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帥誠

◆事後補助20萬元人民幣 ◆按香港創新及科技基金企
業支援計劃所資助的在穗研
發費用給予一比一配套資金
支持（事後補助），每個項目
資助上限為450萬元人民幣

港澳初創企業 港澳成長企業 穗港合作研發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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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後補助 20
萬元人民幣（遴
選不超過30家
港澳企業）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帥誠 廣州報道）據廣州

市科技局消息，廣州日前

發布《2021 年港澳青年

來穗創新創業補助申報指

南》（下稱《指南》）支

持港澳青年來穗創新創

業。其中，「穗港合作研

發項目補助」單個項目補

助金額最高可達450萬元

（人民幣，下同）。此

外，2020 年申報範圍主

要集中在人工智能、生物

醫藥、智慧城市等領域；

2021 年則不再設置領域

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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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敖敏輝 廣州報道）廣
州超算中心副總工程師楊躍東昨日表示，目
前，廣州超算中心已經建設擁有一支國際一流
的多學科交叉科研開發與應用團隊，並布局開
發先進製造、生物醫藥、新能源新材料等各類
產業的相關應用軟件，彌補中國在工業軟件開
發方面的短板。
同時，依託「天河二號」這一超強大腦，在
南沙、前海、珠海、順德等地建設九大超算分
中心，實現了對粵港澳大灣區的超算服務密集
覆蓋。

部署抗疫數據庫
楊躍東表示，廣州超算中心是國家重大科

技基礎設施，近年來取得了一系列應用成
果，服務了全國各地的4,000多家企業，用戶
群體數量達到30萬個。 以此次新冠疫情為
例，廣州超算充分利用自身的科研開發和強
大計算能力，結合人工智能技術，迅速在抗
病毒藥物篩選、肺炎CT影像智能診斷、新
冠肺炎病例數據分析領域取得了突出的成

果。
「比如，我們以最快的速度篩選出30多
種潛在有作用的藥物，包括6種此前未見報
道的藥物，及時傳遞予抗疫第一線的醫療
隊；與中山大學的附屬醫院合作，成功開發
了基於CT影像的快速智能診斷軟件。」楊
躍東說，受國家衞健委的委託，部署基於超
算的抗新冠病毒疫情信息系統和數據庫，實
現武漢50家定點醫院全部病例數據和臨床
藥物療效數據的採集與分析，用於深入研究
病毒，並輔助抗病毒藥物和疫苗的研發。
此外，基於天河二號構建的廣州市氣象局精

細化數值預報系統，在計算時效和精確度方面
不斷提高，目前已實現1公里高精確度模式下
的每12分鐘快速更新循環，為突發性強天氣的
預報預警提供了重要的技術支撐。與中山眼科
中心合作打造的人工智能眼科醫生，對白內障
等眼科疾病的診斷水平已經達到眼科專家級醫
師級別，目前已經投入臨床使用，還通過雲計
算與基層醫院實現共享，解決偏遠地區的醫療
資源不足的問題。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方俊明 廣州報道）據廣東
省林業局消息，國家林業和草原局日前公布《2020
年國家重要濕地名錄》，全國共有29處自然保護地
入選；包括廣東省中華白海豚國家重要濕地，位於
珠江口中華白海豚國家級自然保護區內，已監測到
粵港澳大灣區水域中華白海豚數量約為2,500隻左
右，為全國分布最密集、數量最多。
廣東省林業局表示，廣東僅去年便完成新建濕
地公園14個，濕地公園總數達252個。「廣東省
中華白海豚國家重要濕地」為河口水域濕地類

型，位於珠江口海域內伶仃島至牛頭島之間，生
存着「國家一級保護動物」中華白海豚，其群體
種群世代比較完整，涵蓋嬰年期、幼年期、少年
期、青年期、壯年期和老年期全部6個世代。
另一個入選國家名錄的是深圳市福田紅樹林國

家重要濕地，是位於深圳和香港兩地間的一塊綠
洲，與香港米埔紅樹林濕地隔水最近僅約300
米。該濕地現有原生紅樹植物16種，記錄鳥類約
200種，包括23種珍稀瀕危物種，為全球瀕危鳥
類黑臉琵鷺第二大越冬地。

作為一名香
港青年，在
大學就讀期
間也多次到
灣區城市參
觀旅遊，深
刻感受到內
地生活工作的諸多便利。這次補
助的三個方向，把初創企業和成
長型企業都囊括在內，考慮得很
周到

香港青年黃嘉琪：

我們創業的
公司成立於
2017 年 ，
在投資比例
上也滿足港
澳成長企業
補 助 的 條
件 。 這 次
《指南》的內容非常及時，我們
會嘗試網上申請這一補助

日晞教育創始人鄭汶珠：

粵港澳大灣
區規劃綱要
正 式 出 台
後，明顯感
覺到珠三角
各城市便利
港人創業的
政策補貼越來越多。近期疫情影
響了粵港兩地通關，像《指南》
中的這些補助對創業者來說是雪
中送炭

嘩嘩星球文化科技有限公司
創始人謝偉忠：

因疫企業跨境糾紛調委會成立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黃寶儀 廣州

報道）經過兩個多月籌備，廣東省粵
港澳合作促進會因疫企業跨境糾紛調
解委員會（下稱「因疫調委會」）昨
日在廣州成立。
廣東省人大常委、廣東省律師協會

副會長、因疫調委會主任劉濤指出，
新冠肺炎疫情的影響在國際上還在向
更深更廣的方向進一步發展，企業面
臨不同的困難。因粵港澳法域不同、
法治環境相異，三地之間的跨境糾紛
解決一直是難點。隨着粵港澳大灣區
人流、物流、資金流、信息流的進一
步密切，粵港澳三地之間商事糾紛隨
之增多。

首批25調解員
首批25位調解員由三地因疫調委會
主任推薦，且具有同行公認較高的業
務水平與豐富的法律工作經驗（從事
法律工作 8年以上）的法律人士組
成。
因疫調委會在疫情期間為大灣區企
業搭建糾紛解決平台，為灣區企業提
供公益性調解服務，同時研究探索建
立長效企業跨境糾紛調解機制，在疫
後為三地企業提供長期性的調解援
助。

調解灣區註冊企業跨境業務
因疫調委會目前的調解範圍限於大
灣區內註冊的企業之間，且糾紛須涉
及跨境業務。因疫調委會由廣東省粵
港澳合作促進會法律專業委員會負責
日常管理與開展工作。香港太平紳

士、全球華語律師聯盟會長、施文律
師行主管合夥人林新強擔任因疫調委
會（香港區）主任。林新強最早提出
成立因疫調委會的建議。澳門法學協
進會會長、力圖律師事務所合夥人李
煥江擔任澳門區主任。
林新強在線上致辭時表示，因疫調

委會成立意義重大，為大灣區企業化
解矛盾注入正能量，使雙方可以合作
共贏，而非糾纏於長期的官司中。對
律師來說，花時間精力參加因疫調委
會，就是為了做好一個律師的本分，
維護國家繁榮穩定。
廣東省粵港澳合作促進會執行會長

林迪夫指出，粵港澳三地法律制度不
同，分屬於三個不同的關稅區，要推
進粵港澳大灣區建設，需要建立起共
商共建共享的多元化糾紛解決機制，
因疫調委會成立是給粵港澳三地企業

應對疫情影響、有序復工復產的支
持；而今年的兩會中，全國人大審議
通過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關於建立
健全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的
法律制度和執行機制的決定》，將有
利鞏固和發展「一國兩制」的法治基
礎，也為粵港澳大灣區建設順利推進
提供強有力的保障。
據悉，調解制度具有低成本、便
捷、高效、靈活、保密等特點，是
化解商事糾紛的重要途徑。因疫企
業跨境糾紛調委會基於新冠疫情所
設立，遵循立足大局、平等自願、
公平合法、公益服務等原則，通過
調解，節約粵港澳三地的司法資
源，降低企業的訴訟成本，公平、
快速、便捷地解決跨境企業間的矛
盾，幫助跨境企業在公力救濟與私
力救濟中找到平衡點。

廣州超算中心服務逾四千企

粵兩綠洲入選國家重要濕地名錄

廣州市科技局相關負責人表示，
廣州更加鼓勵擁有知識產權，

或者擁有目標市場明確、產業化前
景良好的技術成果的港澳人士或港
澳企業來穗創辦企業。
據了解，港澳青年來穗創新創業

補助共分為「港澳初創企業補
助」、「港澳成長企業補助」和
「穗港合作研發項目」補助三大方
向。

放寬初創企申請條件
《指南》進一步放寬了申請「港

澳初創企業補助」的條件——2020
年，港澳初創企業補助申報條件之
一是獲得香港青年發展基金或澳門
青年創業援助計劃支持，而2021年
則新增了香港創新及科技基金企業
支援計劃等更多基金或援助計劃的
支持。
「穗港合作研發項目補助」申報

將支持在穗機構與已獲得香港創新
及科技基金企業支援計劃資助的香
港企業在廣州開展研發項目。對符
合要求的立項項目，廣州市科技局
將按照香港創新及科技基金企業支
援計劃所資助的在穗研發費用給予

一比一的配套資金支持，單個項目
的資助最高可達450萬元。

不要求港澳股權比
考慮到港澳企業來穗設立企業

時，除了以企業注資的形式，還會
採取股東個人投資等各種形式，
「港澳初創企業補助」不再設置港
澳出資方的股權比例要求。《指
南》中「港澳成長企業補助」對港
澳人士或企業的股份或出資額佔比
要求也由50%降至30%。
廣州市天河區港澳青年創業服務

中心主任林惠斌表示，新的《指
南》出台，進一步放寬了港澳人士
申報補助的條件，一定會吸引更多
港人來廣州創業。

申報下月13日截止提交
據悉，申報單位需進入廣州市科

技業務管理陽光政務平台，按要求
完成單位用戶註冊（新開戶），申
報開始時間為本月（6月）22日上
午9時、網上申報提交截止時間為7
月13日下午5時，組織單位網上審
核推薦截止時間為7月20日下午5
時。

穗港合作青創 最高補助450萬
廣州公布2021港澳青年赴穗雙創補助申報指南

在穗港資企業：
「雪中送炭」

申報條件及資助內容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帥誠

■■廣東省粵港澳合作促進會執行會長林迪夫廣東省粵港澳合作促進會執行會長林迪夫（（左左））與調解委員與調解委員
會主任劉濤共同為調委會揭牌會主任劉濤共同為調委會揭牌。。 香港文匯報記者黃寶儀香港文匯報記者黃寶儀 攝攝

■■廣州日前發布廣州日前發布《《20212021年港澳青年港澳青
年來穗創新創業補助申報指南年來穗創新創業補助申報指南》。》。
圖為一穗港項目科研團隊在討論工圖為一穗港項目科研團隊在討論工
作作。。 香港文匯報記者帥誠香港文匯報記者帥誠 攝攝

◆在廣州設立、登記、註
冊的具有獨立法人資格
的機構，且為香港創新
及科技基金企業支援計
劃所資助的研發項目的
在穗合作單位

◆於2016年6月1日或之
後開始實施，已順利完
成，項目實施期間徵得
香港創新科技署批准在
穗開展研發工作

◆在廣州註冊獨
立法人資格企
業，且已在廣州
成立兩年以上

◆超過30%
（含）的股份或
出資額來自港澳
人士或港澳企業

◆具良好的市場
前景，經濟效益
明顯

◆在廣州註冊獨立法人資格企業，註
冊地址在廣州孵化器內

◆獲香港青年發展基金「粵港澳大灣
區青年創業資助計劃」、「香港創
新及科技基金企業支援計劃」、
「澳門科學技術發展基金企業創新
研發資助計劃」、「澳門青年創業
援助計劃」支持的青年初創企業出
具唯一推薦函，說明申報單位為該
企業或企業技術團隊所出資成立

◆與受港澳特區政府資助的青創企業
保持業務領域一致

◆已在廣州運作但不超過3年

◆此前未有獲廣州海外人才來穗創業
2項目資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