創新及科技
概況
憑藉國家「十四五」規劃綱要和粵港澳大灣區(大灣區)帶來的機遇，香港可充分利用本身的科研實力、科技基建、
法律制度及知識產權等優勢，作為創新企業進軍內地市場的策略性橋樑，發展成為國際創新科技中心。
本屆政府一直循八大方向推動創新及科技(創科)發展，包括增加研發資源、匯聚科技人才、提供創投資金、提供科
研基建、檢視現行法規、開放政府數據、牽頭改變採購方法和加強科普教育，至今投放逾 1,300 億港元（167 億美
元）資源，就八大方向推出多項措施。
創科界持份者


香港科學園匯集約 1,000 家科技公司，為它們提供基礎設施和一站式支援服務。



數碼港是一個深具創意的數碼社區，匯集約 700 家公司。



香港科技園公司（科技園公司）已成立附屬公司──港深創新及科技園有限公司，負責落馬洲河套地區（河
套）港深創新及科技園（港深創科園）的建設、營運、維修和管理。



由政府成立的五所研發中心──汽車科技研發中心、香港應用科技研究院、香港紡織及成衣研發中心、物流
及供應鏈多元技術研發中心，以及納米及先進材料研發院，分別推動有關選定重點範疇的應用研發工作、研
發成果商品化及技術轉移。



香港科學院及香港青年科學院就科研和科技政策向政府提供意見。



麻省理工學院於 2016 年在香港開設首個海外創新中心。



瑞典卡羅琳醫學院於 2016 年在香港科學園設立研究中心，加強再生醫學研究。



香港與內地合作：香港現有 16 所國家重點實驗室及 6 所國家工程技術研究中心香港分中心。



國家科學技術部（科技部）與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香港特區政府）於 2018 年 9 月簽署《內地與香港關於加
強創新科技合作的安排》及《科學技術部與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創新及科技局關於開展聯合資助研發項目的
協議》。



中國科學院與香港特區政府於 2018 年 11 月簽署《關於中國科學院在香港設立院屬機構的備忘錄》。

科研基建



透過馬料水填海計劃及將沙田污水處理廠遷入岩洞，提供主要用作創科發展的新土地。發展河套為港深創
科園。第一批次的 8 座樓宇，預期於 2024 年年底開始分階段落成。



港深創科園與將與落馬州／新田一帶整合為新田科技城。新田科技城將聯同深圳科創園區組成佔地約 540
公頃的深港科技創新合作區。



香港和深圳正共同建設由港深創科園及深圳科創園區組成深港科技創新合作區，實現「一國兩制」下的
「一區兩園」。



深港兩地政府在 2021 年 9 月簽署《關於推進河套深港科技創新合作區「一區兩園」建設的合作安排》（《合
作安排》）。在《合作安排》下，科技園公司將率先在深圳科創園區設立香港科學園深圳分園，讓有興趣開
展大灣區業務的機構和企業先落戶合作區。同時，兩地政府亦推出深港科技創新合作區聯合政策包，提供
便利人流、科研資源流動及開設業務等方面的支援措施，以吸引人才企業於合作區發展。



科技園公司將在香港科學園深圳分園設立大灣區創科飛躍學院 InnoAcademy，作為兩地創科人才的資源中心、

培訓基地以及交流平台。


科技園公司亦將設立大灣區創科快線 InnoExpress，培育初創企業以及為香港及內地創科企業提供業務發展
支援服務。



香港是領先數碼經濟體系，在數碼化準備程度和互聯網接達能力的排名榜上均一直位列前茅。香港設有 12 個
海底電纜系統，並透過 10 枚通訊衞星提供對外通訊服務。預計未來兩至三年，將有更多海底電纜系統落成，
加強香港與世界各地的連繫。



於 2020 年推出再工業化資助計劃，以配對形式資助生產商在港設立智能生產線。



科技園公司正分別於將軍澳工業邨和元朗工業邨發展先進製造業中心及發展微電子中心，預計分別於 2022
年中及 2023 年落成。科技園公司亦已開始構思興建第二個先進製造業中心。



位於將軍澳的數據技術中心啟用，提供為數據科技和電訊服務業特別設計的基礎設施。



擴建數碼港園區，為科技公司和初創企業提供更多工作空間，預計最快於 2025 年竣工。



預留 30 億元發展香港科學園第二階段擴建計劃。首階段擴建的兩座大樓的出租率接近 98%。

推動研發


香港的大學和科研機構可申請內地的科技資助，並在香港使用。這項容許研究資金跨境撥付的政策為香港科
研業界注入更多動力。截至 2021 年 8 月，科技部、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委員會、廣東省科學技術廳、廣州市科
學技術局及深圳市科技創新委員會已批出超過 3.7 億元人民幣（約 4.4 億港元），讓香港的大學和研發機構
進行研發或建立實驗室。



科技部於 2021 年 9 月宣布多項新惠港措施，包括擴大國家科技計劃對港開放、容許香港的青年學者申請國
家自然科學基金「青年科學基金項目」、歡迎香港科技人士和專家加入中國科協全國學會及進入國家科技專
家庫和獎勵評審專家庫、完善大型儀器設備對香港開放共享機制、深化內地與香港科技人文交流，以及支持
香港參與國家技術創新中心建設。



在香港科學園建設「InnoHK 創新香港研發平台」，首兩個創新平台分別為專注醫療科技的「Health@InnoHK」，
以及專注人工智能及機械人科技的「AIR@InnoHK」。28 間「InnoHK 創新香港研發平台」的研發實驗室已陸續
啟動。



以「InnoHK 創新香港研發平台」16 所與生命健康相關的實驗室及 8 所與生命健康相關的國家重點實驗室為
基礎，在港深創科園內設立「生命健康創新科研中心」。



成立專項基金，用以資助本地大學或科研機構參與國家的科研項目。



在 2020 年推展首屆城市創科大挑戰，徵集應用創科方案，協助應對城市及巿民生活難題，並推動創科的應
用。



本地科研產品在應對 2019 冠狀病毒病有重大貢獻，並解決民生需要，成果亦化為商機。

培育和匯聚人才


政府已於 2021 年 6 月推出「傑出創科學人計劃」，吸引更多世界各地知名學者來港進行創科相關的教研工
作。



「研究人才庫」資助每間合資格公司或機構聘用最多四名研究人才進行研發工作。過去三年，「研究人才庫」
資助超過 3,700 個研發職位。



擴大科技人才入境計劃的適用範圍至全港所有進行 13 個指定科技範疇研發活動的公司。



「創科實習計劃」資助本地大學的 STEM 本科及研究生參加與創科相關的短期實習。



「創新科技獎學金」資助大學生參加海外交流、本地實習和師友計劃等。



5 億元中學 IT 創新實驗室計劃為每所政府資助中學提供財政支援。2021-22 年度《財政預算案》撥款 2 億多

元把計劃推展至小學。


「大灣區青年就業計劃」協助有志投身科技行業的香港青年，在大灣區發展事業。



「再工業化及科技培訓計劃」已為逾 5,000 名僱員提供逾 6,300 次在職科技培訓。

支援初創企業



根據投資推廣署於 2021 年進行的初創企業調查，香港共有 3,755 間初創企業（較 2017 年增加 68%），提供
13,804 個職位（較 2017 年增加 118%）。
政府推出的 20 億元創科創投基金，以配對形式與獲選的私人風險投資基金合作，共同投資在香港的初創企
業。過去兩年，基金向 22 間本地初創公司投資共超過 1.4 億元，並吸引超過 8.8 億元私人投資。



私營界別：阿里巴巴集團啟動了 10 億元的香港創業者基金，紅杉資本亦牽頭成立香港 X 科技創業平台。



數碼港：數碼港培育計劃和 2 億元的數碼港投資創業基金，提供開發投資基金予初創企業，以支援他們的擴
展及加快其發展進度。截至 2021 年 9 月底，投資創業基金已向 20 間公司投資超過 1.62 億元，並吸引超過
14.18 億元私人投資。數碼港已向基金再注資 2 億元，並把涵蓋範圍擴大至 B 輪或後期的融資。



科技園公司的「科技企業投資基金」已向 21 間科技企業投資超過 2.383 億元，並吸引超過 31 億元私人投資。
科技園公司已向基金注資 3.5 億元，並擴大涵蓋範圍至 B 輪或後期的融資。



科技園公司推行「創業培育計劃」、「生物醫藥科技培育計劃」及培育前期計劃「IEADTION」，支援不同發
展階段的創科企業。



在香港科學園旁興建的創新斗室，提供約 500 個配以輔助設施的住宿單位，推動香港創科生態環境的發
展，獲接納申請的住戶已於 2021 年 7 月開始陸續入住。



「大學科技初創企業資助計劃」每年向參與計劃的大學提供合共 4,800 萬元，以支援大學所屬團隊成立的科
技初創企業，將其研究及發展成果商品化。自計劃推出以來，已向 334 間初創企業批出共約 2.6 億元的資助。



科技券資助本地企業和機構使用科技服務及方案，以提高生產力或將業務流程升級轉型。



公營機構試用計劃資助合資格本地科技公司及機構實踐其研發成果並商品化，同時推動公營機構應用更多本
地研發成果。



機電創科網上平台羅列各政府部門、公營機構以及機電業界的服務願望，讓創科界別包括初創企業及大學提
出相應的創科解決方案以作配對。

智慧城市


《香港智慧城市藍圖 2.0》提出超過 130 項措施，主要範疇為「智慧出行」、「智慧生活」、「智慧環境」、
「智慧巿民」、「智慧政府」、「智慧經濟」、「善用創新科技應對疫情」及「智慧鄉村先導計劃」，為市
民的日常生活帶來裨益。



智慧城市重要基礎建設：「智方便」平台(截至 2021 年 11 月中，提供超過 160 項常用公共及商業網上服務)、
智慧燈柱、新一代政府雲端基礎設施和大數據分析平台。



現時 5G 網絡覆蓋率已逾 9 成。



2020/21 年度《財政預算案》預留約 10 億元成立智慧交通基金，資助與車輛有關的創新科技研究和應用。



撥款 1 億元開發綜合數碼平台，便利工務工程的數據整合和信息互換。



地理空間實驗室於 2021 年 5 月成立，協助提升公眾對空間數據的興趣，共同探索空間數據的價值和應用，
推動智慧城市發展。



Wi-Fi 連通城市計劃︰進一步擴大「Wi-Fi.HK」通用品牌在香港的覆蓋範圍。現時全港共有超過 43,000 個
「Wi-Fi.HK」熱點。



瑞士洛桑國際管理學院用以評選經濟體應用最新數碼科技能力的《2021 年世界數碼競爭力排名》中，香港位

列亞洲第 1、全球第 2。


在數碼智能方面，亞太區第 2、全球第 3 （美國塔夫茨大學弗萊徹學院及萬事達卡《2020 年數碼智能指數
報告》）



世界知識產權組織用以評選 131 個經濟體創新表現的《2021 年全球創新指數》中，香港位列東南亞和大洋洲



區第 5、全球第 14。
英國金融智庫 Z/Yen 於 2021 年 11 月公布的《智慧中心指數》中，香港在研發新科技方面全球第 5，亞太區
第 1。

金融科技


香港有超過 600 間金融科技公司，當中 5 間為獨角獸。由 2019 年至 2021 年上半年，香港金融科技公司共獲
投資者注資近 78 億港元（10 億美元）。



金融科技基建包括快速支付系統「轉數快」（截至 2021 年 9 月已錄得約 900 萬個帳戶登記。2021 年 9 月每
日平均成交量為 740,000 宗交易，涉及 52 億港元及 1.75 億元人民幣），及以區塊鏈為基礎推出的貿易融資
平台「貿易聯動」(香港與內地銀行正以接通的貿易平台，試行跨境貿易融資交易。截至 2021 年 6 月，經上
述平台處理跨境貿易融資的交易總額約 2,600 萬港元)。



已發出 8 個虛擬銀行牌照、4 個虛擬保險公司牌照、1 個虛擬資產交易平台牌照，以及 15 個儲值支付工具
（電子錢包）牌照。銀行業開放應用程式介面（開放 API）框架亦已分階段落實。



「拍住上」金融科技概念驗證測試資助計劃提供財政誘因，推動金融機構夥拍金融科技公司進行概念驗證項
目。



香港金融管理局、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及保險業監管局已推出監管沙盒。



投資推廣署的金融科技專責小組亦為在香港設立據點的海外和內地金融科技公司提供一站式服務，並舉辦一
系列推廣金融科技的活動，包括年度盛事香港金融科技周。
（更新日期：2021 年 12 月 16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