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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園百億計劃
項目用途 具體計劃內容

扶植初創企業 ．新增創業前期計劃，每年支援100
個創業前期團隊10萬港元及提供輔
導

．加強現有加速器計劃，提升資助名
額和金額

．增撥資源予現行培育計劃

加強對夥伴公司支援 ．加大「科技企業投資基金」至兩億
港元

．推出「住宿支援計劃」，以津貼形
式資助科學園內海外科研人才

鼓勵及引進境內外創科企業 ．新進駐夥伴公司最多可獲3個月免
租優惠

．積極引入具發展潛力、可帶動創科
生態圈發展的創科企業，及在某
科技領域全球領先科研團隊入駐科
學園

資料來源：香港科技園公司 製表：香港文匯報記者 殷翔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殷翔）特區政府早前宣

佈向香港科技園公司撥款100億元推動創科。科

技園公司昨日公佈計劃細節，將推出一系列對創

科企業的全新的強化計劃與支援服務，預計每年

合共支出約20億元，約1,500間創科公司受惠，

預計持續5年，並會經常檢討效果、不停完善。

香港科技園公司行政總裁黃克強表示，首階段項

目旨在達至培育處於不同創業階段的初創企業持

續發展、強化香港科技園公司現有的增值服務組

合以吸引更多人才和資金，並建立強大、穩健的

科技企業組合，從而創造更多創業及就業機會，

推動香港創科生態圈穩步成長。

資金場地關鍵 政府真幫手

黃克強強調，必須充分把握全球的創科發展機遇，並
令香港在全球的創科界更具競爭力。他指出，特區

政府決心推動香港創科產業發展，科技園公司亦一直為香
港建立更強大、更具活力的創科生態圈為己任，「我們必
須善用香港的核心優勢及作為創科中心的穩健基礎，並透
過建立創科業界的關鍵規模，以吸引更多科技企業、人才
及資金落戶香港，長遠而言每個人都可因此而受惠，社會
亦會有更好的發展。」

年扶百團創業 培育高潛力科企
因應初創企業在業務發展周期中需要不同的支援，科技
園公司將特別加強相關的資助與增值服務，以滿足他們的
需求，包括將推出全新的創業前期計劃「Science and
Technology Entrepreneur Programme」(STEP) ，為處於
創業初期的企業及年輕的科技創業者提供財政支援，每年
計劃扶時100個初創團隊。
黃克強說︰「我們知道很多人擁有嶄新和革命性的科技
創新意念，他們往往無從得知獲得專業建議的途徑，或不
懂得如何將創意轉化為商品。這個新計劃正好讓他們更具
體地確立相關的創新意念及業務發展計劃，並在我們的生
態圈內建立適合的人際網絡。」
他並指，為了在香港的創科生態圈引入更多業界及專業
夥伴，科技園公司將更積極與其他推行培育計劃或加速器
的機構合作。現時，香港科技園公司的「環球創業飛躍學
院」（GAA）透過與國際領先企業合辦，推出不同主題的
培訓項目。GAA將獲得額外資助，以拓展計劃的規模，
並加強對本地初創公司的支援，讓他們可以提升與業界的
聯繫，並成功進軍海外市場。
同時，香港科技園公司亦將擴大「企業飛躍計劃」
（LEAP）的支援範疇，培育更多高潛力的科技公司成為
區內或國際化的企業，並讓他們為日後的上市或併購機會
做好準備。

設配對基金鼓勵投資
同時，香港科技園公司亦計劃拓展「科技企業投資基
金」（CVF）的規模。CVF是一項結合香港科技園公司
及外部投資者資源的配對基金，透過鼓勵更多私人資金投
資於創科社群，協助高潛力的初創公司取得種子至A輪融
資階段的資金，壯大香港初創的生態圈發展。
黃克強強調，要維持一個具活力的創科生態圈，人才是
不可或缺的元素，其公司即將推出的強化支援配套服務，
包括「住宿支援計劃」，以吸引海外科技專才來港，充實
香港的人才庫。
香港科技園公司亦計劃引進各地具潛力及前瞻性技術研
發能力的企業進駐香港，旨在吸引具影響力的科技公司在
港進行長期投資，並將創新意念、合作機會及科研人才引
入香港的創科界。
黃克強說：「透過建立更穩健的初創及成熟科技企業組
合，香港科學園的創科生態圈將可繼續蓬勃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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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0企8000專才進駐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香港科技
園公司昨日同場舉辦「電梯募投比賽
2018」，要求參賽的初創企業挑戰極限，
在短短一分鐘內介紹創業構思，競逐價值
17萬美元的投資基金及現金獎。
貴為初創界年度國際盛事，今年「電梯

募投比賽」有近600隊來自世界各地的初創
企業參與，當中六成來自海外及內地。入
圍100強的參賽者昨日在環球貿易廣場，於

乘搭電梯的60秒內向投資者等介紹構思及
募投，爭奪高達12萬美元的種子資金。
參與的初創企業可藉此接觸全球最有影響力

的投資者、顧問等相關機構，拓展合作關係。
今年比賽總冠軍空投運輸公司「DASH Sys-
tems」的行政總裁Joe Ifill表示，勝出比賽為
他打下強心針，也給予他額外資金加速產品生
產。去年比賽則由研發無線音頻方案本港初創
企業「Orii」勝出，贏得12萬美元投資基金。

香港科技園公司是
特區政府於 2001 年 5
月成立的法定機構，

負責規劃及管理科學園、創新中心及工業
邨，致力營造富有活力的創新及科技生態
圈，積極連繫各持份者，培育科技人才及
促進交流協作，帶動創新發展，為香港以
至整個區域締造社會及經濟效益。

科技含量不足會「叮走」

科學園十分注重研發，目前已有逾700間科
技企業、約12,000名工作人員，當中逾8,000
人是各領域的研發專家。科學園要求入駐公司
起碼逾半數人員是研發人才，若科技含量不足
會被勸退。駐紮於科學園的科技企業能夠透過
科學園的專業服務及科研設施，進行應用研究
及產品開發；從事設計的企業可以於創新中心
獲得設計相關的支援；技術密集型的企業則可
受惠於大埔、將軍澳及元朗三個工業邨所提供
的精密製造服務。 ■香港文匯報記者 殷翔

一分鐘「賣橋」贏投資基金

■香港科技園公司宣佈100億元提升香港創科計劃。
香港文匯報記者殷翔 攝

■■同場舉行著名國際初創盛事同場舉行著名國際初創盛事
「「電梯募投比賽電梯募投比賽20182018」。」。

香港文匯報記者殷翔香港文匯報記者殷翔 攝攝

■目前科學園有逾700間科技企業。 資料圖片

在香港科學園經
營的兩間初創企業
和 3 間夥伴公司代

表，於昨日的記者會上分享其經歷。他
們均表示，資金扶持與提供工作場所，
對創科企業發展至關重要，因為科研項
目需要較長時間的研發、檢測及申請認
證。他們十分歡迎政府撥款給科學園資
助創科企業，認為相關計劃能真正幫助
創科生態園的完善。
分享經歷的初創企業代表分別是

「BNet-Tech」聯合創辦人梁渭聲與宏
聲醫療科技（香港）聯合創辦人張倩
行。3間科技園夥伴公司代表分別是Ply-
note LTD.創辦人容志偉、有光科技首

席執行官及聯合創辦人溫豪夫及善覓有
限公司行政總裁及執行董事施明耀。

創業融資最難
梁渭聲的公司研發智能枴杖，當長者
出現異當狀況時能即時通知家人，且能
實時測量長者健康數據等。他指對初創
企業而言，開始階段最困難是融資，如
有資金幫助，可更快速發展，提升生存
率。
張倩行的公司源於科大的專利項目、

用超聲波治療眼疾，替代打針、手術等
侵入性治療。她表示，其公司於2015年
取得國際專利後決定創業，2016年獲科
學園培育計劃支持，但還有一年便「畢

業」，需進一步融資。她說：「醫療科
技有很嚴格、漫長的測試和審核批准過
程，在研發和商品化期間全靠融資生
存。幸好項目於2016年至2017年間獲
得不少科學獎項，並於2017年獲得融資
後，公司狀況獲得很大改善。」

科學園利互補
容志偉的公司研發電腦音樂程式，已

獲多間地區藝術學校採納。他指其公司
經營多年，現時的創科氛圍改善很多，
也更容易獲得天使基金融資，「在科學
園創科公司集中，有利於互補有無，加
強生態園凝聚力，對研發很有幫助。」
溫豪夫的公司專注AI語音識別。他指

2015年成立公司時，曾經困難得口袋裡
只有2,000元，合夥人也絕望退出，後
來有幸獲得融資堅持下來，現在已發展
成一家擁有逾40人的創科企業，並於內
地及香港與多個大企業和政府部門合
作。

創科負重致遠
施明耀表示，很認同科技園公司扶植創

科的宗旨：「任重道遠」，但對創科企業
來講，是負重致遠。其公司專注基因檢
測，2009年創業時一直受困資金不足問題
困擾，至2014年仍只有3個人與一台機器
堅持着，幸好獲科技園公司大力支持，提
供先進的實驗室和設備，協助引進外國先
進科技，「我們現時已佔香港八、九成市
場，正積極向海外拓展業務。」

■香港文匯報記者 殷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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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深港高鐵香港段從9月23日開通
至今已滿月。一個月的運行證明，高
鐵高效快捷、「一地兩檢」便民利
港，之前所謂「一地兩檢」可能導致
「跨境執法」、「誤墮法網」等情況
並未出現，事實證明這些恐嚇根本站
不住腳。目前高鐵、港珠澳大橋相繼
開通，粵港澳大灣區「一小時生活
圈」已形成，香港青年北上創業意向
大增，港人越來越明白，融入國家發
展大局乃大勢所趨、機遇所在，加強
大灣區合作空間無限。

高鐵開通，「一地兩檢」運作暢順，
已向超過160萬人次提供便捷的通關服
務，單日最高驗放旅客超過 8.1 萬人
次，「一地兩檢」發揮出便民利民的預
期效果。之前，反對派為阻礙落實「一
地兩檢」，妖魔化「一地兩檢」，大肆
散播「內地公安跨境執法」、「市民會
誤墮法網」等謬論，恐嚇市民。高鐵成
功運行滿月，反對派的種種謬論不攻自
破。隨着「一地兩檢」安排運作進一步
成熟、高鐵購票服務繼續完善，相信將
有更多市民、旅客乘搭高鐵，選用高鐵
快捷便利的服務。

高鐵開通後，香港連接上內地2.5萬
公里高鐵網絡，進入「高鐵時代」，廣

州、深圳、香港三個大灣區核心城市更
緊密地連結。高鐵、城軌、跨城地鐵等
軌道交通，暢通的高速公路網絡，再加
上近日開通的港珠澳大橋，大灣區11
城市實現無縫對接。

高鐵開通，港人回內地尤其是大灣區
更快更妥，更能感受到大灣區一日千里
的變化。珠三角正建設總里程達1430
公里的城際軌道網絡，廣佛將有10條
地鐵線路互聯互通，而東莞地鐵一號線
二期計劃連接廣州南沙，將來莞惠、莞
深間也將建地鐵相連。這將加速大灣區
城市群的發展速度，珠江東岸、西岸的
聯繫增強，更帶來創新創業的新機遇，
有利香港扮演「聯接大灣區與世界各地
的門戶」角色。

看準高鐵開通促進大灣區融合的大趨
勢，不少敏銳的港青，第一時間北上為
創業探路。在廣州南沙，「創匯谷」粵
港澳青年文創社區和粵港澳（國際）青
年創新工場，在深圳前海深港青年夢工
場，在佛山的三山科創中心，都活躍着
一批批本港的創業青年，他們將香港的
創新意念帶到當地，與大灣區各界交
流，探討合作創新創業的可能，共商運
用高鐵帶來的便利，拓展個人發展的空
間。

高鐵滿月運行暢順 大灣區合作空間無限
2014年「佔旺」清場期間，有示威者違反禁制令，被控

刑事藐視法庭，昨日有15人在高院判刑。其中最年長的答
辯人判囚4個月，其餘答辯人被判緩刑，有11人需罰款1
萬元至1.5萬元不等。違法「佔中」鼓吹「公民抗命」、「違
法達義」，煽動他人犯法，公然蔑視法律，有人受誤導鋌
而走險，最終要付出法律代價。但是，策動「佔中」的所
謂「有識之士」、主要搞手，玩弄法律，逃避制裁，有人
至今逍遙法外，實在難平民憤。政府和司法機關必須追究
「佔中」搞手的刑事責任，彰顯法治的公平公正公義。

「佔中」打開「違法達義」的潘朵拉魔盒，令香港陷入
無法無天、暴力氾濫的半癱瘓狀態。當時有示威者連法庭
禁制令都置若罔聞，香港良好法治遭受嚴重衝擊。身為
「法律學者」的戴耀廷，當年搬弄法律、淡化「佔中」的
違法後果。他曾公然聲稱，觸犯公安條例者，多數只被判
罰1,500元，而根據罪犯自新條例，3年後就可以取消犯案
記錄，「千五蚊一餐飯就無㗎啦，再加埋有洗底條例，3
年後又係一條好漢。呢個係低投資高回報，喺香港爭取民
主好着數㗎。」正是被「公民抗命」、「違法達義」代價
輕微的謬論洗腦，有人走上暴力違法的歪路。

如今，年逾70的街頭露宿者被監禁4個月，其他人即使
判緩刑，也罰款過萬元，款額是戴耀廷所講的十倍！更重
要的是，所有違法者都留下案底，當中大多數是年輕人，
人生履歷烙下難以抹去的污點，日後恐怕連保安員也做不
了。事實證明，戴耀廷指參與「佔中」、「違法達義」代
價輕微，「違法的代價如同吃餐飯的費用」，根本是胡說
八道，害人不淺。

令人不憤的是，黃之鋒也因「佔旺」違反刑事藐視法庭

罪，被判監3個月。但由於眾所周知的原因，黃之鋒得到
「特殊照顧」，有本港最資深的大律師替其辯護，以年紀尚
輕、不是領導者等理由提出上訴，獲得保釋外出等候上訴，
免受牢獄之苦；戴耀廷這個「佔中」的始作俑者，「佔中」結束
距今4年有多，針對戴耀廷的檢控仍未進入司法程序，他可
以優哉游哉，繼續在大學領取高額薪酬，以「學者」身份販賣
變相的「違法達義」，甚至推銷「港獨」思潮，繼續誤導學生、
荼毒公眾，給香港的安定繁榮埋下重大隱患。

上訴庭副庭長楊振權曾指出，香港社會近年瀰漫一股歪
風，包括一些「有識之士」鼓吹「違法達義」的口號、鼓勵
他人犯法，「該等人士公然蔑視法律，不但拒絕承認其違法
行為有錯，更視之為光榮及值得感到自豪的行為。該些傲慢
和自以為是的想法，不幸對部分年輕人造成影響，導致他們
在集會、遊行或示威行動時隨意作出破壞公共秩序及公眾安
寧的行為。」

法律界有句金科玉律：法治的公義要被看得見。受「違法
達義」誤導的升斗市民，蔑視法庭而獲刑，固然咎由自取；
黃之鋒、戴耀廷之流的「佔中」幕前搞手，還有李柱銘、黎
智英等「佔中」幕後黑手，這些人才是「佔中」的禍首，是
香港法治的最大破壞者，這些人沒有受到法律的制裁，讓人
看到的是雙重標準，是對香港法治的二次傷害。這些首惡者
不被檢控和接受法庭審判，怎能讓人相信法治的公義、相信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律政司、法庭必須嚴正按照依法辦事的原則，將「佔中」
的主要搞事者繩之以法，彰顯法治的一視同仁，犯法沒有不
受制裁的特權，以示香港不容玩弄法律、胡作非為，讓人看
到香港法治的公信力。

追究「佔中」搞手刑責 彰顯法治公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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