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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責聲明

本材料僅供一般情況和參考之用。 本材料並未涵蓋所涉及主題的所有內容，而旨在回答可能出現的某些重要且寬泛的問題。當實踐中出現具體問題時，往往需
要考慮相關的法律法規，並徵求適當的專業意見。本材料所含信息在發佈之日為最新信息，但可能會隨時間而變化。本材料不對信息的準確性、完整性或正確
性做出任何明示或暗示的陳述。

香港生產力促進局（「生產力局」）、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出版商和作者對根據本材料中所含信息採取的任何行動的結果，以及本材料中任何錯誤或遺漏概
不負責。 在任何情況下，香港生產力促進局或其理事會成員、董事、僱員或代理人均不對您或其他任何人因依賴本材料而做出的任何決定或採取的行動所導
致的任何商業損失負責，包括但不限於利潤、收入、營業額、使用、生產、預期儲蓄、企業、合約、商業機會或商譽的損失或損害，以及遭受的任何後果性、
特殊性或類似損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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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香港再工業化概覽

撮要

近年，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一直推動再工業化，以促進經濟
增長，並減少對服務業的依賴。該政策著力利用智能生產線
等，發展強大的高端製造業。

政府旨意支持研發活動（R＆D）和知識轉移，讓研發成果得
以交由製造商發展成為商品化的新技術，政策上重點發展先
進材料、納米技術和微電子等領域。

為增強香港的研發能力和促進再工業化，政府致力由興建全
新基基礎設施、提供財務支援，以至培育數碼人才，全面加
強發展框架的實施。

1.香港再工業化概覽



1. 香港再工業化概覽

I. 香港概況1,2,3,4,5,6,7

香港本身擁有多項優勢，適合企業建立生產基地，包括：公司註冊流程簡易、稅制簡單、公司稅率低、世界
級基礎設施、金融體制穩定、銀行體系健全或司法系統獨立。此外，香港亦獲評為全球營商最便利的地方之
一（在世界銀行《2020年營商環境報告》中排名第三）。

儘管中國內地與美國之間的貿易戰令經濟氣氛變得不明朗，預計香港本地生產總值（GDP）在2018年至2019
年間將下降1.3％。

經濟結構

（本地生產總值構成，2017）

農業：0.1%

工業：7.6%

服務業：92.3%

外貿（GDP百分比）

進口：188.0% (2018)

出口：188.0% (2018)

政府結構

中華人民共和國特別行政區

土地面積

1,106平方公里

人口

752萬（2019）

世界排名：104/233

年齡中位數

44.8 (2018)

世界排名：8/201 （從最年長到最年輕）

本地生產總值 （美元）

3,607億 （2019預測）

3,634 億 （2018）

人均本地生產總值（美元）

49,726 （2019預測）

49,294 （2018）

英語讀寫能力

中級水平（2018）

世界排名：30/88

官方語言

中文

英語

1. 香港再工業化概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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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香港貿易概況

A. 國際貿易協定及限制8,9

許多國家與香港簽署了雙邊自由貿易協定（FTAs），以促進香港公司在相關國家和地區的進入、開展業務或
獲得全面投資保護。FTAs還包括減少或消除關稅壁壘、促進採購、便利旅遊業或保護知識產權。此外，自由
貿易協定減少了非關稅壁壘的貿易限制，可望使香港出口商受惠。

香港有八個已簽署並生效的自由貿易協定。與馬爾代夫的一項自由貿易協定已經結束談判，但尚未簽署。

簽署有效的雙邊貿易協定

受惠產業 協定（生效日期）

• 所有 中國內地與香港關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2003）

• 涵蓋商品和服務貿易、投資、經濟和技術合作

• 2019年1月1日實施的最新貨物貿易協定

• 所有 中國香港與新西蘭緊密經貿合作協定（2011）

• 涵蓋商品和服務貿易、投資、改善業務和電子商務環境的措施

• 所有 中國香港與歐洲自由貿易聯盟國家自由貿易協定（2012）

• 涵蓋商品和服務貿易、投資以及其他與貿易有關的問題，例如知
識產權保護

• 所有 中國香港與智利自由貿易協定（2014）

• 涵蓋商品和服務貿易、投資、政府採購、競爭以及其他與貿易有
關的問題

• 所有 香港特別行政區與澳門特別行政區關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
(2017)

• 涵蓋商品和服務貿易、投資、知識產權、經濟和技術合作、機構
安排

• 所有 中國香港與格魯吉亞自由貿易協定（2019）

• 涵蓋商品和服務貿易、投資、知識產權以及其他與貿易有關的問
題

• 見下一頁 中國香港與東盟自由貿易協定（2019）

• 涵蓋商品和服務貿易、投資、經濟和技術合作、爭端解決以及其
他與貿易有關的問題（請參閱下一頁）。

• 所有 中國香港與澳洲自由貿易協定（2020）

• 涵蓋商品和服務貿易、投資、知識產權以及其他與貿易有關的問
題。

1. 香港再工業化概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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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與東盟的國際貿易協定10

概覽

自2015年東盟成員國之間撤銷關稅以來，區域貿易蓬勃發展。

香港與東盟於2017年9月宣布了自由貿易協定的談判，並於2017年11月12日達成協議。成員國同意逐步削減
或消除源自香港的貨物關稅。協定內容覆蓋範圍遍及貨物貿易、服務貿易、投資、經濟技術合作、爭端解決
和其他相關範疇。

東盟是2018年度香港第二大商品交易夥伴，總貿易額達港幣1.1萬億港元 (約佔總貿易價值的12%)。

10個東盟成員國香港

東盟-香港

自由貿易協定

加入

自由貿易協定（FTA）生效時間：

• 2019年6月11日 – 老撾，緬甸，新加坡，泰國和越南

• 2019年10月13日 – 馬來西亞

投資協定（IA）生效時間：

• 2019年6月17日 – 老撾，緬甸，新加坡，泰國和越南

• 2019年10月13日 – 馬來西亞

涉及其餘四國的協定生效日期尚未公布。

主要受惠產業

關稅削減承諾涵蓋不同種類的香港主要出口商品（包括但不限於
下表）：

珠寶

服裝和服飾配件

鐘錶

玩具

其他受惠產業

• 食品和飲料

• 化學品

• 製藥

• 金屬

• 塑膠和橡膠

• 鞋類

• 機器和機械設備

1. 香港再工業化概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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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政府結構11

自1997年中國內地恢復對香港行使主權以來，按照「一國兩制」的原則來管理香港，而香港特別行政區（香
港特區）《基本法》將確保現行政治制度可持續到2047年。

• 行政長官（CE）擁有香港特區政府的行政權。行政長官由選舉委員會選出，並由中央人民政府任命，與行
政會議（由行政長官委任16名成員，加上16名非官守議員組成）共同執行《基本法》、簽署法案和財政預
算案、頒布法律、發布政府政策和行政命令。

• 立法權是由立法會執行。立法會由70位議員組成，職能除了制定法律外，還負責審核、通過政府的財政預
算，聽取和討論行政長官的施政報告，以及確認終審法院法官和高等法院首席法官的任免。

• 司法系統獨立於立法權。終審法院作為最高法院，由首席大法官主持。有關香港司法系統的詳細資訊，請
參閱第2章。

1. 香港再工業化概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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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

1 2020 Ease of Doing Business Report, World Bank

2 Hong Kong Economic Situation – Latest Developments, Government of the Hong Kong Special Administrative Region

3 The World Factbook, 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

4 Imports of Goods and Services (% of GDP), Exports of Goods and Services (% of GDP), World Bank

5 Mid-year population for 2019 [13 Aug 2019], Census and Statistics Department

6 EF English Proficiency Index, EF Education First

7 Geography Statistics Of Hong Kong, World Atlas

8 Free Trade Agreements, Asia Regional Integration Centre

9 Hong Kong – ASEAN Trade Relations, Trade and Industry Department

10 ASEAN official website

11 Government Structure, Government of the Hong Kong Special Administrative Region

12 World Bank Political Stability And Absence Of Violence/Terror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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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法治環境和競爭法

撮要

2.法治環境和競爭法

香港公司可以不同的商業實體方式註冊，其中最常見的是有
限公司、 分公司或代表處。

有意在香港進行製造活動的製造商，必須向工業貿易署（TID）
註冊，並辦理工廠登記（FR）。製造商一旦獲得FR，便可以
為出口貨物申請產地來源證（CO） ，以證明其商品原產地為
香港。

香港特別行政區（香港特區）的法律環境建基於《基本法》，
保證香港原有的普通法法律制度得以延續。根據「一國兩制」
的原則，香港特區的法律制度有別於中國內地。

此外，香港作為亞洲仲裁中心的國際地位也為人所共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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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法治環境和競爭法

I. 適用於外來投資的法人實體類型

A. 公司登記1,2

根據業務需求，公司可以在香港設置不同的實體類型。主要類型包括：有限公司、分公司和代表處。

有限公司

• 這是最常見的公司類型；

• 其為在香港註冊成立的公司；

• 股東可享有適用於所有註冊公司的一切相關稅務優惠和減免；以及

• 可受惠於《內地與香港關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安排》）等措施。《安排》是香港與中國內

地簽訂的一項自由貿易協定。

分公司

• 適用於在香港以外註冊登記並在香港設立經營地點的公司；

• 必須在成立後一個月內向公司註册處註册為「註册非香港公司」；以及

• 與附屬有限公司不同，分公司不是獨立於母公司的法人實體，可以利用股東的信用評級籌借資金。

代表處

• 不能從事牟利活動，只能履行有限職能；

• 適合有意之後在香港市場進行更大規模投資的公司；

• 如果决定進行具法律義務的交易，必須將商業類型改為有限公司或分公司。

外國公司必須在公司註冊處註冊才能在香港開展業務。其通常包括三個步驟：

註：有關公司註冊的其他詳細資訊 (www.cr.gov.hk/tc/services/register-company.htm)。

第一步：
確定公司類型和名稱

第二步：
成立公司

第三步：
商業登記註冊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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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工廠登記（FR）3

在申請產地來源證（CO）以處理其商品出口之前，製造商及其承辦商必須在工業貿易署（TID）辦理工廠登
記（FR），以證明他們具有足夠的能力生產相關產品。參與本地分判措施（LSA）或外地加工措施（OPA）
的製造商還必須持有有效的FR。

要獲得FR，企業必須：

• 在稅務局商業登記署登記註冊；

• 有固定、獨立的場所（可自置或租用）；

• 有適合製造業務的機械；

• 僱用能生產商品的勞工；

• 妥善記錄最新的工廠營運帳目。

FR有效期為一年，工廠需要支付年費來續期。申請人必須填妥FR申請表（TID 91），提交證明文件並支付註
冊費。有關申請程序和要求的詳細資訊，請瀏覽TID網站(www.tid.gov.hk/portal/tc_chi/fra.html)。

C. 產地來源證（CO）4

香港主要有兩種CO：非優惠CO和優惠CO。

非優惠CO

非優惠CO包括香港產地來源證（CHKO）和產地來源加工證（COP）。發行這些證書是為了便利進口貨物的
通關，並滿足海外進口商的要求。製造商並非必須申請CHKO和COP。

CHKO用以證明有關產品的來源地為香港，而COP則證明有關產品已在香港進行了若干製造工序，但未達到
可授予香港產地來源的資格。

優惠CO

優惠CO包括《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下的香港原產地證書（CO（CEPA））、香港產地來源證-新西蘭
（CO（NZ））、香港原產地來源證-格魯吉亞（CO（Georgia））和香港產地來源證–東盟（CO（Form
AHK））。這些證書可證明享受關稅優惠的有關貨物，符合香港與其貿易夥伴之間各自貿易協定下的優惠原
產地規則。

申請程序

工業貿易署及五個政府認可機構，包括香港總商會、香港工業總會、香港中華廠商聯合會、香港印度商會及
香港中華總商會，均可簽發非優惠CO和優惠CO。

製造商必須在托運貨物離開的最少兩個工作天前，提交貨物的詳細資訊（可於網上提交），而製造商一般都
要在申請CO前獲得FR。有關CO的電子服務和申請程序的詳細資訊，請瀏覽TID網站。
(www.tid.gov.hk/tc_chi/import_export/cert/cert_maincontent.html)。

有關本章的更多資訊，請參閱附錄1和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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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其他商業法律和法規概覽

《基本法》為香港法律制度訂下憲制框架。根據「一國兩制」的原則，香港特區使用普通法，有別於中國內
地使用的民法法系。香港健全的法律體系可有效保障本地和外國公司的營運、商品化和品牌創建。

A. 競爭法的法律和行政框架5,6,7

競爭條例

《競爭條例》由競委會和通訊事務管理局於2015年12月起實施，旨在避免市場壟斷，以創造相對公平的商業
環境，從而增加中小企（SMEs）的發展機會。

該條例限制所有實體（包括公司、合夥企業、自僱人士和行業協會）從事可能妨礙、限制或扭曲香港競爭的
商業活動。有關《競爭條例》的詳細資訊，請瀏覽以下網站 (www.elegislation.gov.hk/hk/cap619!zh-
Hant-HK@2018-04-20T00:00:00?INDEX_CS=N&xpid=ID_1438403535033_005)。

國際仲裁

對於許多企業而言，國際仲裁是解決跨境爭議的首選途徑。根據偉凱律師事務所（ White＆Case LLP ）和倫
敦大學瑪麗女王學院（Queen Mary University of London）發布的《 2018年國際仲裁調查》，香港是世界
上五個最受歡迎的仲裁地之一（跟倫敦、巴黎、新加坡和日內瓦並列），設有香港國際仲裁中心。一些世界
級仲裁機構亦已在香港設立分支，包括中國國際經濟貿易仲裁委員會和中國海事仲裁委員會的香港仲裁中心，
以及國際商會國際仲裁院秘書處亞洲分處，切實提供獨立的解決服務（例如調解、仲裁和裁決）。

B. 商標知識產權保護法8

馬德里協定

為加強及便利香港的知識產權保護，知識產權署建議執行《商標國際註冊馬德里體系》。馬德里體系是一項
國際協定，旨在為商標持有人提供高效且具有成本效益的一站式服務，促進在不同司法轄區的商標註冊和管
理。有關建議的詳情，請瀏覽知識產權署網站
(www.ipd.gov.hk/chi/intellectual_property/trademarks/Madrid_Protocol.htm)。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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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進出口條例和許可證9

某些商品在香港受進出口管制，有關管制細節、所需文件及負責部門的詳細資料，可參考TID網站
(www.tid.gov.hk/tc_chi/import_export/ie_policy.html)。

如果要進出口的貨物是「禁運物品」 或「儲備商品」 （根據《進出口條例》或《儲備商品規例》），船公司、
航空公司和運輸公司必須在14天內，將相關艙單連同進/出口許可證一併提交予TID。

符合登記條件並在TID登記註冊的船公司、航空公司和貨運公司可豁免辦理轉運貨物的進出口許可。有關轉運
貨物豁免許可證方案的詳情，可參考以下網站
(www.tid.gov.hk/tc_chi/import_export/tces/tces_maincontent.html)。

D. 商務相關事宜的管轄制度10,11

香港法律制度以《基本法》為基礎。司法體系分為兩種類型執行：刑事法和民事法。商業糾紛通常經民事法
律程序由商業小組判決。

香港法院系統分為不同等級：終審法院、高等法院、區域法院和裁判法院。此外，香港還有多家審裁處（競
爭審裁處、土地審裁處和勞資審裁處等）各具司法管轄權，就指定範疇的糾紛作出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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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

1 Business and Company Registration Government of Hong Kong SAR

2 Companies Registry Government of Hong Kong SAR, 

3 Factory Registartion, Trade and Industry Department

4 Certificate of Origin, Trade and Industry department

5 Competition Ordinance, eLegislation

6 2018 International Arbitration Survey: The Evolution of International Arbitration, White & Case LLP

7 Arbitration – The International Arbitration Centre for the Asia Pacific, Department of Justice, 2019

8 Madrid Protocol, Intellectual Property Department

9 Import and Exports of Goods, Trade and Industry Department

10 Structure of the Courts, Judiciary Hong Kong

11 Organization Chart, Department of Just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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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稅務、轉移定價、銀行業以及貨幣管制

撮要

香港只有三種主要稅項：利得稅、薪俸稅和物業稅，沒有增
值稅（VAT）或任何銷售稅。簡單的稅制和具競爭力的稅率，
有助香港營造良好的商業環境。

香港特區政府最近提出許多新的鼓勵措施，加強香港作為亞
洲主要貿易樞紐的地位。政府同時還提出多項主要支援措施，
重點支援中小企（SMEs）和推動香港再工業化。

香港沒有外匯管制，允許資本自由進出。自1983年以來，港
元一直與美元掛鈎。

3. 稅務、轉移定價、銀行業以及貨幣管制



I. 稅務慣例

香港擁有全球最簡單優惠的稅務制度之一，只有三種直接稅：利得稅、薪俸稅和物業稅。香港沒有增值稅
（VAT）或相關的銷售稅，也不對資本徵增值稅。稅率低兼具競爭力，大大減輕中小企（SMEs）的稅務負擔，
使其蓬勃發展，並鼓勵更多企業家在香港成立公司。

香港的主要稅收法律是《稅務條例》，負責稅務相關事務的主要政府機構是稅務局（IRD）。香港採用屬地
稅收原則，即只向在香港產生的收入或利潤徵稅；換言之，香港以外產生的收入或利潤毋須在港徵稅。

A. 利得稅1,2,3

稅收計算

任何在香港進行貿易或業務的個人或企業，均應就其所得利潤在香港納稅。所有用作產生利潤的開支，一般
都可抵扣，但具有資本性質的費用通常是不可扣減的。

香港的課稅年度為一年的4月1日至次年的3月31日。

適用稅率

香港採用兩級制的利得稅制度，降低了首200萬港元應評稅利潤的稅率。與公司相比，未註冊為法團的企業，
如合夥和獨資業務的稅率也較低。有關稅率，請參見下表：

有關利得稅的更多資訊，請瀏覽IRD官方網站 (www.ird.gov.hk/chi/faq/2tr.htm).

3. 稅務、轉移定價、銀行業以及貨幣管制

實體類別 應評稅利潤 稅率（%）

法團
首200萬港元 8.25

任何超過200萬港元的利潤 16.5

非法團

首200萬港元 7.5

任何超過200萬港元的利潤 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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稅務虧損

虧損可以無限期結轉以抵銷未來利潤，但不得向前轉回。公司不得透過購買虧損的公司，以獲得稅務優惠。

合併申報

香港不允許公司合併申報，也沒有集團之間寬免的規定。同一集團中的關聯公司必須分別納稅。

納稅申報和支付

稅務局通常會在4月左右向企業發出報稅表，企業應在報稅表發出日起一個月之內提交稅收申報。在特殊情況
下，企業可以向稅務局申請延期提交報稅表。

公司和個人將根據當年度的利潤為來年預繳利得稅，而該預繳利得稅額可用作抵扣次年的納稅支付額。

雙邊稅務協定（DTA）4

DTA旨在消除同時在兩個或多個司法管轄區被徵稅的收入或利潤。取消雙重徵稅，既可以讓外國投資者在香
港投資，也可以使在海外投資的香港投資者受惠。DTA通常會影響股息、特許權使用費、利息和技術費用的
預提稅率。

截至2019年9月30日，香港已與42個國家和地區簽署了DTA，與柬埔寨和愛沙尼亞的DTAs有待批准和生效。

有關香港與其他國家/地區簽訂的DTA的更多資訊，請瀏覽IRD的網站
(www.ird.gov.hk/chi/tax/dta_cdta.htm)。

B. 增值稅和其他與業務相關的稅

增值稅（VAT）

香港沒有增值稅或任何其他相關的銷售稅。

其他業務相關的稅

物業稅

在香港擁有土地或建築物，並因出租本港物業而收取租金的任何企業或個人，均需繳納物業稅。物業稅的標

準稅率為15％。

有關物業稅的更多資訊，請瀏覽IRD官方網站(www.gov.hk/tc/residents/taxes/property/index.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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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轉移定價條款2

香港的轉移定價條款主要根據2018年7月13日頒布的《 2018年稅務（修訂）（第6號）條例》實施。修訂後
的《稅收條例》主要實施由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制定的侵蝕稅基和轉移利潤（BEPS）框架的最低
標準。

香港轉移定價條款的要點包括：

• 三級轉讓定價檔案要求：總體檔案、分部檔案和國別報告（CbCR）；

• 要求香港企業為2018年4月1日或之後開始的年度評估，擬備總體檔案和分部檔案；

• 如交易並非以公平交易價格進行，且因而可享有香港稅務優惠，必須調整轉讓定價（規則1）。該規定自
2018年4月1日或之後開始的課稅年度生效；

• 在2018年7月13日之前生效的交易不受上述規則1約束約束，可沿用舊條款；

• 非香港居民公司的常設機構，如因涉及香港稅務的交易而產生收入或損失，必須根據獨立企業原則調整轉
讓定價。該規定自2019年4月1日或之後開始的課稅年度生效；

• 如跨國企業集團的年度總收入達港幣68億元或以上，其母公司須向稅務局提交CbCR；及

• 向香港提交正式的預先定價安排（APA）計劃。該規定自2018年4月1日或之後開始的課稅年度有效。

如果滿足其中兩個條件，則企業無需提交總體檔案和分部檔案：

• 年度總收入少於港幣4億元；

• 資產總值少於港幣3億元；或

• 平均僱員人數少於100人。

如果交易不超過以下限制，則也不需要為關聯方交易擬備分部檔案：

• 轉讓不超過港幣2.2億元的物業，不包括金融資產和無形資產；或

• 不超過港幣1.1億元的金融資產或無形資產交易；或

• 不超過港幣4,400萬元的其他交易。

D. 法定審計要求和會計準則2

審計要求

根據《香港公司條例》，所有在香港成立為法團的公司每年必須對其財務報告進行審計，以符合香港會計師
公會（HKICPA）制定的適用會計準則。除非企業是受監管實體，否則可以任何貨幣編製財務報告。

大部分公司會將日曆年用作會計年度。財政年度結束後，必須保存有關記錄長達七年。

18

3. 稅務、轉移定價、銀行業以及貨幣管制



會計準則

香港會計師公會負責在香港制定會計和審計準則。財務報告必須符合香港財務報告準則（HKFRS），該準則
大致上與國際財務報告準則（IFRS）相同。

E. 2019-20年度財政預算支援措施5

推動再工業化

香港特區政府已提議撥款港幣20億元，在工業邨建立先進製造業設施，以鼓勵更多製造商在香港設立工廠。
此外，政府亦會向創新及科技基金注資港幣20億元成立「再工業化資助計劃」，為在香港設立智能生產線的
製造商提供配對資助。透過發展先進智能製造技術，實現香港再工業化，可減輕減少香港經濟對服務業的依
賴。

支持企業

香港特區政府已因應瞬息萬變的全球經濟和貿易環境提出多項鼓勵措施支援本地企業。這些鼓勵措施包括：

• 寬免2019-2020年度商業登記費；

• 將科技券的資助上限由港幣20萬元提高至港幣40萬元；

• 向發展品牌、升級轉型和拓展內銷市場的專項基金（BUD專項基金）額外注資港幣20億元，把BUD專項
基金的範疇由東盟國家擴大至所有與香港簽署自由貿易協定（自貿協定）的經濟體，並將其內地計劃下每
家企業的累計資助倍增。在兩個計劃之下，每家企業的累計資助上限提高至港幣400萬元；以及

• 加强中小企融資擔保計劃的特別優惠措施。

有關更多鼓勵措施資訊，請參閱第9章。

國際運輸中心

受惠於地緣戰略位置、國際級的基礎設施及各種運輸服務，香港具有獨特的優勢。香港特區政府的目標是持
續促進海運業的發展，並鞏固香港作為國際航空樞紐的地位。

在2019-2020年度《財政預算案》中，香港特區政府計劃對海上保險公司和船舶租賃行業提供更高的鼓勵措
施。 這些鼓勵措施旨在鼓勵香港的船舶融資，加強供應鏈管理行業以及鞏固香港作為亞洲主要貿易中心的地
位。

計劃的主要鼓勵措施包括：

• 為海事保險和專項保險寬免50%的利得稅；

• 促進發行保險相連的證券；以及

• 飛機租賃及相關業務的利得稅寬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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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銀行和貨幣控制

A. 外商直接投資銀行賬戶設置要求與限制（FDI）

銀行賬戶設置要求6

在香港開設銀行帳戶通常很容易。目前，平均每月約開設有10,000個新開設企業帳戶，其中約60％至70％由
中小型企業和初創企業開設（包括約2,000個非本地中小型企業和初創公司帳戶）。

其中一項主要要求是，所有銀行的開戶活動必須遵守《打擊反洗錢及恐怖分子資金籌集條例》。銀行必須在
開戶之前進行客戶盡職調查。

開戶的要求和程序因銀行而異。下表列出了香港公司開設銀行帳戶的一般要求。

外商投資限制

流入香港的外商直接投資大部分與銀行和金融業有關。香港沒有外商直接投資的限制，而且香港特區政府積
極鼓勵外商直接投資進入香港，並採取了許多鼓勵措施來支持企業發展。

B. 限制外幣和本幣的進出口資金

作為國際和主要的亞洲金融中心，香港沒有外匯管制。任何貨幣的資本基本上都可以自由進出香港。

C. 匯率政策

香港自1983年10月17日起實行聯繫匯率制度，港元與美元掛鈎。香港金融管理局負責維持港元匯率的穩定。

# 香港公司開設銀行帳戶的一般要求

1 公司註冊成立的日期

2 營業地址、註冊地址和通訊地址

3 公司所屬集團（即母公司）的背景和業務性質（如適用）

4 業務性質、經營方式、銷售目標和供應商資訊

5 公司規模（例如僱員人數、預期收入）

6 開戶目的和交易類型

7 財富和資金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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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

1 Two-tiered Profits Tax Rates Regime, Inland Revenue Department

2 2019/2020 Hong Kong Tax Facts and Figures, PricewaterhouseCoopers

3 Hong Kong Highlights 2019, Deloitte Touche Tohmatsu

4 Comprehensive Double Taxation Agreements, Inland Revenue Department

5 The 2019-20 Budget – Budget Speech, Government of the Hong Kong Special Administrative Region

6 LCQ11: Opening of bank accounts by enterprises, Government of the Hong Kong Special Administrative Reg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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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勞工、薪酬標準及當地勞工供應情況

撮要

4. 勞工、薪酬標準及當地勞工供應情況

香港有關僱傭及其他勞工事宜的主要法律是《僱傭條例》，
以及其他有關僱員福利的輔助法律。

過去10年，香港勞動人口緩緩擴張，2018年總勞動人口高達
400萬。曾受良好教育的勞動人口比例，在過去20年更幾乎
倍增。

香港有許多計劃吸引外籍專業人才到香港工作；同時，政府
和其他本地學院也推出不少活動和措施，以鼓勵和促進香港
的創新科技教育。



I. 當地勞工就業法例及規定概覽

有多項不同的條例保障香港的僱員。香港的主要勞工法例包括：

• 《僱傭條例》（第57章）；

• 《工廠及工業經營條例》（第59章）；

• 《僱員補償條例》（第282章）；

• 《職業安全及健康條例》（第509章）；以及

• 《最低工資條例》（第608章）。

A. 合約及僱員保障

最低合法就業年齡1

香港的最低合法就業年齡為13歲，但僅適用於非工業經營的場所工作。他們還須滿足以下條件：已完成中三
課程，或接受了全日制學習。對於工業經營的場所工作，最低合法就業年齡為15歲。

《僱傭兒童條例》對所有行業中聘用15歲以下兒童作出規定，而《僱傭青年（工業）條例》則對15歲以上、
18歲以下的青年，在工業經營場所的工作時間和一般就業條件作出規定。註冊為學徒的兒童則受《學徒制度
條例》（第47章）的規管。

出於藝術和培訓目的（例如娛樂目的），勞工處處長可根據所指定的任何條件，對13歲以下的兒童給予特殊
許可。

勞工合約2

香港的所有勞工合約均受《僱傭條例》規管。在正式聘用之前，僱主必須向僱員告知以下僱用條件：

• 工資；

• 工資期；

• 終止僱用的通知期限；以及

• 僱員是否有權獲得年終酬金，以及其金額和期間（如果適用）。

如果僱傭合約為書面形式，僱主則必須向僱員提供書面合約的副本。如果合約不是書面形式，則如果僱員要
求，僱主必須以書面形式提供上述資訊。

有關香港勞工合約的詳細資訊，請參考勞工處的「僱傭條例簡明指南」
(www.labour.gov.hk/tc/public/ConciseGuide.htm).

4. 勞工、薪酬標準及當地勞工情況

4. 勞工、薪酬標準及當地勞工供應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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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約的終止2

僱主或僱員可以通過給予對方足夠的通知期或代通知金來終止僱用合約。下面列出了不同情況下所需的通知
期。

在試用期的第一個月中，終止僱用合約毋須支付代通知金額。其他情況，終止方可以根據以下公式提供付款
來代替通知：

註： 如果通知的時間以天或週為單位，則使用平均日工資。 如果通知的時間以月為單位，則使用平均月工資。

B. 最低工資標準3

2010年7月頒布的《最低工資條例》允許制定法定最低工資（SMW），並於2011年5月1日生效。

截至2019年5月1日，SMW水平已提高至每小時港幣37.50元。由於SMW水平是按小時計算的，因此對於不
按小時支付的工資，平均小時工資不能低於SMW水平。

C. 最長工作時間和天數4

香港沒有標準的最長工作時間。但是，對於在工業經營工作的15至18歲青年，《僱用青年（工業）規例》規
定了最長的工作時間和工作天數。根據該規例，青年每天只能工作八小時（限制在早上7點至晚上7點之間），
每週最多工作48小時，或者每週最多工作六天。

時間 情況 通知時長

試用期
試用期第一個月 不需要

試用期第一個月後 根據合約協議（如適用），但至少七天

試用期之後/無試用期的

合約

附有通知期的合約 根據合約協議，但至少七天

沒有通知期的合約 至少一個月

代通知金額 適用的通知期
平均日薪/月薪

（註）

4. 勞工、薪酬標準及當地勞工供應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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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強制福利5

強制性公積金（MPF）計劃

香港的MPF計劃提供主要的社會保障計劃，旨在幫助退休人士和其他長者。 在MPF計劃下，最低強制性供款
如下 :

僱員補償條例

《僱員補償條例》為工傷建立了無錯、無償的僱員補償制度，主要條文為：

• 僱主有責任為僱員因在工作中發生事故而遭受的傷害或患上條例中指定的職業病而作出賠償；以及

• 該條例一般適用於根據服務或學徒合約受僱的僱員。 如果僱員由本地僱主在香港僱用，若他們在香港以外
的地方工作室受傷也將獲得補償。

主要補償項目包括：

• 死亡補償；

• 致命案件中的殯殮費和醫療費；以及

• 永久地完全喪失工作能力的補償。

有關僱員補償詳情，請瀏覽勞工處網站 (www.labour.gov.hk/tc/legislat/content1.htm)。

職業安全及健康條例

《職業安全及健康條例》為工業和非工業工作場所的僱員提供健康和安全保障。除工廠、建築地盤、食肆外，
該法律還涵蓋辦公室、實驗室、購物商場、教育機構等其他場所。

有關《職業安全及健康條例》詳情，請瀏覽勞工處網站 (www.labour.gov.hk/tc/legislat/content4.htm)。

工廠及工業經營條例

《工廠及工業經營條例》為製造業工人提供安全和健康保障。該條例適用於所有工業企業，包括工廠、建築
地盤、食肆、貨物與貨櫃處理設施、維修工場和其他工業工場。

該條例包括30套附屬法例，涵蓋上述工業場所中危險工作活動的各個方面。附屬法例規定了有關工作情況、
工業裝置和機器，以及工序和物質的詳細安全和健康標準。

有關《工廠及工業經營條例》詳情，請瀏覽勞工處網頁(www.labour.gov.hk/tc/legislat/content3.htm)。

月薪（港元） 僱主供款 僱員供款

<7,100 5% 不需要

7,100 – 30,000 5% 5%

>30,000 港幣1,500元 港幣1,500元

4. 勞工、薪酬標準及當地勞工供應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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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當地勞工供應市場境況

A. 總勞動人口供應情況6

香港總勞動人口（2010-2018）

自2010年以來，勞動人口供應一直逐漸增加，從2010年的360萬人增加至2018年近400萬人。此外，過去五
年（2014-2018年），香港的失業率保持在3.4％以下的低水平。

但香港勞動人口正在老化，這趨勢預計將會持續。預計未來20年，長者（65歲或以上）人數將增加一倍以上，
導致整體勞動人口參與率（即投身勞工市場人士佔15歲或以上人口的比例）趨向下降，預計將從2016年的
59.2％降至2066年的49.6%。

B. 受教育僱員供應7

香港高等教育就業人口估計（1996,2016）

與1996年相比，香港的勞動人口整體接受了更高等的教育。大專以上學歷的勞動人口約佔41％（1996年為
20％）。 同樣，只有小學或以下學歷的僅9％，比1996年的22％大幅減少。

在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教資會）的資助課程下，各大學每年的畢業生總數約為28,500人。在2008年至
2018年期間，各個教資會課程中，以下學科的畢業生人數都有增加：理科（2,881至3,176）、電腦和資訊科
技（930至1,070）及工程和技術（4,014至4,829），從而加強了香港現有的人才庫。

專上教育

香港專上教育顯著改善，歸因於香港的院校和相關計劃的增加。香港共有22間本地頒發學位的專上教育機構，
其中八間由公眾資助，另外14間是自負盈虧的專上教育機構。有關香港大學和大專院校的完整清單，請參閱
附錄4和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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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香港職業訓練局（VTC）通過全日制和非全日制課程，為離校生和成人學習者提供了一套全面的職業
專才教育（VPET）系統。VTC的成員院校提供廣泛的課程，涵蓋應用科學、設計、工程、酒店、服務和旅遊、
育兒、老年人和社區服務、企業管理、資訊技術和其他學習領域，並適用於大學三年級以下的學生。

有關VTC成員院校和課程的更多資訊，請瀏覽VTC網站 (www.vtc.edu.hk/html/tc/institutions.html)。

除了VTC成員院校外，還有介乎職業訓練與高等教育之間的職業學院，包括生產力學院、香港建造學院、製
衣業訓練局、中華煤氣工程學院、港鐵學院、香港國際航空學院及中電學院。

香港職業學院（第1/2部分）

學院/研究所 概述

生產力學院

香港生產力促進局（生產力局）於2004年成立了生產力培訓學院，負責統籌、策劃、
開發和管理局方舉辦的所有公開培訓服務。2018年，生產力培訓學院正式升格為生
產力學院，致力培育更多人才應對國際市場的轉變，並支援香港本地和在區內的發展。

生產力學院與生產力局的工業支援策略保持一致，以提高生產力和增強企業能力，協
助本地行業提高競爭力和可持續性。

生產力學院為企業和個人提供優質的多元化培訓計劃和服務，包括

• 公開培訓課程、工作坊及考察團；

• 不同行業度身訂造企業培訓服務；以及

• 企業學院顧問服務。

有關生產力學院課程的詳細資料，請瀏覽生產力局官方網站
(www.hkpcacademy.org) 。

香港建造學院

香港建造學院（HKIC），前身為建築業訓練局（CITA），於1975年成立，旨在為建
築工人提供培訓和技能提升課程，現為建築業理事會（CIC）的成員組織，並向建築
業培訓委員會（CITB）匯報。

詳情請瀏覽CIC網站 (http://www.cic.hk/chi/)

製衣業訓練局

製衣業訓練局（CITA）於1975年成立，旨在通過提供培訓和學習課程來增強製衣業
的全球競爭力。CITA分別在荔景和九龍灣設有培訓中心，而屬下時裝學院還提供非
全日制和全日制的技術文憑或學士學位課程。CITA有三大使命：

• 培訓及發展管理及技術專才

• 促進創新及科技的應用

• 推動健全的商業及工業運作

詳情請瀏覽CITA網站 (www.cita.org.hk/zh-hant/)。

4. 勞工、薪酬標準及當地勞工供應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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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職業學院（第2/2部分）

學院/研究所 概述

中華煤氣工程學院

中華煤氣工程學院由香港中華煤氣有限公司（簡稱「中華煤氣」）於2009年成立，
旨在為中國內地和香港提供有關天然氣的綜合培訓，培育專業人員、提高燃氣安全
並為客戶提供優質服務。除了擴大公司的人才庫，學院還與大專院校合作提供燃氣
工程課程，包括證書、文憑和學士選修課程，推動燃氣知識和技術的普及。

詳情請瀏覽中華煤氣官方網站(www.towngas.com/tc/Careers/Job-
Opportunities/Apprentice-Trainee-Programme)。

港鐵學院

港鐵學院由香港鐵路有限公司於2016年成立，旨在培訓和發展鐵路專家和高級管理
人員，以促進本地和全球鐵路行業的服務和卓越營運。港鐵學院的目標包括：

• 為鐵路營運商和當局提供行政和專業培訓課程；

• 建立鐵路營運商社群平台，以追求管理、服務和卓越營運方面的最佳實踐；

• 為本地社區提供經過認可的課程和主題短期課程；以及

• 與鐵路營運商、大學和研究機構合作進行應用研究。

詳情請瀏覽港鐵學院官方網站
(www.mtracademy.com/tc/aboutus/aboutMTRAcademy.html)。

香港國際航空學院
（HKIAA）

HKIAA於2016年成立，是香港第一所民航學院，由香港機場管理局營運。HKIAA通
過與本地和海外教育與職業培訓機構、從業員及其他組織的合作，提供與航空有關
的綜合課程，包括實習計劃、專業證書課程和其他高級課程。

HKIAA旨在培育青年並提供事業發展機會，支援香港航空業持續發展，並成為支持
區域航空業可持續發展的民航培訓中心。

詳情請瀏覽HKIAA官方網站
(www.hkinternationalaviationacademy.com/LMS/catalog/Welcome.aspx?tab_
page_id=-67&tab_id=20000492)。

中電學院

中華電力有限公司（CLP）於2017年成立了中電學院，旨在成為世界一流的專業培
訓機構，為有意從事電力行業人士提供高質素和公認的培訓計劃。中電學院與多家
教育機構合作，提供經認可的課程，涵蓋發電工程、電氣工程、操作安全和管理等
技術方面。

詳情請瀏覽CLP網站 (www.clp.com.hk/zh/about-clp/clp-power-academy)。

4. 勞工、薪酬標準及當地勞工供應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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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工作許可證和簽證8,9

持到訪簽證或入境許可證的短期（少於90天）外國遊客，可來港進行業務談判和簽訂合約。香港允許170多
個國家和地區的外國公民免簽證入境，停留時間為7至180天。對於打算在香港長期工作或居住的外籍人士，
在其在香港生活或工作之前，必須通過入境事務處申請簽證。對於在香港工作的外籍人士，主要簽證類型是
一般就業政策（GEP），由專業人士和企業家兩種類型組成。希望在香港工作的中國內地專業人士可以使用
輸入內地人才計劃（ASMTP）。GEP和ASMTP都不受配額限制，且不限行業。

一般就業政策（GEP）–專業人士

根據該計劃，具有良好教育背景、沒有嚴重犯罪記錄並且滿足香港工作職位空缺的外籍人士可以申請進入香
港工作。申請該簽證必須證明潛在的僱員具有香港尚不具備的特殊技能、知識或經驗。 擬聘僱員必須由香港
的僱主保薦。根據該計劃，外籍人士還可以申請將其配偶和未婚受養人帶入香港。

在入境事務處收到所有必要文件後，申請程序通常將需要大約四個星期。簽證通常最初會授予24個月（或兩
年），或根據僱傭合約的期限（以較短者為準）。外籍人士可以在初始簽證到期前四個星期申請延期。簽證
延期通常為三年。有關更多資訊，請瀏覽入境事務處網站
(www.immd.gov.hk/hkt/services/visas/GEP.html)。

一般就業政策（GEP）–企業家

GEP下的企業家計劃與「GEP – 專業人士」在申請時間、簽證期限和簽證延期方面相似，但如果外籍人士成
立或加入由政府支持的計劃，企業家計劃中的外籍人士將被認為更有利。這些計劃例如：

• 投資推廣署的StartmeupHK創業計劃；

• 香港科技園公司（HKSTPC）的網動科技創業培育計劃、生物醫藥科技培育計劃以及科技創業培育計劃；

• 數碼港培育計劃；

• 創新科技署的小型企業家研究資助計劃及企業支援計劃；或

• 香港設計中心設計創業培育計劃。

欲了解更多有關企業家計劃的資訊，請瀏覽入境事務處網站
(www.immd.gov.hk/hkt/services/visas/investment.html)。

輸入內地人才計劃（ASMTP）

ASMTP與GEP計劃相似，但針對的是希望在香港工作和居住的中國內地專業人士。ASMTP的資格標準、申
請時間、簽證期限和簽證延期與GEP相同。

有關ASMTP的更多資訊，請瀏覽入境事務處網站 (www.immd.gov.hk/hkt/services/visas/ASMTP.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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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秀人才入境計劃（QMAS）

QMAS旨在吸引高技能的人才來香港，尤其是在高科技領域工作的人才。QMAS為中小企業（SME）提供高
技能的外國人才。QMAS每年都有申請者配額。

申請者根據QMAS的綜合計分制或成就計分制進行評估。在綜合計分制中，將根據年齡、學歷、工作經驗、
語言能力、家庭背景以及是否符合《香港人才清單》中的專業來評估申請人(www.talentlist.gov.hk/tc/)。 進
入QMAS之前申請人無需提供工作邀請。

有關更多詳情，請瀏覽入境事務處網站
(www.immd.gov.hk/hkt/services/visas/quality_migrant_admission_scheme.html)。

科技人才入境計劃（TechTAS）

TechTAS是創新及科技局（ITB）策動的一項試點計劃，為招募外國和中國內地技術人才赴港從事研發工作提
供了快速通道。

科技公司需要首先申請配額。被分配了配額的公司可以在配額有效期內贊助申請人申請工作簽證或入境許可
證。 截至2018年9月，政府已批准123個配額。

下表列出了希望在TechTAS下申請配額的公司的關鍵要求。

下表列出了希望在TechTAS下申請配額的公司的關鍵要求。

任何外籍工人申請也必須滿足要求，包括：

• 從事上述七個技術行業的研發工作；

• 擁有知名大學的科學、技術、工程或數學（STEM）學位；以及

• 如果僅持有學士學位，則必須在相關領域具有至少一年的工作經驗（碩士或博士學位持有者不需要工作經
驗）。

根據TechTAS，公司每通過該計劃僱用三名外籍僱員，必須僱用一名本地全職僱員和兩名本地實習生。

有關TechTAS的更多資訊，請瀏覽創新科技署網站 (www.itc.gov.hk/ch/techtas/index.htm)。

類別 標準

租約

必須是下列任一園區的租戶：

• HKSTPC （包括香港科學園、創新中心或由HKSTPC管理的工業邨）；

或

• 香港數碼港管理有限公司（數碼港）

行業

必須從事以下一個或多個行業：

• 生物技術；

• 人工智能；

• 網絡安全；

• 機器人技術；

• 數據分析；

• 金融技術；以及

• 材料科學。

4. 勞工、薪酬標準及當地勞工供應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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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當地支持勞工計劃10

再工業化需要一支有才能的研發（R&D）隊伍來協助發展高端製造業。香港政府已實施了一系列項目和計劃，
以留住高技能人才。

A. 研究員計劃

研究員計劃以前稱為實習研究員計劃，隸屬於創新科技署的創新及科技基金（ITF）。通過研究員計劃，申請
人項目可以申請招募香港的大學學生，以協助研發項目。 每個申請人可以隨時通過此計劃聘用最多兩名研究
人員。

擁有學士學位的畢業生，2019年的最高每月津貼為港幣18,000元，獲得碩士學位的畢業生最高津貼為每月港
幣21,000元。 每個研究人員最多可以從事一個項目36個月。截至2019年，已有3,700多名研究人員通過研究
員計劃從事研發項目。

有關研究員計劃的更多詳細資訊，請瀏覽ITF網站 (www.itc.gov.hk/ch/techtas/index.htm)。

B. 科技人才計劃

ITF還啟動了由PH和RTTP組成的科技人才計劃。 科技人才計劃於2018年8月推出，旨在為香港創新科技領域
培養更多人才。 該計劃為創新科技公司的研發招聘提供資金支持。

博士專才庫（PH）

PH計劃為合格的公司提供資金支持，以招募博士後畢業生從事研發工作，以填補短期的高技能人才缺口。每
個合格的PH申請人可以同時使用最多兩名博士後畢業生或研究人員。

截至2019年，每個研究人員的最長聘用期為36個月。每位研究人員每月最高津貼為港幣32,000元。 通過該
計劃，超過350名博士後畢業生在創新科技領域工作，截至2018年9月，政府已批准151個PH申請中的124個，
總資金超過港幣5,600萬元。

有關PH計劃的更多詳細資訊，請瀏覽ITF網站 (www.itf.gov.hk/l-tc/TTS-PH.asp)。

時長 本地 海外

短期
• 研究員計劃

• 博士專才庫（PH）
科技人才入境計劃（TechTAS）

中期
• 再工業化及科技培訓計劃（RTTP）

• 大規模網上免費公開課程
優秀人才入境計劃（QMAS）

長期

• 工業4.0專業文憑

• 數據科學與分析高級文憑

• 金融技術高級文憑

不適用

4. 勞工、薪酬標準及當地勞工供應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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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工業化及科技培訓計劃（RTTP）

RTTP資助香港公司接受有關先進技術的僱員培訓，尤其是在工業4.0（i4.0）領域。RTTP以2：1匹配的方式
撥款。培訓課程涵蓋的技術應該是先進的，在香港尚未被廣泛採用。採用這類技術也應有利於香港經濟。 截
至2018年9月，RTTP已收到超過115項公共課程註冊申請，其中54項已獲批准。

RTTP資助的培訓類型包括：

• 公開課程：向公眾開放的培訓課程；以及

• 量身定制的課程：針對特定公司的培訓課程。

有關RTTP的更多詳細資訊，請參閱 (www.itf.gov.hk/l-tc/TTS-RTTP.asp)

IV. 加強STEM教育

香港的大學和學院一直也提供可提升香港勞動人口技能的課程，使本地勞動人口能為高科技行業和香港再工
業化作出更大貢獻。

大型開放式網絡課程（MOOC）11

香港理工大學（PolyU）已經在由哈佛大學和麻省理工學院聯合主辦的edX平台上推出了免費的MOOC，名
為「工業4.0：如何革新您的業務」。

該課程為期六週（每週六至八小時），涵蓋了雲端計算、大數據、物聯網、網絡物理系統及其在工業4.0中的
作用等關鍵主題。該課程 還討論了智能自動化、機器智能和人機協作，以及它們與智能製造、產品和服務的
關係。

工業4.0（i4.0）專業文憑12

為加強香港企業對i4.0的認識，並提高從業員的相關技能，生產力學院、VTC和德國弗勞恩霍夫生產技術研究
所（Fraunhofer IPT）攜手合作，從2018年開始提供香港首個專業 i4.0文憑課程。

文憑課程被認證為資歷架構四級課程，包括四個學習單元：1) 工業4.0的實施；2) 網絡物理系統；3) 智能自
動化；以及4) 物聯網應用。學員有資格申請「Vplus工程專才」，享有最多60％的學費資助。

職業訓練局（VTC）的高級文憑13

VTC亦提供高級文憑（相當於專上教育程度），目的是為資訊技術行業培養未來的勞動力。數據科學及分析
高級文憑課程於2017年啟動，金融技術高級文憑課程於2018年啟動。 這兩個課程均具有人工智能和機器學
習單元，可教授i4.0和香港再工業化中的關鍵技能。

有關更多資訊，請瀏覽VTC網站 (www.vtc.edu.hk/admission/tc/programme/s6/higher-diploma/).

4. 勞工、薪酬標準及當地勞工供應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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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

1 Employment of Children Regulations, Labour Department

2 A Concise Guide to the Employment Ordinance, Labour Department

3 Minimum Wage Ordinance, Labour Department

4 Overview Of Major Labour Legislation, Labour Department

5 Contributions, Mandatory Provident Fund Schemes Authority

6 Labour Force, Census and Statistics Department

7 Graduates of UGC-funded Programme Statistics, University Grants Committee

8 Compositional changes in Hong Kong’s labour force, Government of the Hong Kong Special Administrative Region

9 Visa & Immigration, InvestHK

10 Introduction of Admission Schemes for Talent, Professionals and Entrepreneurs, Immigration Department

11 Innovation and Technology Fund official website

12 PolyU launches a Massive Open Online Course in Industry 4.0, Hong Kong Polytechnic University, Feb 2018

13 HKPC Academy, VTC and Fraunhofer IPT to launch the first Professional Diploma in Industry 4.0, Vocational Training 
Council, 2019

14 Higher Diploma, Vocational Training Council

4. 勞工、薪酬標準及當地勞工供應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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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研發環境

撮要

為促進香港的再工業化，香港特區政府在過去五年一直實施
多項政策，並增加其研發（R＆D ）開支。

香港的研發能力遍及多個範疇：成熟的基礎設施（研究中心
和政府支持組織）、精通科學技術的大學、多種資助計劃
（包括創新及科技基金）和大量的研究人員。此外，香港擁
有完善的測試和認證生態系統，可以為從事研發的本地和外
國公司提供廣泛的服務。

香港政府還計劃將香港建設成知識產權（IP）交易中心。香
港很快將實施其自己的原授標準專利制度，以鼓勵企業在該
地區註冊知識產權。

5. 研發環境



5. 研發環境

I. 香港的科學技術（S&T）

在政府大力支持下，香港的科學、技術和創新（STI）領域得以迅速發展。已確定適合香港再工業化路向的關
鍵行業包括：生物科技、人工智能、智慧城市和金融科技。

A. 政策及科技趨勢1,2,3,4

再工業化政策

為促進香港再工業化，政府制定了許多政策，向企業提供土地、技術、資金和人才方面的支援，致力協助現

有產業轉型和升級，並發展新的高增值產業。

研發（R＆D）投資

近年，政府一直在增加研發方面的支出，以鼓勵和支持該領域的香港企業。

前景

多管齊下，香港的創新能力比其他國家和地區具有優勢。根據《 2018年全球競爭力指數》的「創新能力」標

準，香港在140個國家和地區中排名第26位。

2016 2017 2018/2019 2019/2020

• 預留港幣20億元成立
風險投資基金，與私
人風險投資基金共同
投資於本地創科初創
企業

• 擬在五年內將研發總開
支增加一倍

• 建立數據技術中心

• 建立先進製造中心

• 撥出港幣5億元支持創新
及科技局

• 推出科技劵計劃，以支
援中小企（SMEs）應用
新科技，以升級轉型並
提高其生產力

• 額外向創新及科技基金
撥出港幣20億元，以推
行再工業化計劃，並資
助製造商在香港設立智
能生產線。

• 增撥港幣500億元促進
創新和技術發展

• 建立醫療技術、人工智
能和機械人技術的科技
創新平台

• 向數碼港撥款，以加強
對初創企業的支援，並
促進數碼技術生態系統
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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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科技相關機構

香港政府通過創新及科技局和創新科技署為公司提供幫助。他們的主要任務是支持STI部門，並促進高端製造
業的發展。有關更多詳細資訊，請參閱相關主頁(www.itb.gov.hk/zh-hk/index.html) 和 (www.itc.gov.hk)。

II. 科學技術基礎設施

A. 政府研究機構和/或資助機構5

在香港，有多個支持公司研發活動的中心、機構、理事會或研究所。政府特別資助了香港生產力促進局、香
港應用科技研究院、香港科學園（HKSTP）、數碼港和另外五個研發中心，以協助香港創新技術的發展。

香港政府資助的機構

機構 概述

香港生產力促進局
（生產力局）

• 通過先進的技術和創新的服務幫助香港企業提高生產力

• 工業4.0（i4.0）和企業4.0（e4.0）專家協助公司進行再工業化進程

• 專注於以下領域的科學技術研究：物聯網（IoT）、大數據、人工智能或
智能製造

香港科學園（HKSTP）

• 約 800 家科技公司進駐（擁有近8,700名技術專業人員）

• 分為五個主要技術集群：

o 生物醫學技術；

o 電子產品；

o 綠色科技；

o 資訊及通訊科技；以及

o 材料與精密工程。

• 研究重點：智慧城市、樂齡科技和機械人技術

數碼港

• 香港政府全資擁有

• 多於 1,500 家數碼技術公司進駐

• 研究重點：

o 金融技術；

o 電子商務和物聯網；

o 可穿戴技術；

o 大數據與人工智能。

• 計劃耗資港幣55億元進行擴建，以吸引更強大的科技公司，並為更多初

創企業提供支援（設有辦公室、共享討論會、會議空間和數據服務平台）。

擴建預計將於2024年完工。

香港應用科技研究院

（ASTRI）

• 政府於2000年創立，旨在通過應用技術研究來協助技術產業發展

• 2006年4月，政府指定ASTRI為資訊及通訊科技（ICT）的主要發展中心

• 自成立以來，ASTRI已完成近500個研究項目，並向業界轉讓了750多項

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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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政府資助的研發中心

研發中心 概述

汽車科技研發中心
（APAS）

• APAS開展研發活動以促進汽車零部件行業的發展

• 2012年11月與HKPC合併

香港紡織及成衣研發中心

（HKRITA）

• HKRITA由香港理工大學營運

• HKRITA專注於研發：

o 新材料、紡織品和服裝產品；

o 先進的紡織品和服裝生產技術；

o 創新的設計和評估技術；以及

o 增強的工業系統和基礎設施。

物流及供應鏈多元技術研

發中心（LSCM）

• LSCM由香港大學、香港中文大學和香港科技大學營運

• LSCM專注於多個領域：

o 基礎設施資訊技術系統（IoT、射頻識別（RFID）技術、基於定位的

服務技術）；

o 物流與供應鏈的分析及應用；

o 供應鏈安全（身份驗證/物流安全）；以及

o 金融服務和電子商務技術。

• 專注為不同行業研究專門的應用科技，可商品化和即時投入市場應用

納米及先進材料研發院

（NAMI）

• NAMI成立於2006年，是香港主要的納米技術和先進材料研發中心

• NAMI專注於五個研發領域：

o 能源；

o 電子產品；

o 建築；

o 環境；以及

o 醫療保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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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基於大學的研發機構6

除政府外，大學在研發領域也很重要。根據2019年QS亞洲大學排名，香港有七所大學排在前300名。QS機
構通常根據六個標準對亞洲頂尖大學進行排名，其中最重要的是學術聲望（評估的是教學和研究質量）和每
位教員的論文被引用次數（評估的是研究成果的重要性）。香港頂尖大學（香港大學）排名第二位，說明該
大學的研究在國際科學技術領域具有非常重要的影響。此外，另外五所大學排行首100名。以下是前六所院
校的概述。

大學

（排名）
大學研究領域

香港大學

（第2位）

專注於先進科技的發展。有兩個主要的研發中心：

• 香港大學-TCL人工智能（AI）聯合研究中心：TCL公司在五年內提供了港幣3,000
萬元用於支持AI研究。

• 香港大學-TCL新型印刷OLED材料與技術聯合實驗室：開發用於製造OLED的高
端解決方案。

香港科技大學

（第7位）

致力於在每個研究領域內加強協同作用並促進跨學科研究。大學的主要研發中心有：

• 人工智能研究中心：促進人工智能各個方面的跨學科研究、教育和知識轉移。

• 系統生物學與人類健康中心：香港第一個以系統生物學為導向的研究中心。

香港中文大學

（第9位）

與多家內地和海外學術機構合作成立聯合研究單位：

• 亞洲供應鏈及物流研究所（AISCL）：在供應鏈管理和物流方面進行研發活動。

• 香港中文大學－應科院聯合研究實驗室：專注於5G移動網絡技術、金融科技和
智能生產技術。

香港城市大學

（第21位）

擁有兩個研究機構、20個研究中心和八個應用戰略發展中心，重點關注諸如：

• 數據科學；

• 軟件工程；或

• 貴金屬。

香港理工大學

（第31位）

擁有研究中心，例如：

• 生命科學及工程科研發展平台：促進與生命科學和工程相關的創新應用。

• 人工智能實驗室：該研究機構配備了世界上最快的人工智能超級電腦。

香港浸會大學

（第65位）

擁有多家研究機構/中心和重點實驗室：

• 先進材料研究所：致力於研究先進材料的光電性能。

• 計算及理論研究所（ICTS）：旨在擴展計算研究平台並促進跨學科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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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香港優先產業7,8

香港的主要出口產品與電子產品有關。2018年，香港五大出口產品分別是：

根據最新的數據（2016年），香港只有14％的出口產品被歸為高科技產品（例如計算機、航空航天、藥品等
具有較高研發強度的產品）。

IV. 科技與研發資金9

香港主要的科技資助計劃是創新及科技基金（ITF）。ITF 旨在協助公司進行技術升級，以提高香港的經濟生
產力和競爭力。在ITF下，公司可以申請超過15個資助項目、計劃或贈款以支持研發活動、促進技術採用、培
養技術人才或專門支持初創企業發展。以下是一些主要的資助計劃。

五大出口產品 佔出口總額的百分比（2018）

電機設備 54.4%

機械及機械設備 13.1%

寶石或半寶石 12.0%

光學和醫療設備 3.2%

塑膠及相關產品 1.8%

計劃 概述

創新及科技基金（ITSP）

• 支持本地公共研究機構和研發中心開展的研發項目

• 專注於支持兩種類型的項目：

o 平台項目：面向行業、具有商業化潛力的研發項目；

o 子項目：探索性和前瞻性項目。

內地與香港聯合資助計劃

（MHKJFS）

• 旨在支持和鼓勵香港與中國內地多個省份之間的研發合作

• 為平台和協作研發項目提供資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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詳情請瀏覽ITF網站 (www.itf.gov.hk/l-tc/about.asp)

V. 科技人力資源10

香港擁有穩定、精通科學技術的人才隊伍。總體而言，在2019年全球創新指數中，按「每百萬人口研究人員、
全職僱員數量」標準，該地區在126個國家和地區中排名第27位，每100萬人中有3,412名研究人員。但沒有
獲得科學和工程專業畢業的大學畢業生比例。

VI. 檢測及認證11,12,13,14,15

生產力局、HKSTP、香港檢測和認證局（HKCTC）及香港認可處（HKAS）一直通過其實驗室和支援中心為
行業提供檢測和認證服務。 通過提供廣泛的系統和產品認證服務，它們有助於刺激STI生態系統。

香港生產力促進局 （生產力局）

生產力局一直與本地業界合作，以開發各種應用技術解決方案。HKPC轄下的檢測及認證支援中心包括：

詳情請瀏覽(www.hkpc.org/zh-HK/support-resource/support-centres).

計劃 概述

粵港科技合作資助計

劃（TCFS）

• 旨在加強香港與廣東/深圳政府之間的研發合作

• 專注於支援三種類型的項目：

o 僅由香港徵集、審查和資助的項目

o 由廣東/深圳單獨徵集、審查和資助的項目

o 由廣東/深圳和香港共同徵集、審查和資助的項目

中心 目標行業 服務

可靠性
測試中心

• 製造業
• 電子產品

提供組件和印刷電路板的可靠性工程和測試服務：
• 環境壓力測試；
• 印刷電路板測試；
• 加速壽命測試和壽命數據分析；或
• 紅外熱成像

香港塑膠機械

性能測試中心
• 塑膠機械

專門測試和認證塑膠機械的質素和性能：
• CE標籤認證顧問服務；
• 性能測試；
• 機械健康檢查服務；
• 機械認證計劃；或
• 機械型號認證計劃。

香港軟體檢測

和認證中心
• 資訊及通訊科技

（ICT）

促進ICT行業測試和認證服務的探索和開發：
• 獨立測試服務；
• 項目外包管理和質素保證；
• 軟件工程和測試流程改進；
• 移動測試實驗室；或
• 自動化實驗室測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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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科學園 (HKSTP)

HKSTP通過研究中心提供間接測試和認證服務：

• 機械人技術促進中心（RCC）：於2017年成立，旨在在整個系統開發週期中為機械人解決方案提供商提供
支持。RCC正在進行一項擴建項目，通過提供更多的實驗室設施和設備，以支援企業進行概念驗證測試、
產品開發、原型設計和技術試驗等。

HKSTP還提供針對電子設備研發項目的直接測試和認證服務：

• 集成電路開發與試生產：測試程序開發、混合訊號、射頻和內存產品、負載板設計、探針卡設計、測試儀
平台轉換等。

• 可靠性測試：高/低溫工作壽命測試、溫濕度測試、回流焊接仿真、高溫存儲、濕度敏感度等。

有關HKSTP測試和認證服務的更多資訊，請瀏覽以下網站 (www.hkstp.org/zh-hk/how-we-serve/)。

香港檢測和認證局 (HKCTC) 

HKCTC向香港政府提供有關檢測及認證業發展的策略性意見。

香港認可處 (HKAS)

HKAS通過三種認可計劃，主要為位於香港的實驗室、認證機構和檢驗機構提供認可服務：

• 香港實驗所認可計劃 (HOKLAS)；

• 香港認證機構認可計劃 (HKCAS)；以及

• 香港檢驗機構認可計劃 (HKIAS)。

HKAS頒發的認證證書得到60多個國家和地區的80多個認證機構認可，確保從香港採購的產品質素和安全，
促進貿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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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I. 知識產權政策16,17,18

知識產權保護對於企業保持市場競爭力至關重要。香港政府為企業提供了多種保護其專利的選擇。

原授標準專利 (OGP) 系統

知識產權署在香港提供兩種專利的專利註冊：

• 標準專利：保護期至少為三年，並且可以每年更新一次，最長為20年。

• 短期專利：備案後四年即可更新專利保護，最長八年。

知識產權屬將為標準專利實施新的OGP系統。通過消除現有「重新註冊」系統帶來的雙重備案（香港境內或
境外）的需求，這將有助於專利申請。

專利申請資助 (PAG)

政府鼓勵本地公司和發明者通過在香港申請PAG提供的財務支持為他們的發明申請專利。PAG由創新科技署

管理，為公司的專利申請提供高達港幣25萬元的資金（佔總費用的90％）。

有關PAG的更多詳細資訊，請參閱 (www.itc.gov.hk/ch/funding/pag.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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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

1 Innovation and technology Industry in Hong Kong, HKTDC, 2019

2 The 2019-20 Budget, Government of the HKSAR

3 Innovation and technology industry in Hong Kong, Legislative Council, Secretariat

4 The Global Competitiveness Report 2018, World Economic Forum

5 Homepages of the different council, institutes and centres

6 QS Asia University Rankings 2019, QS World University Rankings

7 Trade Map, International Trade Centre

8 Hi-tech exports (as % of manufactured exports), World Bank

9 Innovation Technology Fund 

10 Global Innovation Index 2019, INSEAD

11 Robotics Catalysing Centre, HKSTP

12 How we serve, HKSTP

13 Support Centres, HKPC

14 About HKCTC

15 About HKAS

16 Patent protection in Hong Kong, China, Intellectual Property Department

17 Updated background brief on progress of implementation of the patents reform, Legislative Council, 2018

18 Patent Application Grant, Innovation and Technology Commis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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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供應鏈環境

撮要

香港經濟相當依賴服務業，佔香港2017年GDP的90%以上。
香港四個主要經濟支柱 - 金融服務、專業服務、貿易和物流
及旅遊業，皆屬於服務業。

為促進香港的供應鏈物流，香港貿易發展局（HKTDC）開發
了電子採購平台，將香港供應商與全球買家聯繫起來。

香港擁有世界一流機場和港口設施，一直是區內重要的物流
樞紐。結合高效的海關程序，香港在全球聯繫和物流績效方
面享譽國際。香港在物流發展和基礎設施方面的優勢，也使
香港可以把握大灣區的最新發展機遇。

6.供應鏈環境



I. 香港行業概覽

2018年十大出口產品1,2,3

2017年，香港的主要行業（按國內生產總值（GDP）計算）為服務業（92.3%）、工業（7.6%）和農業
（0.1%）。

香港的服務業主要包括旅遊業、銀行業、金融業和專業服務。作為主要的金融中心，香港的經濟很大程度上
依賴於服務業。

香港的工業領域主要包括服裝和紡織品、電子產品、珠寶、鐘錶和其他奢侈品。

香港幾乎沒有農業，以新鮮蔬菜和肉類如家禽、豬肉和魚類為當地主要銷售產品。

2018年，香港的出口總額為5,690億美元，其中10大出口產品佔90％以上。

香港是全球電子市場的主要參與者。2017年，香港是全球第六大廣播設備出口商（126億美元），也是亞洲
第六大電話出口商（38億美元）。

香港的珠寶、鐘錶和貴金屬行業對貿易也極為重要。2017年，香港是全球最大的珍珠出口商，出口額為32億
美元，佔全球出口額的74％；世界第三大黃金出口商，出口額為256億美元；第三大金屬手錶出口商，出口
額為12億美元；亞洲第四大鑽石出口商，出口額為54億美元。

6.供應鏈環境

產品類別（註） 2018年價值 佔總出口%

1. 電氣機械和設備 3,097億美元 54.4%

2. 機械和機械器具 745億美元 13.1%

3. 貴金屬、寶石和珍珠 682億美元 12.0%

4. 光學和醫療設備 183億美元 3.2%

5. 塑膠及相關產品 100億美元 1.8%

6. 鐘錶及相關零件 85億美元 1.5%

7. 玩具和遊戲 72億美元 1.3%

8. 針織或鉤編的服裝服飾 70億美元 1.2%

9. 未針織或鉤編的服裝服飾 62億美元 1.1%

10. 皮革及相關產品 46億美元 0.8%

6.供應鏈環境

註：上述類別根據統一的商品名稱及編碼協調制度（HS Code）劃分。每一類別中具體專案資訊，請參閱
www.censtatd.gov.hk/trader/hscode/index_tc.j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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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原材料採購平台/渠道4

hktdc.com

貿發網採購平台

香港貿易發展局（HKTDC）開發和管理屢獲殊榮的在線採購平台，貿發網採購（ sourcing.hktdc.com/tc）。
該平台將超過130,000個供應商與超過200萬的買家聯繫起來，每年產生超過2,400萬業務聯繫。該平台支持
英語和中文以及西班牙語、法語、德語、意大利語、葡萄牙語和俄語，以便於外國買家和企業使用。

HKTDC協助提供資訊核實服務，以確保買賣雙方之間的相互信任。供應商的資訊可以由國際知名組織驗證。
HKTDC還為供應商和買家提供許多支持服務，包括買家忠誠度獎勵和量身定制的業務匹配服務，以簡化使用
程序和增強用戶體驗。HKTDC還支持國際買家和供應商參加每年在香港舉行的許多活動和商務展會。

貿發網小批量採購

HKTDC提供了一個單獨的採購平台 - 貿發網小批量採購，以處理數量少的訂單（從5到1,000單位不等），讓
企業可以測試產品的市場接受度，還可以令高端行業更靈活。

使用hktdc.com作為供應商

第一步：

註冊並激活帳戶後，
該商家將被驗證為供
應商。而後企業可以
建立其線上資料和產
品供應。

第二步：

在線交易必須使用貝
寶商業帳戶。

第三步：

企業可以準備產品資
訊、照片、價格和運
輸詳細資訊，以宣傳
其產品並為購買者提
供更多資訊。

第四步：

企業可以隨時在「我的
HKTDC」頁面上查看
訂單。下訂單後，供應
商帳戶將收到一封電子
郵件通知。付款將記入
已註冊的貝寶帳戶。

第五步：

可以使用任何快遞公
司安排交貨。
hktdc.com的物流服
務和業務合作夥伴提
供的優惠和選擇也可
以使企業受惠。

上傳產品資訊 接收訂單及付款在HKTDC註冊 註冊貝寶賬戶 安排交付

6.供應鏈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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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V. 原材料採購情況（當地及海外）

A. 遇到的障礙或問題5,6

香港是全球領先的貨運樞紐，通過為中國內地工廠提供融資，在全球供應鏈中發揮了關鍵作用，但由於中國
內地與美國之間的貿易磨擦，正在導致全球供應鏈的轉移，而工廠正尋求從中國內地轉移或擴張，香港需要
在全球供應鏈中重新定位。幸運地，香港處於中國內地和東南亞之間的有利位置，能夠成為投資的物流和貿
易融資中心。香港還可以利用與盟（ASEAN）簽署的自由貿易協定拓展市場，而東盟是香港的第二大貿易夥
伴，僅次於中國內地。

根據世界銀行2020年的報告，香港的「經商便利性」在190個國家和地區中排名第三，與2019年的第四位相
比有所上升。香港為想建立區域辦事處的本地企業和海外企業提供了良好的商業環境。在十項標準中，香港
的多個排名非常出色，包括在「處理建築許可證」方面全球排名第一，在「繳稅」方面全球排名第二，在
「用電」方面全球排名第三，在「創業」方面全球排名第五。即使排名很高，香港政府仍致力於進一步提高
監管效率並降低成本，以在香港創造更好的商業環境。

B. 海關和清關過程效率7,8

香港海關（C&ED）是負責管理香港所有貨物進出口的政府機構。香港使用8位數的香港貨物協調製度
（HKHS），該制度基於世界海關組織開發的6位數貨物協調製度（HS）。HKHS的前六位數字採用HS分類，
而後兩位數字則是商品分類的進一步細分，用以滿足香港的需求。

C&ED為通過陸、空、海進出口的貨物提供不同的通關係統，以促進快速通關。空運貨物可以使用空運貨物
清關系統，陸運貨物可以使用陸運貨物系統，而海運貨物可以使用電子貨物艙單系統。

下表顯示了清關通常所需的文件：

有關清關程序的更多資訊，請瀏覽香港海關官方網站
(www.customs.gov.hk/tc/cargo_clearance/index.html)或海關提供的「如何辦理進/出口報關手續」文件
(www.customs.gov.hk/filemanager/common/pdf/Book_2018_IEDC.pdf)。

海關清關文件

提單

空運提單

商業發票

裝箱單

艙單

進口證／出口證或移走許可證（如需要）

扣留通知書副本（如適用）

其他任何特定於產品的支持文件

6.供應鏈環境

47



IV. 物流支援

A. 基礎設施情況（例如：主要機場/港口/高速公路）9,10,11

香港發達的交通基礎設施為香港提供了與世界其他地區（尤其是中國內地）的順暢連接。

機場

作為亞洲主要的地區性航空樞紐之一，香港與亞洲所有主要城市中心都有聯繫。目前，有120多家航空公司
每天從香港國際機場（HKIA）發出約1,100個航班，將香港連接到全球220多個目的地，其中包括中國內地約
50個目的地。自2010年以來，HKIA一直被評為全球最繁忙的機場。

HKIA還擁有五個一級航空貨運處理設施，年處理能力超過700萬噸。在2018年，HKIA繼續成為全球領先的
航空貨運樞紐，總貨運吞吐量超過500萬噸。

三跑道系統（3RS）於2016年開始建設，預計於2024年完成。根據國際航空運輸協會諮詢，到2030年，3RS
項目將使HKIA每年能夠處理超過一億乘客，約900萬噸貨物以及超過60萬架飛機，這將足以滿足未來預期的
交通需求。

港口

就海上貿易而言，香港港口有九個集裝箱碼頭，包括24個集裝箱泊位，每年可處理超過2,000萬個標準箱
（TEU，20英尺當量單位）。香港港口是世界上最繁忙的集裝箱港口之一，2018年共處理了1,960萬個標準
箱。該港口能夠處理超大型集裝箱船，為通往全球主要目的地的港口提供連接和運輸通道。

邊境過境點

香港與中國內地之間有四個陸路過境點，分別位於落馬洲、文錦渡、沙頭角和深圳灣。每天有超過40,000輛
汽車駛過這四個過境點，其中超過20,000輛是貨運和集裝箱運輸工具。

旅客也可以通過廣深港高鐵或港珠澳大橋進入中國內地。高速鐵路已於2018年9月23日正式啟用，將廣州與
香港之間的旅行時間縮短至50分鐘。香港段跨度26公里，將城市連接到中國內地的高速鐵路網。港珠澳大橋
於2018年10月24日啟用，是世界上最長的跨海大橋或隧道，大大減少車輛在三個城市之間行駛所需的時間。

公共交通

香港還擁有世界上最可靠、快捷和實惠的公共交通系統之一。香港的公共交通每天服務超過1,200萬乘客，政
府運輸署推出了香港出行易流動應用程式，以進一步促進城市公共交通的使用。

B. 重要物流中心12

作為國際金融中心和主要的海上貿易中心，貿易和物流業對香港的經濟至關重要。從附加價值和就業人數來
看，貿易和物流業是香港四大經濟支柱中，所佔的比例最高。貿易和物流佔2017年香港GDP的22％，僱用約
73萬名工人。2017年，物流業佔香港GDP的3％，創造了18萬個工作崗位，而運輸服務則佔香港服務出口的
29％。在DHL《2018年全球聯繫指數》中，香港在全球聯繫深度方面排名全球第二，僅次於新加坡。

6.供應鏈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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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物流資訊的可追蹤性及透明度13

在2018年世界銀行物流表現指數（LPI）中，香港在LPI中的160個國家和地區中排名第12位，比2016年的排
名有所下降（在160個國家和地區中排名第9位）。香港在亞洲排名第四，僅次於日本、新加坡和阿拉伯聯合
酋長國。

整體而言，LPI分數由六個要素組成：（1）海關；（2）基礎設施；（3）國際運輸；（4）物流能力；（5）
跟踪和追踪，以及（6）及時性。香港在國際運輸（第八位）和海關（第九位）上排名較高。

D. 與全球夥伴的航空協議14

與世界的聯繫

香港政府致力擴大香港的對外航空網絡。一種方法是通過簽署雙邊航空服務協議（ASAs）。ASAs為兩個國

家或地區之間建立空中聯繫提供了法律框架，有助於促進合作、經濟發展和文化交流。截至2019年10月，香

港已與67個國家和地區簽署了ASAs。

與中國內地的聯繫

2019年2月，香港特區政府運輸及房屋局與中國內地民航總局簽署了諒解備忘錄（MoU），作為《粵港澳大

灣區發展規劃綱要》實施的一部分，鞏固和增強香港的國際航空樞紐地位，並加強了其作為航空管理培訓中

心的作用。新的MoU不僅擴大了中國內地與香港之間的航空服務和聯運安排，而且是在大灣區建立世界一流

機場集群的重要一步。

V. 大灣區（GBA）的機遇15

根據世界貿易組織（WTO）的數據，2018年，中國內地是全球主導的商品貿易商。此外，過去10年，香港
與中國內地、印度、墨西哥和愛爾蘭在全球20大商品服務貿易商中的排名增長最多。依託中國內地和香港的
競爭經濟優勢，三個相關地區的地區和省級政府於2017年與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簽署了《深化粵港澳合作
推進大灣區建設框架協議》。

粵港澳大灣區倡議利用「9+2」地區——廣東珠江三角洲九個城市和香港、澳門兩個特別行政區的力量，幫
助鞏固香港作為國際金融、運輸和貿易中心、全球離岸人民幣中心和國際資產管理中心的地位，促進了大灣
區城市之間的融合，並支持其中的經濟協調發展。

香港的物流公司在全球擁有廣泛的貿易和商業網絡，在物流管理方面經驗豐富，與廣東省相比，使用先進的
管理系統，以較低的物流成本提高了效率。隨著大灣區城市繼續加強運輸網絡的連接，實施更高效的通關流
程以及在這三個地區發展運輸基礎設施，大灣區的物流效率有望在未來進一步提高。

通過與城市之間的業務合作以及依靠香港完善的國際物流網絡，香港的物流營運商可以利用大灣區的機遇。
除了促進相關行業的進出口業務外，還可以幫助企業與整個亞洲新興生產基地建立聯繫，以進一步加強其供
應鏈管理。

6.供應鏈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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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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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How to Complete and Lodge Import/Export Declarations, Customs and Excise Department

9 Facts and Figures – At a Glance, Hong Kong International Airport

10 Hong Kong: The Facts – The Port, Government of the Hong Kong Special Administrative Reg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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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Logistics Industry in Hong Kong, HKTDC R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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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基礎設施

撮要

7. 基礎設施

香港現時共有三個營運中的工業邨，可滿足諸如輕工業、食
品製造業或製藥等行業的需求。

香港地理位置優越，擁有世界一流的基礎設施，包括三個工
業邨。此外，為促進香港的再工業化，正在興建新的中心以
支援高增值製造業和高科技產業的發展，如軟件和資訊科技
系統。先進制造業中心（AMC）和落馬洲河套港深創新及科
技園等新中心，將配備最先進的設備和設施。



7.基礎設施

I. 主要工業園區及其地理位置

A. 基礎設施的可用性，相關使用成本及主要工業園區的選擇1,2

香港現時共有三個營運中的工業邨，分別位於大埔、元朗和將軍澳，全部由香港科技園公司（HKSTPC）管
理。截至2019年10月，工業邨內所有工廠均已出租。

根據香港政府的再工業化計劃，HKSTPC正在實施工業邨2.0（IE 2.0）計劃，重點支援智能生產和高增值製造
業，目標是增強創新科技行業（I＆T）的價值鏈。為此，該計劃專門針對五個關鍵行業：1）製藥、醫療保健
和生物醫學；2）電子和光學；3）精密工程及裝配；4）專業製造或先進材料；5）資訊、通訊和電訊。有關
更多資訊，請瀏覽HKSTPC網站（www.hkstp.org/zh-hk/our-stories/our-footprint/industrial-estates/）。

工業邨位置及區域影響

7. 基礎設施

大埔工業邨

• 主要行業類型：食品製造、媒體服務和時尚產

品

• 面積：75公頃

• 香港首個工業邨

• 2017年翻新以促進智能生產

元朗工業邨

• 主要行業類型：藥業和生物醫學生產、石油化
工及物流服務

• 面積：67公頃

• 香港第二個工業邨

• 從事跨國業務的公司的理想選擇

將軍澳工業邨

• 主要產業類型：重工業、商用製造以及通訊科技相關服務

• 面積：75公頃

• 香港第三個工業邨

• 適用於海運相關項目

該地圖僅供說明使用，並不代表官方
認可或接受任何邊界和/或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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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商直接投資 (FDI)2

香港是國際貿易樞紐，因此吸引了大量FDI。2018年，香港獲得的FDI總額為1,150億美元，與20通訊年相比
增長4％。但是，FDI主要（80％）用於服務業（例如，控股、房地產、金融、保險、銀行業）。其他吸引
FDI的行業是貿易、建築、資訊和通訊。主要投資來自中國內地、英屬維爾京群島、開曼群島、英國、荷蘭、
美國、百慕達和日本。

II. 潛在基礎設施短缺3

香港擁有世界上最完善的基礎設施。在世界經濟論壇的《2018年競爭力報告》中，香港的基礎設施質素在
140個國家和地區中排名第二。該市的一些主要資產有：

• 電氣化率100％（排名第一）;

• 航空運輸服務效率（排名第二）；

• 火車服務效率（排名第三）；以及

• 海港服務效率（排名第四）。

電訊網絡也覆蓋整個城市，使香港的企業可以使用可靠、安全、快速的通訊和互聯網服務。該報告指出的主
要不足是，香港與其他主要樞紐（例如新加坡）相比，機場的連通性（第21名）較低。此外，香港的工業邨
數量相對較少，窒礙了目前香港再工業化的發展。

III. 最近即將開展的本地大型基建項目及其開支4,5,6,7,8,9,10,11,12

為了促進和鼓勵香港的再工業化，香港政府已批准並提出了許多項目，以提升香港現有的I&T基礎設施。這
些項目將主要由HKSTPC開發和管理，包括將軍澳工業邨的先進製造業中心和數據技術中心，元朗工業邨的
微電子中心，位於落馬洲河套地區的港深創新及科技園。以及科學園擴建項目和科學園創新斗室。

香港即將開展的I&T基礎設施主要項目規劃圖

該地圖僅供說明使用，並不代表官方
認可或接受任何邊界和/或名稱。

先進製造業中心和數據技術中心

落馬洲河套港深創新
及科技園

微電子中心 科學園擴建項目、科學園
創新斗室

7. 基礎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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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進制造業中心（AMC）

AMC將由HKSTPC開發和管理，是香港再工業化戰略的核心。預計耗資約港幣66.5億元，將位於將軍澳工業
邨。它旨在為公司提供先進的製造生產設施，以縮短生產週期並迅速響應市場需求。

AMC將提供適應性強且低成本的生產設施，並集成了客戶給製造商的訂單資訊，以滿足不斷變化的客戶需求。
落成後，AMC將允許包括小批量在內的各種規模的公司生產技術創新、高附加值、高混合性和高度訂製化的
產品，甚至適用於小批量生產商。

AMC預計僱用大約2500名I&T相關人員，其中包括：

• 可擴展的高端生產基地：允許大規模生產的大公司或訂製原型產品的初創公司使用AMC完善的設備；

• 全面的關鍵支援服務：通過提供共享的物流、倉儲、原型製作、組裝和無塵室服務來降低小批量生產的成
本；以及

• 公共配送中心：提供先進的貨物起重系統，以實現高效的貨物流動；動態調度系統，以優化貨物的運輸和
按需存儲。

項目規格

AMC的項目規格如下所示。

即使AMC場地竣工後將超過100,000平方米，對空間的巨大需求也意味著需要建造更多的類似設施，吸引香
港公司將其高科技和先進材料生產移回香港，獲取更全面可靠的技術資源和支援。AMC被視為一個試點項目，
以促進類似先進生產設施的建設並推動香港的再工業化。

促進產業

AMC旨在促進創新、支援高增值產業、推動高端製造業，並使I&T應用能夠推動香港的經濟增長。已確定在
AMC中促進的行業包括：

有關AMC的更多資訊，請瀏覽其官方網站（ amc.hkstp.org ）。

預計落成年份
階段1：2020
階段2：2022

佔地面積
2.71公頃

總建築面積
108,580
平方米

地板負荷
12.5千帕

吊頂高度
6米

網格尺寸
12米x12米

機械人電子與智能
電源設備

智能傳感器與光學設
備

智能電子與半導體 醫療、醫療保健及醫
院設備

生物醫學工程移植與
器材

7. 基礎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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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據技術中心(DT Hub)

DT Hub旨在支持高增值軟件、大數據和人工智能的開發，這是香港再工業化進程的關鍵。該中心預計將在
2020年完成，並將容納技術設備、商務中心、展覽廳和辦公室。DT Hub將提供全面的服務，並鼓勵以下領
域的研發（R＆D）：數據中心、多媒體處理和海底電纜鋪設。

微電子中心

近年來，業界越來越關注在香港開發微電子和其他先進材料生產線。但是，微電子產品的製造需要專門的設
施，例如危險品倉庫、超淨室、專用化學廢物和污水處理系統等。 然而，香港目前缺乏這類設施，因此微電
子產品的生產是由香港以外的製造工廠進行，如新加坡、台灣和中國大陸，然後再進口回香港。

香港政府建議將元朗工業邨的一幢廠房改建為微電子中心。該項目預計耗資約港幣20億元，將建成一座兩層
樓的工廠，建築面積36,180平方米，設計方案靈活，並配備必要的設施以生產微電子和其他先進材料。中心
還將提供支援設施，例如共享實驗室和工作間、辦公室和會議室。

微電子中心旨在為本地製造商提供支援，使其朝著高增值生產、智能生產線以及工業4.0升級的方向發展。該
中心還將直接提供更多的I&T工作，並間接鼓勵各相關配套產業的擴展，例如供應鏈管理、測試和認證、批
發和分銷等。這類先進製造業活動也將帶動在香港的R&D投資，協助香港發展成為國際I＆T樞紐。微電子中
心有望每年直接創造420個工作崗位，每年創造超過港幣6億元的附加值。

落馬洲河套港深創新及科技園（HSITP）

香港與深圳於2011年11月25日簽署了合作協議以發展落馬洲河套地區。落馬洲河套地區工程毗鄰深圳，涉及
三個發展方向：1）高新技術研發； 2）文化和創意產業應用；以及3）高等教育。該河套地區將遵循可持續
發展、環境保護、節能和以人為本的原則進行開發。

香港與深圳之間定期舉行會議，討論河套地區的發展以及進展情況。其目標是在2021年或更早之前提供第一
批宗地。HKSTPC已開始進行多項研究，以制訂園區的項目開發和營運計劃，包括總體規劃研究、業務模式
和規劃研究、技術可行性研究，以及第一期開發的經濟影響分析研究。

如2018-2019年度財政預算案所述，政府已預留港幣500億元支持香港I&T行業的發展。在這筆款項中，有港
幣200億元預留給落馬洲河套HSITP一期發展。HSITP將比HKSTP大四倍，為香港的I＆T生態系統提供發展空
間。它靠近邊境，讓進駐的企業有機會利用深圳及其周邊地區的供應鏈、製造能力和人才庫。HSITP旨在吸
引有意迅速進入中國內地市場的全球研發公司，引入研發專業知識，有助香港成為全球領先的創新中心。

7. 基礎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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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學園擴建項目（SPX1）

SPX1是科學園的新擴展階段，由兩座建築物組成，將為I＆T公司提供與研究相關的基礎設施和設備，以建立
其專用的實驗室和工作區。2019年建設完工後，SPX1旨在加快醫療保健、人工智能和機器人技術研究的發展。
一些智慧功能，包括應用程序連接的空間、高科技安全性、綠色設施、運輸和移動設計已內置到建築中。作
為HKSTPC生態系統的一部分，該建築還加強與全球科技研發界之間的聯繫。

科學園創新斗室

創新斗室，毗鄰香港科學園東南入口，為科學園的人才和培育公司提供約500個經濟式的住宿單位。作為進
一步吸引本地、内地和海外I＆T人才的設施之一，創新斗室希望為創新和技術公司創建一個更加充滿活力的
生態系統，並展示一個智能的生活與共同創造社區。2019年5月，HKSTPC與建築業議會（CIC）簽署了一項
諒解備忘錄，以協力加快施工機械人技術和自動化系統的開發和採用。創新斗室也是採用模塊化集成結構
（MiC）系統的試點項目之一，預計將於2020年底落成。

7. 基礎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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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V. 自然資源的可用性13,14,15,16

自然資源 詳情

天然植被、森林

和木材

• 香港的主要植被類型是林地、灌木林和草地。

• 根據《郊野公園條例》，約有38％的土地被劃為郊野公園或特別地區。

農業、漁業、畜

牧業

• 2017年，農業只佔香港區域生產總值的0.1％。

• 當地魚類產量減少，香港具有商業價值的深海海底魚類數量減少。

水資源

• 香港的飲用水中有70％至80％來自廣東省的東江市。2018年，進口了該地區7.4

億立方米水。

• 東深—香港供水系統每年可為香港提供11億立方米水。

礦產
• 香港有四個活躍的採礦場所。

• 採礦活動包括：從海底水中挖出的沙子、石頭和大量海洋礫石。

化石燃料、發電

• 香港的電力主要由三個化石燃料發電站提供電力，包括利用煤炭發電的南丫島和

青山發電廠，和利用天然氣發電的龍鼓灘發電廠。

• 天然氣主要在香港本地生產，而石油則通過海上進口。

• 香港的化石燃料主要從東南亞和澳大利亞進口。

• 此外，廣東大亞灣核電站生產的電力有70％輸往香港。

可再生能源

• 政府正嘗試啟動大規模的可再生能源項目。

• 香港最大的太陽能發電廠（小蠔灣污水處理廠）每年可發電110萬千瓦時

（kWh）。

7. 基礎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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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

1 Industrial Estates, HKSTP

2 Hong Kong Foreign Investment, Santander

3 The Global Competitiveness Report 2018, World Economic Forum 

4 AMC, HKSTP

5 With new state-of-the-art manufacturing centre facing ‘overwhelming’ tenant response, can Hong Kong find space 
for innovation sector?,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Jan 2019

6 Hong Kong’s Science Park to take the lead on driving innovation and technology as it receives major cash injection,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2018

7 Hong Kong-Shenzhen Innovation and Technology Park, HKSTP

8 Fifth meeting of Joint Task Force o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HK-Shenzhen Innovation and Technology Park in the 
Loop held, Hong Kong Government Press Release

9 Data Technology Hub, HKSTP

10 SPX1, HKSTP

11 InnoCell, Hong Kong Science Park, HKSTP

12 HKSTP Commences Construction on InnoCell, Showcasing Construction Innovation for Smart Living and Co-creation 
Community, HKSTP

13 The Vegetation of Hong Kong, Hong Kong Herbarium

14 Hong Kong Water Supplies, Water Supplies Department

15 Energy Efficiency and conservation, Government of the HKSAR

16 Renewable Energy, Government of the HKS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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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本港政府重點推動再工業化的行業類別

撮要

再工業化是香港未來發展的主要議題。在傳統行業的影響力
逐漸減退的同時，涉及高端製造加工的創新及科技（I＆T）
行業也日益受到關注。

創新及科技局（ITB）的成立加強了發展香港I&T能力的政策
制定與執行。

為了支援I＆T行業的發展，政府推出了多項資助計劃，並透
過政府支持的資助機構，為企業提供培育計劃。

8. 本港政府重點推動再工業化的行業類別



8. 本港政府重點推動再工業化的行業類別

I. 政府鼓勵投資特定產業的項目

主要確定行業1

香港政府致力推動香港的產業發展。在行政長官的《2018年施政報告》中，創新及科技（I＆T）被確定為支
援香港再工業化的關鍵議題。具體而言，應圍繞四個主要行業開展工作，這些行業已被確定為香港的優勢：

2015年，政府成立了創新及技術局（ITB），促進公營、私營、學術和研究部門之間的協調。ITB與生態系統
的所有利益相關者緊密合作，研究可能的I＆T發展。當前計劃的一個範例是，加強應用大數據、優化公共部
門的資訊流通，以將香港轉變為智慧城市。

為了實現這些目標，ITB通過創新及科技基金（ITF）為I＆T行業提供資金，並通過培育計劃為初創企業提供
支持。

創新及科技基金（ITF）

ITF致力資助本地公司提升其科技水平，並為其業務注入更多創新意念。ITF及旗下各種資助計劃設有五大明
確目標：

有關ITF資助項目的詳細列表，請瀏覽ITF網站（www.itf.gov.hk/l-tc/about.asp）。

生物技術 人工智能 智慧城市 金融科技

支持研究及發展 推動科技應用 培育科技人才 支援科技初創企業 培養創科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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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育計劃2,3

在香港提供培育計劃的兩個主要機構是：香港科技園公司（HKSTPC）和數碼港。兩者都旨在支持與技術相
關的初創公司將其創意轉化為可銷售的解決方案和產品。HKSTPC和數碼港均從政府獲得資金以改善其計劃：
2018年，政府批准了分配給HKSTPC港幣100億元的資金提案，並劃撥了港幣55億元幫助數碼港容納更多公
司。下面列出了兩個實體提供的一些培育計劃。

• HKSTPC：為初創企業提供三種不同的培育計劃，以幫助他們將創新構想轉化為商業產品。截至2019年3

月，已有620多家公司從培育計劃中畢業，其中超過78％的公司仍在營業。支持服務主要集中在：提供辦

公空間和設施、提供技術和管理幫助、支持市場推廣工作，提供業務支持和津貼援助。這三個培育計劃是：

有關其他詳細資訊，請瀏覽HKSTPC網站 (www.hkstp.org/zh-hk/how-we-serve/incubation-

programmes/)。

• 數碼港：向與數碼科技相關的公司提供各種孵化計劃。截至2018年9月，已有300多家公司從數碼港的培

育計劃中畢業，其中80％以上仍在營業。除了財務支持、技術支持和業務諮詢支持外，該計劃還為初創企

業提供以下服務：

o 高達港幣50萬元的財務資助；

o 財務、技術和業務諮詢支持；

o 免租工作間；

o 免費使用數碼港設備（例如共用工作間、會議室）；以及

o 與創業家、投資者會面、拓展業務。

有關其他詳細資訊，請瀏覽數碼港網站

(http://www.cyberport.hk/zh_tw/about_cyberport/cyberport_entrepreneurs/cyberport_incubation_

programme).

網動科技創業培育計劃
針對從事網絡和移動技術的初創企

業

科技創業培育計劃

針對從事技術行業的初創企業

生物醫藥科技培育計劃

針對從事生物技術的初創企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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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資助計劃4

香港政府已制定了不同的計劃，協助製造商向高端製造發展。資助計劃分為五個主要類別：

• 創業/培育：主要由香港科技園公司（HKSTPC）和香港數碼港管理有限公司為企業家提供支持;

• 研發（R＆D）：主要由創新科技署（ITC）支持，以促進香港的研發；

• 融資和擔保：主要旨在為中小企業（SMEs）提供融資；

• 市場開發/業務升級：主要由工業貿易署（TID）支持，以幫助SMEs擴展業務；以及

• 環境保護：主要在環境保護署（EPD）的支持下，推廣綠色技術與環境友好操作流程。

有關每個類別的資助計劃的詳細列表，請參閱附錄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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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

1 Innovation and Technology Industry in Hong Kong, HKTDC

2 Incubation, HKSTP

3 Cyberport Incubation Porgramme, Cyberport

4 A Supportive Government, Invest 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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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政府優惠措施

撮要

9.政府優惠措施

香港有多項針對中小企業（SMEs）和初創企業的政府資助計
劃。從融資、業務升級和轉型、技術研發到新市場開發，企
業都可以找到相關的資助計劃，以發展自身業務。

在2019年的施政報告中，行政長官提出了一項港幣20億元的
「再工業化資助計劃」，資助製造商在香港建立智能生產線。
該措施可以通過利用創新技術解決方案，例如智能技術的應
用或自動化生產流程，為公司提供更多的投資優惠，使其參
與高端生產。



I. 符合以支持香港再工業化激勵計劃的資格1,2,3

創新科技署和工業貿易署管理著大部分關於再工業化的政府資助計劃。關於香港各種資助計劃的詳細列表參
見附件3。

創新及科技基金（ITF）

ITF致力資助本地公司提升其技術水平，並在業務引入創新意念。創新及科技基金下有超過15個資助計劃。

了解更多資訊，請參考本報告的第5章或者咨詢創新及科技基金的網站(www.itf.gov.hk/l-tc/about.asp)。

9. 政府優惠措施

特點 資助計劃 資助對象 涵蓋範疇

支持研究及

發展

企業支援計劃

（ESS）

提供金融資助以鼓勵私人機構
投資研發

• 每個項目最多可獲港幣1,000
萬元資助

• 項目期限不得超過兩年

• 通過申請現金回贈計可劃獲得
項目支出符合40%的現金回扣

推動科技應

用

科技券計劃

（TVP）

資助中小企業以促進其使用技
術解決方案來提高生產力，或
者升級或轉變商業流程

• 最高資助金額為每名申請人港
幣40萬元

• 一家公司最多可以有四個獲準
的申請項目

培育科技人

才

再工業化和技術培

訓計劃

（RTTP）

資助和鼓勵公司對僱員進行有
關先進科技和有關工業4.0領
域的培訓

• 公司最高資助額為每年港幣50
萬元

支援科技初

創企業

創科創投基金

（ITVF）

旨在刺激對當地創新和技術初
創企業的私人投資

• 獲得創科創投基金的公司將與
風險投資基金共同投資於當地
的創新和科技初創公司，投資
比例約為一比二

培養創科文

化

一般支持計劃

（GSP）

支持有助於產業發展，培育創
新技術文化的非研發項目

• 支持的項目大致可能包括會議、
展覽、研討會、講習班、促銷
活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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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品牌、升級轉型及拓展內銷市場的專項基金（BUD）

BUD專項基金於2012年啟動，旨在幫助香港公司抓住經濟機遇並增強公司競爭力。2020年初，該基金的總
注資增加至港幣45億元，因此可以透過兩個不同的計劃來支持公司在特定地理位置的拓展：內地計劃及自貿
協定計劃。

了解有關基金的更多詳細資訊，請瀏覽專門網站(www.bud.hkpc.org/)。

財務援助計劃

香港政府已建立多種資助計劃，為企業提供財務援助。中小企業的主要援助計劃是中小企業資助計劃，該計
劃是為希望在香港以外地區拓展市場的中小企業而設計的。其兩個主要項目是：中小企業市場推廣基金和中
小企業信貸保證計劃。

有關更多資訊，請瀏覽工業貿易署官方網站(www.smefund.tid.gov.hk/cindex.html)。

資助計劃 資助計劃 資助對象 涵蓋範疇

內地計劃

自貿協定計劃

向考慮在中國內地，以
及所有與香港簽署自由
貿易協定（自貿協定）
的經濟體（包括東盟），
發展品牌、升級和重組
業務營運或促進銷售的
本地公司提供資金

• 在香港註冊的非上市公
司

• 在香港有實質商業業務
的公司

• 政府最多承擔項目總成本
的50％

• 每個公司最多可以有40個
獲撥款的項目

• 每個公司的累計資助上限
各為港幣400萬元

• 獲資助的項目應在24個月
內完成

資助計劃 資助對象 資助資格 涵蓋範疇

中小企業市場
推廣基金

（EMF）

為中小企業提供財務援
助以參與出口促進活動

• 在香港註冊的中小企業

• 僱用僱員少於100人

• 在香港有實質商業業務

• 資助佔核准開支的50％或
港幣10萬元

• 一家公司最高可獲得港幣
80萬元的累計資助

• 設有申請首期撥款的選項，
上限為核准政府資助額的
75%。

中小企業信貸
保證計劃

（SGS）

為中小企業提供貸款保
證，以幫助他們獲得用
於購置商業設施和設備
的貸款；或滿足一般業
務用途的營運資金需求

• 在香港註冊的中小企業

• 僱用僱員少於100人

• 在香港有實質商業業務

• 保證金額為貸款金額的
50%

• 最高保證額為港幣600萬
元

• 保證期限最長為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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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

1 About the Innovation and Technology Fund, Innovation and Technology Fund

2 Dedicated Fund on Branding, Upgrading and Domestic Sales, HKPC

3 SME Fund, Trade and Industry Depart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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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環境要求

撮要

香港有多項涉及空氣、廢物、水資源、噪音和化學污染的環
境法例，以規管污染者。各行各業必須遵守法規，否則可能
面臨罰款甚至監禁的風險。

環境保護署（EPD）是負責監督環境問題和執行環境法律的
政府機構。有意在香港開展業務的企業，在正式開始經營前
可能還需要獲得特定的許可、執照和批准。這些均由EPD處
理和批核。

10. 環境要求



I. 香港環境法律法規

A. 香港主要的環保行政機構

在香港，環境保護署（EPD）是負責制定有關環境保護政策和計劃的主要部門。

B. 香港主要環境法律1

香港境內有各種關於污染物排放的法律法規。企業將會接受針對因其業務營運而產生的空氣、噪音、水和廢
物污染的監管，違法者甚至可能會被罰款和/或入獄。

以下是香港的相關環境條例。

10. 環境要求

條例 影響 細節

空氣污染管制條

例

• 協助EPD控制工業、建築業和商業活動所造成的空氣污染；

• 禁止使用高硫和含鉛燃料；以及

• 禁止露天焚燒建築廢料、輪胎和電纜。

第311章

廢物處置條例
• 未經所有者或佔用者同意，禁止將廢物傾倒在公共場所、政府土地或

私人場所。
第354章

水污染管制條例

• 要求所有排放物都需要污水排放許可證，除了排放到骯髒的下水道的

污水和排放到雨水渠的未經污染的水。許可證規定了污水中允許的物

質、化學和微生物質量，以確保污水不會損壞下水道或污染內陸或沿

海海水。

第358章

噪音管制條例 • 控制鄰里噪音，以及工業、建築業和商業活動產生的噪音。 第400章

保護臭氧層條例

• 控制含有消耗臭氧層物質產品的生產及進出口；

• 控制消耗臭氧層物質的回收；以及

• 履行香港在1985年《維也納公約》和1987年《蒙特利爾議定書》下的

義務。

第403章

海上傾倒物料令

• 要求任何涉及海上傾倒物料和相關裝載操作的人都必須獲得EPD的許

可；以及

• 要求所有自卸船均配備自動自監控系統，以記錄其位置和運行情況。

第466章

有毒化學品管制

條例

• 管制對人類健康或環境有潛在有害或不利影響的非農藥有毒化學品的

進口、出口、製造和使用，包括《斯德哥爾摩公約》和《鹿特丹公約》

所管制的化學品。

第59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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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香港主要環境許可證2,3

香港擁有許多環境保護所需的執照、許可證和批准。企業所需的不同類型的許可證取決於其所在的行業。
部分環境執照和許可證可通過EPD網站申請，涵蓋以下五個主要領域：

• 空氣污染控制；

• 水污染控制；

• 廢物處理；

• 噪音控制；以及

• 環境影響評估。

有關申請環境許可證的更多信息，請瀏覽EPD網站
(www.epd.gov.hk/epd/tc_chi/application_for_licences/online_applic/online_app.html).

不同行業所需的執照、許可證和批准（第1/4部分）

執照/許可證 誰應該申請 典型例子

進行指定工序的執照

任何經營場所的擁有者，且從事任

何31種指明工序（參閱《空氣污染

管制條例》第311章附表1）

採石場、混凝土配料廠、瀝青混

凝土廠、涉及熔化、回收或金屬

的製造廠、裝機容量超過5兆瓦

的發電廠等。

批准安裝或更改熔爐、烤箱和

煙囪

任何經營場所的佔用者，且想要安

裝或更改總燃料消耗率超過每小時

25升液體燃料、或每小時35千克固

體燃料、或每小時1,150 兆焦耳氣

體燃料的任何熔爐、烤箱或煙囪

將在工廠、清潔服務、教育或醫

療機構、飯店或居住區中安裝或

更改鍋爐、炊具、應急發電機或

其他耗油設備等。

露天焚燒許可證
有意申請許可證進行露天焚燒的人

（被禁止或豁免的人除外）

需要進行露天焚燒活動以進行消

防訓練等的機構

石棉調查報告、石棉減排計劃

和石棉管理計劃

擬在其經營場所內進行石棉相關工

程的經營場所所有者（豁免工程除

外）

打算進行建築工程或涉及機械設

備項目中絕緣材料活動的經營場

所所有者。

通知開始石棉消減工作
進行石棉相關工作的經營場所所有

者

打算進行建築工程或涉及機械設

備項目中絕緣材料活動的經營場

所所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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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照/許可證 誰應該申請 典型例子

根據《空氣污染管制（建築揚

塵）條例》的建造工程通知

負責建築場地的承包商。建築場地

根據《空氣污染管制（建築揚塵）

條例》擬開展應呈報工程

列為應呈報工程的建築工程，例

如地盤平整、填海、建築物的拆

卸和建造、道路施工等

一般工程/訂明建築工程的建

築噪音許可證（CNP）

計劃在限制時間內使用動力機械設

備進行建築活動，或打算在限制時

間內在指定區域開展《噪音管制條

例》規定的建築工程的人

參與建築項目的開發商、建築師、
工程師或承包商等

撞擊式打樁工程的CNP
計劃在建築工地開展打樁工作的任

何人

涉及需要進行打樁工程的建築項
目，其建築、土木和地基工程的
開發商、建築師、工程師或承包
商等

空氣壓縮機的噪音標籤（NEL）

任何製造/貿易/進口/使用或提供空

氣壓縮機租聘服務的人。該空氣壓

縮機被設計或用於開展建築工程，

且能提供500千帕或更高壓力以壓

縮空氣

建築設備製造商、貿易商、進口
商、租賃服務商、建築工程承包
商等

手提撞擊式破碎機的NEL

生產/貿易/進口/使用或提供任何重

量在10千克以上手提衝擊式破碎機

的人

建築設備製造商、貿易商、進口
商、租賃服務商、建築工程承包
商等

水污染管制條例（WPCO）下

的排放許可證

從機構和商業場所排放商業污水的

任何所有者、佔用者或經營場所，

來自下水道區域的機構和商業場所

的生活污水，下水道區域的生活污

水處理廠和住所

產生工業污水的商業、工業、機

構場所的所有者或佔用者，當地

污水處理廠的所有者，設有化糞

池的經營場所有者等

不同行業所需的執照、許可證和批准（第2/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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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照/許可證 誰應該申請 典型例子

化學廢物產生者登記 任何產生或導致產生化學廢物的人

化學廢物產生場所的所有者，例

如工廠、車間、採礦/建築工地；

教育/醫療機構；運輸代理商；清

潔/維修代理商等。

化學廢物處置執照

任何希望藉助場外或內部處置設施

或任何廢物處理、再處理和回收設

施進行化學廢物處置的人

擁有廢料處理、預處理或回收設
施的潤滑油回收廠、紡織廠等的
所有者

化學廢物收集執照

任何計劃將自己的化學廢物運輸到

異地化學廢物處置設施的任何化學

廢物產生者；或希望提供化學廢物

收集或清除服務的人

石棉、船隻廢礦物油（MARPOL）
廢物和實驗室廢物等的收集者

醫療廢物處置執照
任何經營處置設施以處置醫療廢物

的人
化學廢物處理中心的營運商

醫療廢物收集執照
任何提供收集或清除醫療廢物服務

的人
醫療診所產生的醫療廢物收集者

批准使用大於450升的化學廢

物容器

任何打算使用容量超過450升的大

型容器來存儲化學廢物的化學廢物

產生者

大型化學廢物產生場所的所有者，
例如工廠、建築工地、運輸代理
商等

廢物進出口許可證

任何計劃將廢物進口到香港或從香

港出口的人，除非該廢物列入《廢

物處置條例》附表六，未受污染，

並打算進行再加工、再循環或再利

用

廢物的處置者、進口商、廢物的

生產者或出口者、提供廢物運輸

的貨運代理等。

批准使用化油劑及類似物質
在香港海上使用化油劑或類似物質

的潛在使用者/貿易商

填海工程承包商、此類產品的用

戶/貿易商和海上運輸代理商等。

不同行業所需的執照、許可證和批准（第3/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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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行業所需的執照、許可證和批准（第4/4部分）

註釋：傾倒是指在海上進行的有意處置，包括在海上排放或排出的物質，例如廢物、挖泥、挖出的物料、沙子、岩石等物質。

執照/許可證 誰應該申請 典型例子

海上傾倒許可證

任何計劃執行以下所述操作的人

（註釋）：

a) 在香港水域內傾倒物質

b) 將物質傾倒在海洋中的任何地

方

c) 在香港的飛機，船隻，海事結

構或浮動容器中裝載可傾倒在

海上任何地方的物質或物品

d) 在香港的車輛上裝載可在香港

水域任何地方從車輛傾倒的物

質

涉及挖泥和傾倒作業的工程承包
商；涉及裝載物質和運輸傾倒物
質工程的承包商

允許進出口、製造或使用有毒

化學品管制條例（HCCO）管

制的非農藥危險化學品許可證

以HCCO管制的附表所列化學品的

進口商、出口商、製造商或用戶身

份行事的任何人

當地化學品製造商、當地化學品

貿易商、大學、研究機構和測試

實驗室等。

批准建立建築垃圾處理帳戶

• 承包價值100萬元或以上建築工

程合約的總承包商

• 任何打算使用政府廢物處理設施

處置合約中價值均低於100萬元

建築垃圾的人

• 總承包商

• 建築廢料生產商、物業管理公

司

批准使用廢物轉運服務
任何計劃在廢物轉運站處置廢物的

人
私人廢物收集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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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可證、執照和批准的申請

EPD是唯一處理與環境有關的許可證、執照和批准申請的政府組織。申請處理所需的時間會有所不同，具體
取決於許可證的類型。 EPD承諾的時間表如下。

有關每個許可所需處理時間的更多詳細信息，請瀏覽EPD網站。
(www.epd.gov.hk/epd/tc_chi/about_epd/perf_pledge/perf_pledge_b.html).

類別 執照 所需時間承諾（2019）

空氣

排放測試和黑煙車主注意事項 99%的申請在3個工作日內

安裝或改造熔爐或煙囪的規格和計劃 90%的申請在16天內

石棉人士註冊 95%的申請在68天內

石棉減排和管理計劃 95%的申請在25天內

環境評估與規劃

環境影響評估研究摘要 45天

允許直接申請環境許可證 45天

審查環境影響評估報告 60天

公眾諮詢後批准或拒絕《環境影響評價報告》 30天

環境許可證 30天

進一步的環境許可證 30天

更改環境許可證 30天

噪音
建築噪音許可證 90%的申請在18天內

噪音標籤 90%的申請在15天內

廢物

化學廢物產生者登記 90%的申請在30天內

A部分化學廢物通知 95%的申請在12天內

海上傾倒許可證 90%的申請在18天內

水資源
《水污染管制條例》執照（不包括需要公眾通知

的執照）
95%的申請在付款後14天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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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
1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Department official website

2 On-line Application,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Department

3 Performance Pledge 2019,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Depart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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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5 香港的學院/高等教育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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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1

在香港開業的資料目錄（第1/2部分）

階段 信息類別 組織聯繫方式

成立公司

公司註冊 • 公司註冊處 - 電話：+852 2234 9933

工廠登記 • 工業貿易署 -電話：+852 2392 2922

外商直接投資（FDI）的銀行

帳戶設置要求和限制
• 香港金融管理局 - 電話：+852 2878 8196

香港的外商直接投資 • 香港投資推廣署 - 電話：+852 3107 1000

稅務信息 • 稅務局 - 電話：+852 187 8088

勞工就業
地方勞動就業法規 • 勞工處 - 電話：+852 2544 3271

工作許可證和簽證 • 入境事務處 - 電話：+852 2824 6111

研發

政府資助的研發中心

• 汽車科技研發中心 - 電話：+852 2788 6262

• 香港應用科技研究院 - 電話：+852 3406 2800

• 香港紡織及成衣研發中心 - 電話：+852 2627 0180

• 物流及供應鏈多元技術研發中心 - 電話：+852 

2299 0551

• 納米及先進材料研發院 - 電話：+852 3511 3407

政府資助的研發組織

• 香港數碼港管理有限公司 - 電話：+852 3166 3800

• 香港生產力促進局 - 電話：+852 2788 6262

• 香港科技園公司 - 電話：+852 2629 1818

測試與認證
• 搜索平台 - 可以從App Store或Android Play下載

「Lab Test One」。

香港知識產權註冊 • 知識產權屬 - 電話：+852 2961 69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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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1

在香港開業的資料目錄（第2/2部分）

階段 信息類別 組織聯繫方式

生產 有關污染物排放行業的法例 • 環境保護署 - 電話：+852 2838 3111

產品發布 原產地證書

• 工業貿易署； - 電話：+852 2392 2922

五個政府認可的認證組織，包括：

• 香港總商會 - 電話：+852 2529 9229

• 香港工業總會 - 電話：+852 2732 3188

• 香港中華廠商聯合會 - 電話：+852 2545 6166

• 香港印度商會 - 電話：+852 2523 3877, 2845 
4612, 2525 0138, 2525 0139

• 香港中華總商會 – 電話：+852 2525 63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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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2

重點企業協會（第1/3部分）

協會 信息與聯繫方式

香港中華廠商聯
合會

成立年份：1934

目的/目標：

• 促進貿易和工業發展

• 改善商業環境

• 代表工業部門製定和實施政府政策

• 參與社區發展工作

• 促進國際理解與合作

• 履行企業社會責任

地址：香港幹諾道中64-66號，香港中華廠商聯合會大廈

電話：+852 2545 6166

電郵： info@cma.org.hk

網站：www.cma.org.hk

香港工業總會

成立年份：1960

目的/目標：

• 推動和促進香港工商界的利益；

• 促進香港的貿易、投資、技術進步、人力開發和商業機會；

• 代表企業觀點並就影響企業的政策和立法向政府提供建議

地址：九龍長沙灣長裕街8號，億京廣場31層

電話：+852 2732 3188

電郵： fhki@fhki.org.hk

網站：www.industryhk.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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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2

重點企業協會（第2/3部分）

協會 信息與聯繫方式

香港中華出入口
商會

成立年份：1954

目的/目標：

促進會員與各地的經貿往來，逐步建立會員表達意見、接受各種政治經濟信息的共同
平台。

• 全面協助行業了解政策和業務環境調整。允許行業通過經濟論壇、研討會和調查報
告以及特別研究報告的發布來掌握業務信息。

• 積極開展公司交流、內陸訪問、國民教育、專業培訓和慈善捐款等活動。

地址：上環德輔道287-291號，長達大廈7層

電話：+852 2544 8474

電郵： info@hkciea.org.hk

網站：hkciea.org.hk/?lang=en

香港總商會

成立年份：1861

目的/目標：

• 促進、代表和維護香港工商界的利益，同時提供支持、網絡、培訓和商務服務，以
幫助工商界成長。香港總商會的四個主要功能是：

o 倡導：維護企業界的利益

o 人脈關係：擴大會員的本地和國際網絡

o 活動：每年為會員組織500多場活動

o 商業服務：商業文件服務、員工培訓、活動管理和場地租賃

地址：香港金鐘金鐘道95號，統一中心22層

電話：+852 2529 9229

電郵： chamber@chamber.org.hk

網站：www.chamber.org.hk/en/index.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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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2

重點企業協會（第3/3部分）

協會 信息與聯繫方式

香港中華總商會

成立年份：1900

目的/目標：

• 促進工商業和香港繁榮。

• 保障香港工商界的權益。

• 參與公共事務並反映工商界的觀點。

• 發展國際和區域交流，以促進經濟合作。

地址：香港中環幹諾道24-25號4層

電話：+852 2525 6385

電郵： cgcc@cgcc.org.hk

網站：www.cgcc.org.hk/zh/index.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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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3

初創/孵化資金計劃（第1/3部分）

有關更多信息，請參考以下鏈接 (www.hkstp.org/zh-hk/how-we-serve/investment/HKSTP-Ventures/), 
(www.hkstp.org/zh-hk/how-we-serve/incubation-programmes/incu-tech/), (www.hkstp.org/zh-
hk/how-we-serve/incubation-programmes/incu-bio/). 

計劃 目的 資格 涵蓋範圍

科技企業
投資基金
（CVF）

• 支持技術初創企業
的潛在投資

• 由香港科技園公司
（HKSTPC）資助

• 在香港註冊的科技創業
公司，包括HKSTP培
育公司、孵化計劃的畢
業生和當前的科學園租
戶

• 滿足特定條件的情況下，指
定用於種子階段到A輪融資
階段的企業

科技創業
培育計劃

• 支持從事電子/綠色
技術/ ICT /材料和
精密工程行業研究
和開發差異化解決
方案的技術創業公
司

• 由HKSTPC資助

• 在申請日期之前成立不
超過兩年的香港註冊技
術創業公司

• 提交申請時，創始團隊
成員必須擁有公司50
％以上的股份

• 工作場所
• 技術支持
• 商業支持
• 經濟援助計劃

生物科技創業
培育計劃

• 從不同角度支持香
港的生物醫學科技
初創企業

• 由HKSTPC資助

• 根據《公司條例》在香
港註冊成立的科技有限
公司

• 關於成立日期、研發重
點領域、許可和人員的
某些要求也應滿足

• 經濟援助計劃
• 共同工作環境
• 實驗室支持與服務
• 商業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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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3

初創/孵化資金計劃（第2/3部分）

有關更多信息，請參考以下鏈接 (www.hkstp.org/zh-hk/how-we-serve/incubation-programmes/incu-
app/)，
(www.cyberport.hk/zh_tw/about_cyberport/cyberport_youth/cyberport_creative_micro_fund/hong-
kong-programme)。

計劃 目的 資格 涵蓋範圍

網動科技創業
培育計劃

• 支持電子/綠色技術
/ICT/材料和精密工
程行業的公司

• 由HKSTPC資助

• 在香港註冊的科技創業
公司，成立於兩年內；
如果申請人是科技企業
家計劃（STEP）的當
前成員或畢業生，或者
最初在海外註冊，則成
立時間可以在三年內

• 創始人必須（合法並受
益）集體持有至少51
％的申請公司股份

• 工作場所
• 技術支持
• 商業支持
• 經濟援助計劃

數碼港創意
微型基金

（CCMF）

• 財務上支持高潛力
的數碼科技創業項
目和商業構想

• 由香港數碼港管理
有限公司資助

• 香港永久性居民身份證
持有人或非香港永久性
居民身份證持有人（如
果公司在香港註冊並成
立）

• 個人申請者的主申請人
必須是香港永久性居民
身份證持有人，並且在
申請截止日期之前年齡
在18至35歲之間

• 成功申請者可在6個月內獲
得港幣10萬元的資助，以
提供概念和原型的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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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3

初創/孵化資金計劃（第3/3部分）

有關更多信息，請參考以下鏈接
(www.cyberport.hk/zh_tw/about_cyberport/cyberport_entrepreneurs/cyberport_incubation_program
me), (www.cyberport.hk/zh_tw/about_cyberport/cyberport_macro_fund), (www.hkstp.org/zh-hk/how-
we-serve/pre-incubation/science-and-technology-entrepreneur-programme/).

計劃 目的 資格 涵蓋範圍

數碼港培育計劃

• 為數碼科技相關公
司提供財務支持

• 由香港數碼港管理
有限公司資助

• 在香港註冊並成立的有
限公司，並有可行的商
業計劃，產品/服務解
決方案可在12到18個
月內推向市場

• 足夠的資金，或計劃籌
集足夠的資金以在加入
至少一年後營運

• 在24個月內提供最高港幣
50萬元的支持

• 一系列業務和專業服務
• 培育公司可以在數碼港現場

或在自己的場所外參與計劃

數碼港投資創業
基金（CMF）

• 為數碼科技相關公
司提供財務支持

• 由香港數碼港管理
有限公司資助

• 在香港營運的可擴充數
碼科技公司，是數碼港
其他計劃的培育公司或
畢業生，數碼港
Smart-Space公司或數
碼港辦公室租戶

• 數碼港每位被投資方的累計
投資在港幣100萬元至
2,000萬元之間

科技企業家計劃
（STEP）

• 資金和技術上支持
以技術為中心的企
業家

• 由HKSTPC資助

• 18歲或以上的香港身
份證持有人；

• 在香港成立少於一年的
公司；或

• 在計劃開始之前在香港
成立並註冊公司的團隊
申請人

• 科技園公司的全方位支持，
使他們掌握了開展新企業的
基本技能，包括商業模式設
計和投資培訓，甚至是關於
如何提升創新產品的概念和
技術開發的指導

• 在為期12個月的計劃中，
港幣10萬元的種子資金和
一個合作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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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3

研究與發展（R＆D）資助計劃（第1/3部分）

有關更多信息，請參考以下鏈接 (www.itf.gov.hk/l-tc/TVP.asp), (www.itc.gov.hk/ch/funding/itvf.htm), 
(www.itf.gov.hk/l-tc/GSP.asp).

計劃 目的 資格 涵蓋範圍

科技劵計劃
（TVP）

• 在財務和技術上支
持本地非上市企業
使用技術服務和解
決方案來提高生產
力，或者升級或轉
換其業務流程。

• 由創新科技署（ITC）
資助

• 在香港經營業務的各種
規模非上市企業

• 最高資助額為港幣40萬元
• 每個實體最多可以擁有四個

已批准的項目

創科創投基金
（ITVF）

• 支持本地創科初創
公司

• 由ITC資助

• 過去7年內根據《公司
條例》在香港註冊成立
的本地創科初創公司，
其自身或子公司從事I
＆T業務，僱員總數少
於250名

• ITVF將以約1：2的對等投
資比率投資於在香港有足夠
業務的創科初創公司（本地
I＆T初創公司）。

一半支援計劃
（GSP）

• 一般支持創科行業
的組織和公司

• 由ITC資助

• 申請人必須是香港的組
織，例如非牟利性貿易
或行業協會或商會、公
共機構、慈善組織、當
地大學或其他高等教育
學院、區議會或根據
《公司條例》成立的本
地非法人或非法人公司

• 從所有權或管理上與申請組
織無關的私人公司和/或其
他捐款來源提供不少於項目
總成本10％的讚助

• 如果申請者不是私人公司，
則申請者本身或其關聯方提
供的捐款也將被接受為該項
目的讚助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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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3

研究與發展（R＆D）資助計劃（第2/3部分）

有關更多信息，請參考以下鏈接 (www.itf.gov.hk/l-tc/RP.asp), (www.itf.gov.hk/l-tc/TTS-PH.asp).

計劃 目的 資格 涵蓋範圍

研究員計劃(前
稱實習研究員計

劃)

• 支持創科行業的組
織和公司

• 由ITC資助

• 承擔由創新及科技基金
（ITF）資助的研發項
目的組織或公司，包括
研發中心，指定的當地
公共研究機構，可以申
請資助，以使創新及科
技基金研究員計劃
（RP-ITF）的研究人員
參與其中以協助ITF項
目

• 由ITF資助進行研發項目的
組織從本地大學招募畢業生
作為研究人員以協助研究項
目，每月津貼最高為港幣
18,000元（具有學士學位的
畢業生）或港幣21,000元
（具有碩士學位的畢業生）

• 每個ITF項目均可同時吸引
多達2位研究人員。

• 每個研究人員的最長參與期
為36個月

博士專才庫

• 支持創科行業的組
織/公司

• 由ITC資助

• 組織/公司開展由ITF資
助的研發項目，可以申
請資金以招募博士後人
才以協助研發項目

• 每個ITF項目可以一次僱用
最多2位博士後

• 每個博士後的最長聘用期為
36個月

• 每個博士後的最高月津貼為
港幣32,000元

• 有關的博士後人才必須擁有
本地大學或公認的非本地機
構在科學、技術、工程和數
學（STEM）相關學科的博
士學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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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3

研究與發展（R＆D）資助計劃（第3/3部分）

有關更多信息，請參考以下鏈接 (www.itc.gov.hk/ch/funding/pag.htm), (www.itf.gov.hk/l-
tc/CRS_app_guide.asp), (www.itf.gov.hk/l-tc/TTS-RTTP.asp).

計劃 目的 資格 涵蓋範圍

專利申請

資助計劃

• 資助當地公司和個
人申請專利

• 由ITC資助

• 以往從未在任何國家或
地區擁有任何專利的本
地註冊公司、香港永久
居民或准予逗留本港不
少於七年的香港居民

• 每項獲批申請的最高資助額
可達港幣25萬元，或專利
申請直接費用(包括專利檢
索和技術評審費用)及由生
產力局收取的行政費用(約
相等於專利申請直接費用的
20%)總額的90%，以金額
較低者為準。

投資研發現金

回贈計劃

• 資助研發行業的項
目

• 由ITC資助

• 創新及科技基金（ITF）
項目；以及

• 合作項目：研發項目完
全由公司資助，並與指
定的當地公共研究機構
合作進行

• 相當於公司支出40％的現
金回贈

再工業化及科技
培訓計劃
（RTTP）

• 提供財政支持本地
公司，特別是與工
業4.0相關的公司

• 由ITC資助

• 按《商業登記條例》
(第310章) 在香港登記

• 是非政府及非受資助機
構；以及

• 被推薦的僱員為香港永
久性居民，並具有該高
端科技所需的背景 / 相
關經驗。

• 每間公司每一個財政年度來
自RTTP的資助上限為港幣
50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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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3

融資和擔保資助計劃

有關更多信息，請參考以下鏈接
(www.hkmc.com.hk/chi/our_business/sme_financing_guarantee_scheme.html),
(www.smefund.tid.gov.hk/tc_chi/sgs/sgs_objective.html).

計劃 目的 資格 涵蓋範圍

中小企融資擔保
計劃（SFGS）

• 資助所有行業的中
小企業

• 由香港按揭證券有
限公司資助

• 根據《商業登記條例》
（第310章）在香港註
冊，並且必須在擔保申
請之日在香港至少經營
1年，並具有良好的還
款記錄。

• 上市公司、貸款機構和
貸方的關聯公司不符合
條件

• 根據該計劃，最高貸款額為
港幣1,200萬元，最長貸款
期限為5年

• 可以同時提供定期貸款和循
環信貸，不限制兩種類型的
貸款之間的比例，但要對資
金的使用有所限制

中小企業信貸保
證計劃（SGS）

• 資助所有行業的中
小企業

• 由工業貿易署
（TID）資助

• 根據《商業登記條例》
（第310章）註冊並在
香港進行實質性業務營
運

• 為會員提供服務並擁有
會員專用俱樂部場所的
中小型企業

• 貸款機構及其聯繫人不
符合條件

• 中小企業的擔保額為核准貸
款的50％，最高為港幣600
萬元

• 該擔保可用於為商業設施和
設備或營運資金或兩者結合
獲得貸款，最長期限為5年

• 在滿足某些條件的情況下，
中小企業可能有資格再獲得
一次相應的擔保額，最高額
度為600萬美元

小型貸款計劃

• 為新成立的自顧纓
營商提供財政支持

• 由香港按揭證券有
限公司資助

• 所有根據《商業登記條
例》（第310章）在香
港註冊並在香港有實質
性業務的非上市企業

• 微型企業創業及自僱貸款最
高港幣30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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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3

市場開發/業務升級資助計劃

有關更多信息，請參考以下鏈接 (www.smefund.tid.gov.hk/tc_chi/emf/emf_scope.html),
(www.bud.hkpc.org/)。

計劃 目的 資格 涵蓋範圍

中小企業市場推
廣基金（EMF）

• 在財政上支持所有
行業的中小企業進
行出口營銷

• 由TID資助

• 根據《商業登記條例》
（第310章）在香港註
冊的中小型企業

• 申請人應在香港有實質
性業務營運

• 申請人不應是申請書涵
蓋的出口促進活動的組
織者、服務提供者或組
織者的相關公司或服務
提供者

• 由表現良好的組織舉辦的某
些出口促進活動（包括但不
限於在香港和國外的貿易展
覽會/商務代表團、改善公
司網站/移動應用程序等）
的補助金

• 累計補助額不得超過現行累
計補助上限，關聯企業被視
為一個企業

BUD專項基金

（內地計劃及自
貿協定計劃）

• 資助所有行業的非
上市企業

• 由TID資助

• 所有根據《商業登記條
例》（第310章）在香
港註冊並在香港有實質
性業務的非上市企業

• 企業累計資助上限為港幣
400萬元（最多40個項目）

• 每項目的資助上限為港幣
100萬元

• 首期撥款可高達核准政府資
助額的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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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3

環保資助計劃

有關更多信息，請瀏覽環境保護署網站或查詢以下鏈接 (www.recyclingfund.hk/tc/application_esp.php),
(www.recyclingfund.hk/tc/application_esp_ssp.php).

計劃 目的 資格 涵蓋範圍

回收基金，企業
資助計劃

• 為回收行業的企業
提供財政支持

• 由環境保護署
（EPD）資助

• 持有有效商業登記證，
根據香港法律註冊並從
事實質性業務的企業

• 申請人在向回收基金提
交申請之前，應該已經
從事與回收相關的業務
並擁有至少一年的良好
業績記錄

• 資助不超過已批准支出的
50％

• 每家企業的最高累計資助上
限為港幣500萬元

• 企業最多可以有3個批准的
項目

• 所有批准的項目應在2年內
完成。

回收基金，針對
小型標準項目的
企業資助計劃

• 幫助回收行業的企
業實施SSP類型1
（培訓勞動力、改
善職業安全與衛生、
增強能力等）和
SSP類型2（採購小
型設備、硬件，用
於增強可回收材料
加工和收集的機械
等）項目

• 由EPD資助

• 持有有效商業登記證並
根據香港法律註冊並從
事實質性業務的企業

• 申請人在向回收基金提
交申請之前，應該已經
從事與回收相關的業務
並擁有至少一年的良好
業績記錄

• 每項小型標準項目申請的資
助上限為港幣15萬元，或
核准項目總開支的50％，
以較低者為準。

• 每個小型標準項目應在12
個月內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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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4

香港的大學（第1/2部分）

大學 概述

香港大學

• 成立於1911年（香港最古老的大學）

• 在2020年QS世界大學排名中排名第25位

o 牙科專業連續第二年排名第一

o 教育專業排名第9

o 土木與結構工程專業排名第9

o 建築專業排名第10

o 語言學排名第10

o 社會政策與管理排名第10。

• 課程包括：本科和研究生課程。

香港理工大學

• 成立於1937年

• 在2020年QS世界大學排名中排名第91位。

• 2016年將近96％的理大學位畢業生找到了工作或繼續深造

• 課程包括：本科和研究生課程

• 課程涵蓋以下領域：應用科學、商業、計算機、建築與環境、設計、工程、時
裝與紡織品、健康科學、酒店和旅遊管理、人文、語言和文化以及社會科學

香港浸會大學

• 成立於1956年

• 在2020年QS世界大學排名中排名第261位

• 課程包括：本科和研究生課程，以及研究碩士和博士研究課程

香港中文大學

• 成立於1963年

• 在2020年QS世界大學排名中排名第46位

• 獨特的大學體系：香港唯一一所大學可以提供9個學院的大學體系。

• 課程包括：本科課程和研究生課程。

嶺南大學

• 成立於1967年

• 在2020年QS世界大學排名中排名591-600位

• 香港第一所開設通過志願者活動幫助學生與慈善機構和社區分享知識及專業技
能的服務的大學

• 課程包括：本科和研究生課程

香港樹仁大學

• 成立於1971年

• 香港第一所私立大學

• 課程包括：本科和研究生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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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4

香港的大學（第2/2部分）

大學 概述

香港恆生大學

• 成立於1980年

• 香港第二所私立大學

• 課程包括：本科和研究生課程

香港公開大學

• 成立於1989年

• 2017年香港最佳大學民意排名第8位

• 課程包括：本科和研究生課程

香港科技大學

• 成立於1991年

• 2020年QS世界大學排名第32位

• 在《金融時報》2018年EMBA排名中名列全球第一（凱洛格-科大EMBA課程）
（2007年、2009-2013年、2016-2018年共9次全球排名第1位）

• 2019年QS聯合EMBA排名全球第一（凱洛格-科大EMBA課程）

• 課程包括：本科和研究生課程

香港城市大學

• 成立於1994年

• 在2020年QS世界大學排名中排名第52位

• 課程包括：本科和研究生課程。

• 課程涵蓋以下領域：全球商業、社會工作、英語學習、傳媒、環境政策、應用
物理學

香港教育大學

• 成立於1994年

• 在QS世界大學排名教育專業排名第20位

• 課程包括：本科和研究生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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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5

香港的學院/高等教育機構

學院/高等教育機構 概述

明愛專上學院

• 全人教育，貫徹天主教辦學理念

• 課程包括：學士學位、銜接學位和聯合銜接學位、副學位、專業文憑、文憑、
證書和其他短期課程

明德學院 • 香港大學成立的自負盈虧學院

香港珠海學院
• 香港最古老的私立學院

• 課程包括：本科和研究生課程

宏恩基督教學院
• 成立於2015年

• 課程包括：學士（榮譽）課程、高級文憑和文憑。

港專學院 • 課程包括：學士和碩士學位、高級和專業文憑、文憑和毅進文憑。

香港演藝學院

• 成立於1984年

• 香港唯一一家專門研究表演藝術人才的公共機構，也是香港藝術領域最高的學
術機構

• 課程包括：學士和碩士學位、學士（榮譽）學位、高級文憑和文憑

香港能仁專上學院 • 課程包括：學士（榮譽）學位、高級文憑和文憑

香港高等教育科技學

院

• 香港職業訓練局轄下的高等教育機構

• 課程包括：學士（榮譽）學位、專業文憑和文憑

東華學院 • 課程包括：學士（榮譽）學位、高級文憑、文憑和證書

香港伍倫貢學院 • 課程包括：副學士和學士學位，以及通識教育文憑

耀中幼教學院
• 香港第一所學院，專注於幼兒教育

• 課程包括：學士（榮譽）學位、高級文憑和文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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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RS 三跑道系統

AMC 先進製造業中心

APA 預先定價安排

ASA 航空服務協議

ASEAN 東南亞國家聯盟

ASMTP 輸入內地人才計劃

BEPS 侵蝕稅基及轉移利潤

BUD專項基金 發展品牌、升級轉型及拓展內銷市場的專項基金

C&ED 香港海關

CbCR 香港國別報告

CE 特首

CO 產地來源證

DTA 雙重徵稅協議

DTH 數據技術中心

EPD 環境保護署

FDI 外商直接投資

FR 工廠登記

FTA 自由貿易協定

GDP 國內生產總值

GEP 一般就業政策

專用術語 –第1節至第10節
操作及環境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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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KAS 香港認可處

HKCTC 香港檢測和認證局

HKD 港元

HKFRS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HKHS 香港貨物協調制度

HKIA 香港國際機場

HKICPA 香港會計師公會

HKPC 香港生產力促進局

HKSAR 香港特別行政區

HKSTP 香港科學園

HKSTPC 香港科技園公司

HKTDC 香港貿易發展局

HS 協調制度

I&T 創新科技行業

ICT 信息和通信技術

IFRS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

IoT 物聯網

IP 知識產權

IRD 稅務局

ITB 創新及科技局

ITF 創新及科技基金

LPI 物流績效指數

MOOC 大規模在線公開課程

MoU 諒解備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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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PF 強制性公積金

OECD 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

OGP 原授標準專利

PAG 專利申請資助計劃

PH 博士專才庫

PolyU 香港理工大學

QMAS 優秀人才入境計劃

R&D 研發

RCC 機械人技術促進中心

RTTP 再工業化及科技培訓計劃

S&T 科技

SME 中小型企業

SMW 法定最低工資

STEM 科學、技術、工程和數學

STI 科技創新

TechTAS 科技人才入境計劃

TEU 集裝箱標準箱

TID 工業貿易署

USD 美元

VAT 增值稅

VTC 香港職業訓練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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