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95.4%港青有創業意願
受訪者指政策欠配套措施 青民倡12招援手

大學推創業課 支援大展拳腳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殷翔）青年民建聯

（青民）最近進行「香港青年創業意向」研

究，以問卷調查了307名18歲至39歲青年，

並訪談創業中或曾創業的青年，當中95.4%

有或曾有創業想法。有受訪青年認為，雖然

政府近年推出不少鼓勵青年創業的政策，可

是由於政策的配套措施不足，令政策的效用

未達預期。青民據此提出系列幫助青年創業

的12項建議，包括在大學增設創業課程，在

資金和政府採購方面支持初創企業等（見

表）。

■優化各大高校現有創業政策，為參與
創業項目的學生提供更多資金和學分
互換

■為參加創業的學生提供彈性休學制度

■推廣創業課程，讓學生了解創業所需
基本條件和風險

■提升對初創企業的融資支持

■簡化初創企業開立公司賬戶的手續

■提升「青年發展基金」資助青年創業
金額

■將創業課程納入可持續進修基金資
助課程

■優化共享工作空間，提供配套服務

■優化政府採購政策，支持初創企業

■優化初創諮詢平台，提供一站式服
務

■組織初創企業到粵港澳大灣區或「一
帶一路」國家或地區考察、交流

■境外經貿處積極幫助初創企業與當
地商會和政府部門溝通

■青年民建聯提出12項建議，幫助青年創業，包括在大學增設創業課
程。右二為顏汶羽，左二為周浩鼎。 資料來源：青年民建聯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殷翔

昨日出席青民調查發佈會的包括青民主席、觀塘區
議員顏汶羽，青民總監、立法會議員周浩鼎，青

民副主席、沙田區議員招文亮，以及青民副秘書長蕭煒
忠。青民於今年5月25日至7月15日進行這次問卷調
查，並於5月31日焦點訪談了7名青年，包括6名創業
中或曾創業的青年和1名有意創業的學生。

逾七成人指開公司不易
據問卷調查結果顯示，曾有創業想法的青年有
58.6%，目前打算創業的有36.8%，從來沒有創業打算
的僅有4.6%。有或曾有創業想法的受訪者中，認為開
公司不容易的有72.6%，認為容易的有14.1%。
認為自己開公司會成功的佔24.8%，認為很難成功的
佔32.5%。認為市場能提供良好技術支持的有30.3%，
認為支持不足的有39.8%。
而認為市場能提供良好資金支援的有28.4%，認為不

能的有44.6%。認為政府為鼓勵初創制定很多支援措施
的佔30.5%，不同意的佔36.8%。
至於認為政府採購政策支持初創的有18.1%，不同意

的佔45.1%。

支援政策門檻高 融資不靈活
青民指出，焦點訪談中受訪青年的意見可歸納為四方
面。
一、在尋找創業支援政策時，難以有效找到所需幫
助。
二、即使找到政府的支援政策，但門檻較高，資金較

少。
三、現時創業政策缺乏相應的配套政策，融資政策不

夠靈活，共享工作空間缺乏配套支援。
四、學校應該設計創業課程，讓學生在學校就可學習

創業的概念和基本的理論。對創業學生應提供彈性的休
學政策，給予創業學生更大的發揮空間。
青民因此建議優化教育制度，包括優化各大高校現有
的創業政策，提升創業資金支援；考慮讓參加創業項目
課程的學生少修一些課程，或讓他們所參與的創業項
目，可以和其他課程之間進行學分互換。
青民並建議，為參加創業項目的同學提供彈性的休學

制度，以及推廣創業課程，讓學生創業前先了解創業風
險和所需具備的能力。

促助初創進灣區「帶路」
另外青民建議政府優化鼓勵創業政策，包括提升融資支

持，提供更多免息或低息貸款；簡化初創企業開戶手續，
許多初創企業投訴難以在銀行開設公司賬戶；提升「青年
發展基金」資助金額；希望政府協助初創企業走進粵港澳
大灣區和「一帶一路」，組織他們到各地交流考察；提升
經貿處功能，協助初創企業和各地商會溝通等。

本港現時有多項支持青年創
業的計劃，包括共享空間、青
年就業計劃、青年發展基金，

以及由社團承辦的「創業展未來」等，為青年提供
創業空間、創業支援服務及資金支持等。
香港青年發展委員會的「青年共享空間計劃」，

是社會團體、商界和政府合作的項目。政府是政策
推動者，邀請工廈業主撥出閒置樓面，供青年創業
者享用工作空間或創作室。
該計劃得到很多工廈業主支持，籌集的共享空間

面積已達9萬方呎，交由各非牟利機構營運。加入
計劃的業主需提供相關樓面至少6年，不可向營運
機構收取多於市值三分一的租金，營運機構亦不可
向青年租戶收取多於市值二分一的租金。
青年就業起點計劃成型於2007年，為15歲至29
歲青年提供一站式就業及自僱支援服務，包括提供
商務工作間、商務會議室、專業設計基地，並提供
自僱基礎課程和專業顧問諮詢服務。青年發展基金
採用資金配對形式，資助非政府機構為青年舉辦創
意活動。
「創業展未來」則由九龍社團承辦，為合資格青

年創業者提供45萬元的資助，並提供創業培訓和兩
年的「師友輔導」，由專業導師為學員們提供創業
指導。 ■香港文匯報記者 殷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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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年輕一代正興起創
新創業熱潮，有見過往香
港有關創業方面的教育培

訓不足，近年多所大學為加強年輕人的企業精
神、商業觸覺，紛紛推出有關創業的課程，又
提供顧問服務與場地設備等創業支援軟硬件，
並透過不同的創業賽事向優勝者提供起動資
金，幫助學生實踐理想。

浸大首設「創業學」培養技巧
其中浸會大學將創業過程「系統化」，在

2017年於工商管理學士課程中新增「創業學」
主修，成為香港首間擁有創業主修的大專院
校，有關主修課程首年取錄20名學生，通過修
讀初創管理、市場學等科目，以及到美國院校
進行交流等方式，學習創業路上必要的技巧與
思維。
城市大學則與教資會聯合資助推出「創意創

新創業教育平台」，並與香港、內地及美國的
大學合作，同時聯繫業界，以開放式的教育平
台提供相關的網上課程，激發學生創意思維，

並教導其按部就班實踐創業夢。
理工大學亦有透過學分課程及課外活動，讓

學生學習創業的基本概念，並由企業發展院提
供不同階段的創業培訓。而中文大學也成立支
援學生創業的「前期創業育成中心」（Pi Cen-
ter），為有志創業的學生免費提供場地、設備
等「硬件」，以及創業顧問服務等「軟件」，
培養學生的商業技巧。

港大科大推創業比賽
除了準備性支援，也有大學透過不同的創業

比賽，讓學生在小試牛刀的同時，亦能爭取得
資金大展拳腳，例如香港大學舉辦的創業種子
基金「DreamCatchers 100K」比賽，讓學生能
夠競逐高達10萬元的「種子基金」，將商業構
思萌芽實踐。
此外科技大學也推出了「科大—信和百萬元

創業大賽2018」，讓香港、深圳、廣州、北京
等地大學的年輕師生交流及比併創業計劃，推
動青年創業風氣。

■香港文匯報記者 詹漢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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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reamCatchersDreamCatchers 100100KK」」比比
賽可讓學生能夠競逐高達賽可讓學生能夠競逐高達1010萬元萬元
的的「「種子基金種子基金」。」。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支援青年創業12建議

青年民建聯調查顯示，有95.4%受訪青年曾
有創業想法。但受訪青年認為，雖然政府近年
推出不少鼓勵青年創業的政策，卻由於配套措
施不足，政策效用未達預期。青年發揮衝勁和
創造力是社會發展的重要推動力，本港青年有
意創業的比例如此之高，令人欣慰，更值得政
府和社會重視、鼓勵和支持。本港營商成本高
昂、市場細小，更需要政府、工商界、民間機
構給予多方面的實際支援，讓敢闖敢拚、創造
香港傳奇的的創業精神重新勃發，為香港發展
加注新的動力和活力。

年輕人創業創富，不僅改善個人命運和生
活，更推動社會進步。本港上世紀六七十年
代，一大批年輕企業家，白手起家，努力打
拚，成就個人事業，亦推動香港發展成為集金
融、貿易、航運中心於一身的國際都會；國家
實行改革開放，本港企業家敢為天下先，到內
地「二次創業」，飲到改革開放的「頭啖
湯」，也為改革開放作出不可替代的貢獻。

時至21世紀，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社
會制度、市場發展高度成熟，而且本港樓價、
租金、人力成本高，似乎留給年輕人創業的空
間不大。但是，經濟增長、社會進步，不能缺
失創新創業精神，只是守成，難免固步自封，
落後於人。近年在新興科技帶動下，與香港一
河之隔的深圳，青年創業方興未艾，人才、企
業如潮湧，與香港相比，呈後來居上之勢，值
得香港認真借鏡。

事實上，本港獲得政府或機構資助的創業基
金眾多。除了特區政府在2015年施政報告中
出資3億元成立的「青年發展基金」，還有阿
里巴巴董事局主席馬雲早年成立的「香港青年

企業家基金」，金額更高達10億元。除此之
外，還有針對IT資訊科技類型公司的「創新及
科技基金」等。總括而言，香港青年要創業，
可從三方面獲得資助，第一是針對創業或 IT
公司的資助基金；第二是類似「工業貿易署中
小企業資助計劃」等一般企業資助；第三是找
天使基金投資。

青年創業最需要的三大要素，一是資金、二
是資訊、三是市場。資金方面，政府現在的
「青年發展基金」申請門檻高、資助資金少，
不少人索性放棄申請。青年民建聯就建議將啟
動金額由現時的30至45萬港元提升至60萬港
元。資訊方面，政府可推出一站式創業資訊平
台，提供不同政策資訊如稅制知識，大專院校
亦可優化相關培訓和支援計劃，增加與創業相
關的課程。

市場方面，則須好好利用粵港澳大灣區發展
規劃，將目光放眼整個大灣區，並善用大灣區
內的創業支援。深圳市近年不斷為香港青年提
供全方位的創新創業服務，南山、福田、羅湖
及龍崗4個區，先後建立深港青年創新創業基
地和平台，包括前海深港青年夢工場，累計孵
化超過200支創業團隊，當中140個來自港
澳，超過一半的創業項目取得融資。這些都是
本港青年可善加利用的資源。

有人說，現在的香港青年失去了前輩的闖
勁，其實不然。香港青年還是有強烈的創業意
願的，渴望創造不一樣的人生、實現個人價
值，這種願望值得全社會重視和支持。希望政
府在支援青年創業上想更多辦法，工商界更應
出錢出力支持青年創業，傳授經驗，將靈活打
拚的獅子山精神發揚光大。

扶持青年創業 香港再添生機
「港獨」組織「學生動源」前成員劉康，去年12

月涉嫌在立法會外藏有仿製槍械，早前被裁定一項管
有仿製火器罪罪成，東區裁判法院昨日判處他18個
月感化令。案件再次證明，「港獨」荼毒學生、害人
不淺，根本不屬於所謂的「言論自由、學術討論」，
任其發展必會付諸流血暴力，潛藏危害他人安全、社
會安寧的重大危機。政府必須依法果斷取締任何「港
獨」組織，制定明確的教學指引，杜絕「港獨」歪風
入侵中小學，防範心智未熟的莘莘學子被「洗腦」而
誤入歧途、自毀前途。

「港獨」分子打着「言論自由、學術自由」的旗
號，在本港招搖過市、肆意散播，並狡辯鼓吹「港
獨」並無實質行動，不傷害他人、不違反法治，似乎
法律對其莫可奈何。但事實是，「港獨」絕對不會安
分守己、和平理性。正如主審劉康案的法官指出，被
告當日帶同氣槍到人群密集地方，並會在認為自己受
到人身威脅的情況下發射氣槍、甚至直接射人，案件
性質嚴重。可見，推動「港獨」者為達到其政治目
的，隨時可能訴諸暴力，甚至不惜動用在本港受到嚴
格管制的仿製槍械，危險性暴露無遺。

被告沉迷「港獨」而致藏械罪成，只獲判感化令，
緣於法官念其初犯，以往循規蹈矩，如果能夠接受適
當輔導及監管，學懂深思熟慮，重犯機會低。被告的
代表律師求情時指，被告現時只有16歲，成績不
錯，是可造之才。早前呈上多封校方撰寫的求情信，
師生對其愛護有加。對於年幼無知、誤墮法網的年輕
人，給予機會改過自新，是法庭的個案考慮；但對於
青少年誤信「港獨」、不惜以身試法，社會必須敲響
警鐘，通過本案進一步揭穿「港獨」荼毒年輕人的禍
害。

劉康之前所屬的「學生動源」，是一個明目張膽鼓
吹煽動「港獨」的組織，其綱領毫無掩飾地揚言，

「建立擁有獨立主權的香港共和國」、「支持勇武抗
爭在內的一切有效抗爭」，而網領中最令人擔憂的就
是，「向香港中學生宣揚香港獨立理念，加強香港新
生代反殖意識，為香港獨派填補於學界缺失的一
環」。「學生動源」是受「反國教」、違法「佔中」
等激進街頭抗爭影響的產物，其成員視黃之鋒、梁天
琦等為偶像，認為堅守大中華思想、「和理非非」不
合時宜，要建立「本土」思想，引誘學生參與街頭抗
爭。為實現網領，「學生動源」通過舉辦論壇、派傳
單等手段，向中學生埋手，灌輸「港獨」、激進「本
土」理念。

本港少數「有識之士」鼓吹「違法達義」、「公民
抗命」，令「港獨」、激進「本土」思潮大行其道，
他們把香港和內地的關係形容為水火不容，黃之鋒、
梁天琦明明違法亂港，卻被捧為「少年英雄」。「學
生動源」的成員大多數像劉康一樣，都是20歲左右
的中學生，對政治理念、是非對錯一知半解，似懂非
懂，在習非成是、顛倒黑白的言論和思潮左右下，難
免走火入魔。

「港獨」思潮「獨害」學生，不能等閒視之。保安
局引用《社團條例》擬取締「香港民族黨」，「學生
動源」的惡劣性質和社會危害，與「香港民族黨」不
相伯仲，政府有必要考慮對其實施相同措施。教育局
更應對中小學制定清晰指引，表明不容在校內鼓吹
「港獨」思潮，讓學生清楚「港獨」衝擊法治和社會
可容忍的底線，就像「法例不准殺人」、「吸毒違法
害己」一樣簡單易明，沒有模糊空間。

只有讓中小學生自小建立「港獨」違憲違法的意
識，明白「港獨」的嚴重後果，才能有效防止更多學
生被「港獨」洗腦，確保香港的未來棟樑健康成長，
及早清除危及「一國兩制」行穩致遠和香港繁榮穩定
的重大隱患。

杜絕「港獨」洗腦 防學子誤入歧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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