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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創新科技重塑工業，締造長遠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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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經濟活動劃分的本地生產總值 (1980 – 2015) 

資料來源: 政府統計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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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資科研創新的槓桿效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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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既有優勢，開發高增值科技產品服務 

生物醫藥 

綠色科技 

電子 

物料及精密工程 

資訊及通訊科技 

健康老齡化 機械人技術 智慧城巿 

醫療及診斷儀器 生物醫藥、移植器材 自動化、人工智能產品 智慧城巿所需的機械電 
子零件模組、傳感器等 



開放的創新科技生態圈 有利新興工業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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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放的創新科技生態圈 有利新興工業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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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投氣氛熱烈，培育第一隻獨角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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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  Hong Kong Start-up Ecosystem Report (by Compass.co) 2015 

香港C-D輪投資及併購 
較其他生態圈遜色 

* 創投界形容估值超過$10億美元的初創
企業為「獨角獸」(Unicorn) 



推動業界應用及技術轉移 

中電引入科技園初創企業的分佈
式感溫系統技術，優化電力基建
的管理。 

2014-16年 加入科學園的
TSSSU個案 Incu-App Incu-Tech Incu-Bio 

香港浸會大學 1 0 0 1 

香港城巿大學 3 1 2 0 

香港中文大學 15 2 11 2 

香港大學 7 1 4 2 

香港科技大學 3 0 2 1 

香港理工大學 24 14 10 0 

總計 53 18 29 6 

創新科技署推出大學科技初創企業資助計劃 (TSSSU)，助大學科研團
隊創業及商品化，當中約4成加入科技園公司培育計劃。 

香港理工大學 
「希望之手」 

香港城巿大學 
轉基因魚卵毒理測試 

香港中文大學 
無創產前基因檢測 



開放的創新科技生態圈 有利新興工業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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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中下游科研人才供應充足 
便利海外人才留港發展 



科研產業化需培訓大量專業人才 

基礎科學研究 

科技應用研究 

產品開發、程式設計、工業設計… 

投入生產、技術人員 

商業、開拓巿場、知識產權保障…… 



開放的創新科技生態圈 有利新興工業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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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建設施適應新興工業的多元需要 
有利合作的地理分佈 



基建設施匯聚業界 更有效提供增值服務 

科學園 創新中心 工業邨 

科技應用研發 品牌設計推廣 高技術生產 

沙田 九龍塘 大埔 元朗 將軍澳 

13,077 633 1,082 68 28,400 162 

(截至2017年1月31日) 



土地空間規劃創造發展容量 

香港科學園 

河套區港深創新及科技園 

大埔工業邨 

將軍澳工業邨 

元朗工業邨 

創新中心 

資料來源: 香港2030+ 



為新興工業提供合適基建設施和空間 

科學園擴建計劃 

佔地: 1.18公頃 

總樓面面積: 73,760 m2 

建築高度: 75 mPD (14-15層) 

建築成本: HK$44.3億元 

建築用途: 科研辦公室; 輕量工業製造設施 

預計落成年份: 2020 

預計進駐企業: ~130 

預計工作人口: ~3500  

先進製造業中心 (AMC) 數據技術中心 (DT Hub) 

位置: 將軍澳工業邨 將軍澳工業邨 

佔地: 2.71公頃 0.54公頃 

總樓面面積: 108,588 m2 27,015 m2 

建築成本: HK$66.3億元 HK$16.2億元 

預計落成年份: 2021-22 2020 

預計科研工作人口: ~2500 ~900 

預計經濟增值: 每年HK$927百萬 每年HK$573百萬 

*大埔工業邨的一幢多層工業大樓現正進行翻新工程，預計可容納5-6間專門開發機械
人技術、高端電子科技及納米技術的企業。預計今年底推出供企業申請。 



開放的創新科技生態圈 有利新興工業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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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是初創企業 “Start up, Scale up” 的理想據點 

資料來源: 貿易發展局 

知識產權保護制度 低稅率及簡單稅
制， 

成立公司程序簡便 

世界級基建系統 

資訊流通 

資金流通，專業金融
及商業服務 

國際化的人才、視野 
和商業經驗 

• 毗鄰中國 (US$10,982B)、 東南亞 
(US$2,436B) 等龐大發展中巿場 

• 把握「一帶一路」商機 

• 鄰近珠江三角洲的生產基地 



開放的創新科技生態圈 有利新興工業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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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補巿場不足 
資助基礎教育和研究 

推動政府、社會服務應用科技 



開放的創新科技生態圈 有利新興工業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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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握機遇、面對挑戰 

填補巿場不足 
資助基礎教育和研究 

推動政府、社會服務應用科技 

完整的產業供應鏈 
擁有或易於進入龐大的巿場 

專業服務供應 

私募投資基金活躍 
業界積極投資應用科研及技術轉移 

上中下游科研人才供應充足 
便利海外人才留港發展 

企業開放創新文化 
接受失敗、勇於挑戰現狀 

基建設施適應新興工業的多元需要 
有利合作的地理分佈 

創新科技 
生態圈 



「再工業化」為香港長遠的經濟注入生命力 

社會及經濟可持續發展 

再工業化 

創新發明 

製造就業機會 帶動出口貿易 

科技層面 設計層面 

與現代服務業相輔相成，把握龐大機遇 



Copying others takes the world from 1 to n, adding more 

of something familiar.  

But when you do something new, you go from 0 to 1.  

Tomorrow’s champions will not win by competing 

ruthlessly in today’s marketplace; they will escape 

competition altogether, because their businesses will be 

unique. 



共創新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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