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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產「獨角獸」 未來料更多
楊偉雄：百億元吸「頂尖外援」升港創科水平育初創企業
科學園數碼港撥款有異 楊偉雄：勿直接比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唐嘉

■左起
左起：
：楊德斌
楊德斌、
、卓永興
卓永興、
、楊偉
雄及蔡淑嫻出席記者會，
雄及蔡淑嫻出席記者會
，介紹今
年財政預算案推動創科發展的措
施。 香港文匯報記者莫雪芝 攝

瑤）創新科技是新時代經濟
發展的驅動力，前日發表的
財政預算案便提出將額外投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唐嘉瑤）近年政府
大力為推動創科發展，最新財政預算案亦
提出多項撥款措施，包括分別為科學園及
數碼港撥款 100 億元及 3 億元，加強科創培
育支援措施。由於金額懸殊，有人質疑特
區政府「大細超」，就此創新及科技局局
長楊偉雄在昨日記者會澄清指，管理科學
園的科技園公司屬法定機構，而數碼港屬
有限公司，強調撥款是根據兩者性質及因
應不同的需要，不能直接比較。
預算案提出的逾500億元創科撥款中，獲
200 億元的河套區「深港創科園」為科技園
公司有份管理，而100億元建設兩個科技平
台上亦由科學園負責，加上直接向科學園
撥款的100億元，有意見聲言此舉或令科技
園公司管理大額公帑成為「獨立王國」，
擔心會「架空」政府的監管角色。

放超過 500 億元，進一步加速
香港的創科發展。創新及科
技局局長楊偉雄昨日表示，
現時香港創科發展進度良
好，會確保資金用得其所。
他特別提到，新措施中包括
以 100 億元建設醫療科技，人
工智能及機械人兩個創新平
台，旨在吸引世界頂級的科
研機構和科技企業來港，情
況就像足球隊引入頂尖外援

對此楊偉雄反駁指，有關理解與現實不
符，而且「相當奇怪」，他強調「深港創
科園」及科技平台的撥款，均有指定的建
設用途，不存在「架空」情況。他又表明
科技園公司屬特區政府設立的法定機構，
其董事局由政府委任，即使有100億元直接
提供讓其興建科研基建，及加強對其租戶
和培育公司的支援，也要依從其法定角
色，創科局一直有與科技園公司緊密合
作，不擔心出問題。
他又指，科技園公司與數碼港性質不
同，政府是因應不同需要作出不同投入力
度，不存在所謂厚此薄彼問題。
近年電子競技發展迅速，創科局將牽頭
推動電競行業的發展，數碼港獲財政預算
的撥款中，亦有1億元用作發展成電競及數
碼娛樂熱點。有業界認為數碼港地方較偏
僻，不利吸引電競人才，楊偉雄則指，數
碼港有龐大網絡設施，適合發展電競，又
強調數碼港並非當局所指定的單一電競熱
點場地，期望見到百花齊放。
被問到電競應否被視為體育項目，楊偉雄表示，
他支持電競成為體育項目，但這是次要的問題，目
標是看見香港的電競產業可以做出成就。

一樣，以提升香港的創科水
平及氛圍，相信未來可幫助
更多估值 10 億美元計的港產
「獨角獸」初創企業誕生。

楊偉雄昨日聯同創科局常任秘書長
卓永興、政府資訊科技總監楊德

斌、創新科技署署長蔡淑嫻舉行記者
會，解釋財政預算案中創新及科技措
施。他表示，財政預算史無前例地額外
撥出 500 億元，涉及基建、科研合作、
培育初創企業、推動產業發展等方面，
不但催化香港的創科發展，亦充分反映
政府的決心及承擔，強調發展創科是香
港出路，關係全港市民及下一代福祉，
懇請各界支持。

吸外國頂尖科研機構來港
楊偉雄又特別提及，預算案撥款 100
億元，針對性地支持建設「醫療科技」
和「人工智能及機械人科技」創新平
台，藉以吸引外國頂尖科研機構來港。
他特別以足球作為比喻指，有關科技平

台就像「足球隊引入外援」，認為平台
既能提升香港科研整體實力外，同時亦
能藉建設良好氛圍，帶動本地科技企業
及人才提高水平，目前平台仍處於商討
階段，故暫未確定「招攬對象」。
事實上，近年香港已成功吸引麻省理
工學院和瑞典卡羅琳醫學院兩大「外
援」，分別在港成立中心，一定程度帶
動有關創科發展。
創科局自 2015 年成立至今兩年多。
楊偉雄表示，經政府多次投放資源發展
創科，目前已有一定成果，例如本港發
展創新產業佔本地生產總值（GDP）已
由 幾 年 前 的 0.73% 增 至 最 新 統 計 的
0.79%，正向行政長官去年施政報告提
出的1.5%目標邁進。
他又提到，近年本港已先後出現多間
新成立年但估值有 10 億美元的「獨角

獸」初創企業，現時亦有多間估值正提
升中的「準獨角獸」，相信隨着創科氛
圍更濃，未來將會出現更多港產「獨角
獸」。

人手緊絀如「一串魚蛋」
創科局目前共有 58 個公務員職位，
楊偉雄形容，現時該局人手如「一串魚
蛋」，如有同事請假，其他同事因工作
量增加會「好辛苦」，故此該局早前已
申請增加職位，編制將於 4 月 1 日增至
120 人，相信可紓緩人手不足的問題，
有力推動創科工作。
在基建方面，政府會預留 200 億元用
作發展落馬洲河套區「港深創科園」，
楊偉雄說，「港深創科園」為龐大和長
遠的創科工程，該筆資金只是用作土地
平整、基礎設施、上蓋建設和早期營運

等首階段發展，而整個項目預計涉資遠
超200億元。
蔡淑嫻補充，現時未能提供確實數
目，但預計將於 18 個月內完成具體估
算，並會向立法會申請撥款。
另外，預算案亦提及放寬科技券計
劃的申請資格，本地企業不論規模大
小及營運年期長短均可申請。
楊偉雄表示，局方一直聆聽公眾的
意見，是次改善及優化計劃的措施是
完全基於業界訴求，希望能盡量幫到
中型企業和初創公司。
他續指，目前的科技券只容許有一年
營運記錄的中小企申請，惟中小企的定
義模糊。他以小型餐廳為例，若餐廳的
人手分為早晚更，人手很容易超過 50
人，優化計劃可令更多中型企業和初創
公司受惠。

2013 年至 2016 年研發開支及佔 GDP 比率
年

度

政府機構

撥款有指定用途無「架空」

2013 年至 2016 年研發人員數目
本地研發總開支

年

度

工商機構

高等教育機構

政府機構

整體研發人員總數

工商機構

高等教育機構

2013年

70.17億元（0.33%）

79.84億元（0.37%）

6.12億元（0.03%） 156.13億元（0.73%）

2013年

11,443（+0.5%）

14,013（+6%） 588（-7%）

26,045（+3%）

2014年

74.37億元（0.33%）

86.32億元（0.38%）

6.58億元（0.03%） 167.27億元（0.74%）

2014年

12,146（+6.0%）

14,584（+4%） 648（+10%）

27,378（+5%）

2015年

79.94億元（0.33%）

95.51億元（0.40%）

7.26億元（0.03%） 182.71億元（0.76%）

2015年

12,217（+0.6%）

15,247（+5%） 701（+8%）

28,165（+3%）

2016年

85.28億元（0.34%） 102.71億元（0.41%）

9.14億元（0.04%） 197.13億元（0.79%）

2016年

12,318（+0.8%）

15,899（+4%） 830（+18%）

29,047（+3%）

*括號內為佔GDP百分比

*研發人員數目以
「相當於全日制人數」
計算

資料來源：特區政府統計處
「2016年香港創新活動統計」
報告

資料來源：特區政府統計處
「2016年香港創新活動統計」
報告

媒企擬數碼港設巨型電競場

■ 本港電競業發展迅猛
本港電競業發展迅猛，
，圖
為今年電腦通訊節宣傳電競
產品的情形。
產品的情形
。
資料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新年度財政
預算案宣佈向數碼港撥款 1 億元，為電競提
供比賽場地。媒體及娛樂公司 Yes Media 昨
日宣佈，計劃於數碼港開設佔地 3 萬平方呎
的電子競技場地，包括了多用途電子競技設
施，料於今年秋季啟用。
該公司介紹，該電子競技場地名為 AoE
（Area of Effect），將為全球首個結合電競
培訓設施、比賽場地、電視廣播及網上串流
平台及電競相關初創企業培育的電子競技場
地，並將配備電競所需要的卓越網絡及多個
遊戲伺服器的專屬連接，能舉辦本地及區域
電競比賽。

環球電競市場研究專家Newzoo表示，全球
電子競技經濟預期於2018年上升38%至9.05
億美元，在可見將來亦會維持同樣的增長速度，
東南亞更是其中一個增長速度最高的市場。
Yes Media 主席 Tom Kressner 指出，最近
韓國冬季奧運會前夕舉辦了電競大賽，電子
競技亦已被納入為下一屆亞運會比賽項目，
可見電子競技日漸獲認可，相等於體育項
目，「電子競技即將發展為高達數以十億美
元計的行業，由此而來的潛在經濟效益將會
十分龐大，尤甚於亞洲地區。」

讚港基建好專才多 逾30萬電競愛好者

酒吧業不滿被
「開刀」或遊行抗議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何寶儀）特區政府有
意檢討酒牌服務收費，惹來酒吧業界反彈，
質疑政府在坐擁逾千億元財政盈餘下仍提高
牌費。香港酒吧業協會副主席錢雋永昨日
指，財政預算案支持發展旅遊業的方式沒有
新猷，形容酒吧業界慘被「開刀」，「（政
府）盈餘過千億元、儲備更過萬億元，沒想
到會向中小企（酒吧業）開刀。」
食物及衛生局以酒牌服務未能收回全部成
本為由，20 年來首度調整酒牌服務收費，並
指整體成本收回率只達 38%，變相每年由納
稅人補貼約 2,400 萬元。該局建議將簽發新酒
牌由原來 1,100 元至 3,940 元，大幅增至 8,510
元至 17,020 元；牌照續期一年由 3,940 元增至

**括號內為相比之前一年的變化

5,110 元，其中以轉讓酒牌的增幅最驚人，由
以往劃一 140 元上調至最高 10,770 元，增幅高
達77倍。
錢雋永指，「授權他人管理場所」及「轉
讓酒牌」時有發生，前者當持牌人放假時必
須委託他人管理場所；後者酒吧業人手變動
少不免會轉讓酒牌，「授權他人管理處所不
超過 30 天以前只需 10 元，現在卻加至約 700
元，但你總要放假的。」
他又指，近年酒吧業界經營環境不佳，去
年的生意額較前年跌 10%，且外國旅客減少
影響收入，令業界百上加斤，質疑「政府是
否歧視酒吧業界，扼殺我們生存空間？」他
預計，新收費會令酒吧每年多付 2 萬元至 3 萬

元。

東主：外國客愛蒲吧
在旺角太子經營酒吧的陸先生指出，酒吧
是外地遊客來港的生活配套之一，到酒吧消
遣是外國文化，有助促進本港的旅遊業。
錢雋永指出，酒吧業與旅遊業息息相關，
惟政府漠視其發展潛力，質疑預算案漠視其
他與旅遊業界相關的行業，只側重發掘內地
旅客，「我們是受害者，每個人也派錢，只
有我們無，怎會不憤怒？」
協會稱，業界會於本星期內約見食衛局代
表，希望能取消調整收費的安排，不排除於
下月前組織遊行抗議活動。

■香港酒吧業協會將會於本星期內約見
食衛局代表，
食衛局代表
，希望能取消調整收費的安
排。
香港文匯報記者彭子文 攝

他補充指，與其他高端體育項目一樣，
電競運動員需要合適的場地作培訓、練習
及公平比試，同時與其他體育項目競賽一
樣獲得廣大傳媒報道及認同。香港擁有卓
越基建、熟悉各種科技千禧世代專才，且
有逾 30 萬名電子競技愛好者，正好令其具
備最理想的能力可成為電競市場的領導
者。
數碼港行政總裁林向陽表示，會充分運用
本身在初創企業培育方面的豐富經驗，與如
Yes Media 等的環球企業緊密合作，以協助
遊戲開發商及相關技術的初創企業，從而推
動電子競技行業的高速增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