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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科招文科生「強強聯手」
創科近年成為香港以

至全球的熱門領域，業
界對創科人才求賢若渴。在國家支
持香港發展為國際創科中心的機遇
下，並非理工科背景出身的年輕

人，是否亦能分一杯羹？數碼港主
席林家禮直言：當然可以！他認
為，創業十分需要文科人才，因為
其對歷史、人性、社會、經濟有深
刻把握，加之優秀的表達能力，他

們與掌握技術的人才強強聯手，是
初創團隊的極佳組合。

林家禮指，年輕人創業首先需要
「有火、有興趣」，還要組織一個互補
長短的團隊，要有理想解決某項社會問
題，因此對社會問題的敏感把握和對技
術的運用缺一不可，因此認為文理科人
才結合，對初創團隊非常合適。

本身持有科學及數學學士、系統
科學碩士、法律碩士、工商管理碩
士、公共行政碩士及哲學博士等學
位的林家禮寄語年輕人要終身學
習，做不同方面的知識補充，同時
培養教養、內涵，「不要貪錢」，
要做多方面的專家。

■香港文匯報記者 柴婧

 &

2月出台的《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中明確提到要
「支持香港數碼港建設」，事實上，作為相關發展獲益

者，數碼港初創企業的融資，自大灣區概念正式提出以來連年倍
數增長，由2015/16年度約2.7億元，增逾3.5倍至翌年的約9.6
億元，之後兩個年度再上升約1倍至3倍，本年度（2018/19）截
至2月更已達54.4億元，較2012/13年度2,550萬元高出210多
倍，成績卓越（見表）。

內地「互聯網+」發展領全球
林家禮形容，近年香港創科落實多項進展，加上規劃綱要出
台，「數碼科技發展迎來了東風」。他表示，在與初創企業家的
接觸中，發現他們近兩三年對大灣區發展充滿信心，也明白到初
創企業只專注香港很難成功，一定要面向內地和國際市場。他分
析指，當中的原因包括內地「互聯網+」發展水平領先全球、出
現一批富有經驗的科技投資者，以及國家龐大的市場。
他表示，數碼港亦有積極與大灣區其他城市加強協作，例如聯
同珠海橫琴當地政府相關的創投基金合作投資。其中香港一家從
事專家配對平台的Lynk，便曾受惠相關投資，在地方政府支持
下，於內地申領批文以及尋求人才或合作夥伴都非常順暢，成功
進軍內地市場。
不過，林家禮認為，雖然目前香港的初創投資政策配套不斷加
強，但政府亦應進一步增加針對初創企業的諮詢和溝通，了解年
輕初創人才及企業發展的需要，才能讓他們更好地把握大灣區的
機遇。他亦提到，對於內地初創企業來說，香港亦是他們走向國
際的重要中轉站，相信於大灣區發展的背景下，各方都會獲益。

讚政府招全球人才「十分果敢」
為發展創科，特區政府正面向全球招攬人才，包括推出「科技人
才入境計劃」。林家禮指，截至今年1月，數碼港已有68間公司成
功申請計劃配額，主要涉及人工智能、金融科技、網絡安全、數據
分析等領域。他讚賞政府推行政策「十分果敢」。就計劃要求科技
公司每聘用三名非本地人士，便須增聘一名本地全職僱員和兩名本
地實習生，從事科技相關工作，林家禮引述有初創公司反映，當中
最困難之處在於人才「質量」，即如何覓得三位本地相關專才，希
望本港院校能培訓更多相
關領域本地人才，以配合
市場需要。
另對於今年最新的財
政預算提出撥款55億
元擴建數碼港第五期。
林家禮對此大表歡迎，
但他亦指要談具體擴建
規劃安排「為時尚
早」，須待進一步的諮
詢後才能定奪。

因應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讓香港數碼

科技迎來了前所未有的「東風」。數碼

港最新數據顯示，2018/19年度截至2

月，其初創企業融資金額多達54.4億

元，相當於上年度全年的3倍有多，比

起6年前更飆升逾210倍！數碼港董事

局主席林家禮日前接受香港文匯報專訪

時指，近年大量本地數碼初創正瞄準內

地以至國際市場作規劃，尤其看好大灣

區機遇。他認為特區政府下一步應加強

針對初企的諮詢溝通，才能活用這批年

輕人的新思維投入區域協作中，朝建設

國際創科中心目標進發。

■香港文匯報記者 柴婧

■■林家禮形容林家禮形容，，規劃綱要出台後規劃綱要出台後，，
「「數碼科技發展迎來了東風數碼科技發展迎來了東風」。」。

香港文匯報記者莫雪芝香港文匯報記者莫雪芝 攝攝

大灣區大灣區快線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詹漢基）亞洲
大學聯盟昨日於科技大學舉行第三屆
校長論壇，邀請聯盟內多所大學代表
就如何推動可持續發展、協助亞洲初
創企業家等課題進行深入探討。特區
行政長官林鄭月娥致辭表示，特區政
府致力推動創新科技政策，將香港打
造為國際科技樞紐，期望邀請更多知
名院校與研究機構協助粵港澳大灣區
的科研發展。

港力爭成為國際創科樞紐
林鄭月娥強調，創新科技是本屆政府

的優先政策之一，目標是將香港打造成
國際創新科技樞紐。她指出，香港在創

新科技方面極具優勢，在人工智能、生
物科技等範疇均有世界級的科研能力。
為了進一步擴展香港優勢，特區政府
一直推出不少政策，包括增加投入創新
及科技基金、大學科技初創企業資助計
劃等，致力推動科研的步伐。

欣聞港研環保電池獲國際獎
她表示，自上任起，先後出訪新加
坡、泰國、越南及菲律賓等不同國家，
為了吸引這些國家的人才，新增獎學金
鼓勵「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學生來港
就讀。而每次外訪幾乎都會參觀大學，
希望藉此吸引世界級的優秀大學及科研
機構，增加雙方於科創方面的交流，並

協助推動粵港澳大灣區的科研發展。
對於本港近日有初創公司以「環保電

池」於瑞士「日內瓦國際發明展」獲得
最高榮譽大獎，林鄭月娥表示欣喜，並
承諾政府未來會繼續支持初創公司在各
方面的發展及需要。
由清華大學倡議發起的亞洲大學聯盟

於2017年成立，成員包括清華大學、北
京大學、香港科技大學、東京大學、新
加坡國立大學等區內15所頂尖大學。
林鄭月娥指，特區政府支持本地大

學與內地、海外的大學合作，亞洲大
學聯盟正好提供了平台，希望加強大
學間在高等教育質量、科創能力等方
面的交流和合作。

林鄭：盛邀國際名校機構「入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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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家禮：瞄準內地國際規劃 增諮詢溝通助港青走出去

初創融資飆 倍210
灣區帶旺數碼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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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碼港公園將發展數碼港公園將發展
成數碼港第五期成數碼港第五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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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鄭月娥表示，創新科
技是政府優先政策之一。
香港文匯報記者潘達文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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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

■ 大灣區首

次寫入國

家文件；

特區政府

創科局成

立；港科

院成立

2016年

■ 國家「十三五」

規劃，強調「推

動粵港澳大灣區

和跨省區重大合

作平台建設」

■ 施政報告首次

將「創新與科

技 」獨 立 成

章，提出發展

中下游研發創

科產業及支援

初創企業

2017年

■《政府工作報告》提出研

究制定粵港澳大灣區城

市群發展規劃

■ 國家發改委與粵港澳三

地政府共同簽署《深化粵

港澳合作 推進大灣區建

設框架協議》

■ 特區施政報告提出8大方

向推創科，包括將研發

開支佔GDP比率倍增至

1.5%、匯聚科技人才、

開放政府數據等

2018年

■ 國家主席習近平作

出重要批示，支持

香港成為國際創科

中心，包括容許國

家科研經費「過河」

資助香港科研機構

■ 特區政府與國家科技

部簽署創科合作安排

及研發資助協議

2019年

■《粵港澳大

灣區發展規

劃綱要》出

台，提出深

化粵港澳創

新合作，建

設國際科技

創新中心

資料來源：數碼港及其他資料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柴婧

注：按財政年度計，由當年
4月1日至下年3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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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指定刊登有關法律廣告之刊物
獲 特 許 可 在 全 國 各 地 發 行
2019年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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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亥年三月十一 十六穀雨
港字第25227 今日出紙3疊9張半 港售10元

星
期
一多雲驟雨 幾陣雷暴

氣溫20-23℃ 濕度80-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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