手腳腳，大家形
成一個團隊」，並提供支
援。他強調，香港的經貿辦
事處或貿易發展局、金融發
展局等都要投入，提出一些
新思維。
雖然創科產業在未來5年佔
GDP的比重仍然不會太多，
但「千里之行始於足下」，
社會需要繼續向前行。

設「知創空間」分享技術
為支援本港的初創文化及
「再工業化」，政府消息人
士透露，政府會撥款數百萬
元與生產力促進局成立「知
創空間」，估計佔地3,000呎
至5,000呎，用作分享實用技
術和技能，例如3D打印，鼓
勵業界人士轉化科技創意為
工業設計或產品，現場亦會
有專業技術人員為用家提供
指導。至於選址、收費形
式、如何篩選用家等具體內
容，需待政府與生產力促進

局再作商討。
因應「再工業化」進程中

的優勢產業，包括生物科
技、大數據、物聯網、人工
智能、智慧城市等，創科
局、投資推廣署及各地的經
貿辦將主動爭取相關企業來
港。同時，特區政府已預留
大面積用地，包括在蓮塘/香
園圍口岸附近一幅逾50公頃
的土地，供科學園、工業邨
及其他新興產業或工業之
用，亦會建議科學園用好大
埔、元朗和將軍澳3個工業邨
內可發展的土地。

蓮塘香園圍口岸留地發展
特區政府目前已開展多項

積極推動產業發展的措施。
其中正籌備在將軍澳工業邨
興建數據技術中心及先進製
造業中心，分別會於3年後及
5年後落成。在兩個月前，當
局並推出「科技券計劃」，
資助中小企利用科技提高生
產力或升級轉型。而主力培
育科創人才及發展創科的科
學園亦正擴建，3年後將完
成，屆時科學園的總樓面面
積將增加至40多萬平方米。

教資會檢討分配研究經費
此外，政府將要求教資會

檢討研究經費的分配方法，
包括加入研究影響、知識及
科技轉移成效等評審準則
（見另稿）。
至於扶助初創企業方面，施

政報告提及本港初創企業發展
蓬勃，去年有近2,000間，較
2015年增長25%，其中35%
創業家來自香港以外。商辦的
企業孵化器及共用工作空間亦
已增至逾40間。

大學科研經費兼顧上中下游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姜嘉軒）本港大學科研水平

位處國際前列，惟過往研究主要集中於上游的基礎項
目，中下游的應用科研仍需鼓勵。繼去年提出的20
億元「院校中游研發計劃」已開始接受申請後，新年
度施政報告加推兩招，包括檢討八大每年40多億元
研究經費的分配方法，加入研究影響、知識及科技轉
移成效等評審準則，更全面推動大學進行更多符合香
港需要、具影響力及可轉化應用的研究。

預計2019年起採新周期
目前，8所資助大學的撥款以3個學年為一周期，
由政府依教資會建議，每年向八大提供170多億元經
常性資助，當中約四分之一（40多億元）為研究用
途撥款。施政報告提出，大學應進行更多符合香港需
要、具影響力及可轉化應用的研究，以配合產業發展
及「再工業化」。

為此，特區政府將要求教資會一年內檢討上述研究
經費的分配方法，除單純的研究質量，亦要加入研究
影響、知識及科技轉移成效等評審準則。政府消息預
計，新評審準則目標於2019年至2022年的撥款周期
中採用。
八大目前各自設有其知識及科技轉移策略，也有專

門人員負責執行相關工作。施政報告提出，會透過教
資會要求大學於半年內，優化其知識及科技轉移計
劃，同時加強知識轉移辦公室的功能，以統籌及轉化
研究成果。而有關計劃優化後各大學應盡快實施，由
教資會及創科局持續檢視實施情況，並作為相關撥款
的準則之一。
學界對施政報告中推動應用科研發展、加強大學知

識轉移功能表示歡迎。浸會大學認為，新措施能提高
本港的長遠競爭能力，有助高教界培育社會需要的人
才，及推動社會進步。

■科學園擴建後，總樓面面積將增加至40多萬平方
米。 資料圖片

■政府將投放180億元完善香港的創科生態系統，並繼續重點推動「再工業化」。圖為特首梁振英參觀科技
應用平台展覽，並與機械人Baxter互動。 資料圖片

■政府已預留蓮塘/香園圍口岸附近大片用地，供創
科及工業之用。 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