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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毅超：發揮優勢把握大灣區機遇
香港回歸祖國後，創
科事業被提上議事日程，
習近平總書記的無比關心和重視，讓多年裹
足不前的香港創科迸發出空前活力，進入發
展快車道。其中的佼佼者香港科技園的變
化，充分印證了 一國兩制 下香港創科發
展的獨特優勢。
在香港回歸祖國 周年之際，香港科技
園迎來 周年。科技園主席查毅超十分感慨
地對《大公報》表示，習近平總書記一直關
心香港創科，《十四五規劃》明確支持香港
建設國際創新科技中心，以及更好融入國家
發展大局，深化內地與香港的創科合作。
這是新時代的發展旋律，這是科學界的春
天，科技園定必加倍努力，不負國家所託，
打造經濟轉型新引擎，譜寫未來新篇章。
大公報記者 湯嘉平（文） 盧剛昌（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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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湯科技由初創公司發展成為市值
2000億港元的上市公司。

香港創科
新里程

數看科技園

﹁

▶科技園主
席查毅超認
為，創科將是香
港經濟發展的重要
引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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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逾870成功從培育計劃畢業的企業
獨角獸企業數量：2（Lalamove和SmartMore）

香港科技園園區公司分類

電子技術及
傳感器

金融科技

9%

25%

軟件及通訊科技

16%

貿易及物流 4%

行業分類

6%

12%

旅遊及酒店 1%

創意及文化 4%

機械人及
自動化科技

人工智慧及
數據分析

建築 3%

教育 4%

4%
先進材料 6%
其他

生物科技

22%

微電子 7%
金融服務 9%
地產建設 9%

生物醫藥及
醫療保健

30%
其他

17%

能源及環境 12%
（以上數據截至2021年9月30日）

（以上數據截至2021年9月30日）

孕育獨角獸商湯市值2000億
科技園的獨角獸威名遠
播，商湯科技（SenseTime）
就是其中之一。商湯科技香
港公司總經理尚海龍對大公
報記者表示，商湯自2014年底在科學園
創業以來，經過七年半的發展，已經完成
了一家由初創公司到獨角獸、從獨角獸到
2000 億 港 元 市 值 的 上 市 公 司 的 發 展 歷
程。 「商湯的成功，離不開國家的支
持！」

創科
奇跡

融入灣區發展 貢獻國家所需
「香港孕育獨角獸是從2015年後才逐
步發展的，特別是2018年習近平總書記對
香港建設國際創科中心的重要指示發表後，
香港的創科發展才駛上了快車道。」 尚海龍
解釋，這在之後的幾年間，出現了創科 「香

港奇跡」 。
和支持，是我們成功的關鍵，我
尚海龍指出，香港回歸以來
們十分感動！」 尚海龍表示，一
孕育的獨角獸企業數量不少，這
定要牢記總書記的殷切期望，堅
也與香港的獨特優勢有關。他總
持原創、做中國人工智能原創科
結出三個特色：
技的一面旗幟，積極推動創科生
1. 大學孵化＋師徒創業模式，
態的繁榮以及融入大灣區發展，
例如商湯、大疆、思謀，這體現
將香港所長貢獻國家所需，在此
▲商湯科技香
了硬科技創業需要深厚的積澱。
過程中壯大企業本身。
港公司總經理
2. 香港創新＋境內外市場模
問及商湯科技下一步的發展
尚海龍。
式，例如Lalamove、快狗打車
計劃，尚海龍表示，商湯科技在
等，體現了香港的創新只有和廣大內地、海
半年前已從獨角獸發展成為上市公司，邁向
外市場結合，才有成功機遇。
新階段後，商湯將進一步密切與香港平台研
3. 資 本 運 營 ＋ 國 際 合 作 ， 例 如
發、內地應用落地的合作，透過智算中心
Animoca Brands，體現了香港作為國際
AIDC大裝置賦能四大行業板塊，將物理世
金融中心，有機會透過金融中心與創科中心
界和數字世界無縫對接，提供更為良好的應
的雙循環，推動香港經濟的轉軌。
用體驗。
「習近平總書記對香港創科發展的關心
大公報記者湯嘉平

中央支持至關重要
科技創新界立法會議員邱達根：
習近平總書記心繫香港，關心香港創
科發展，給了科研人士十足的信心。
近五年來，國家陸續提供科研基金
「過河」 、發展粵港澳合作的新型研
發機構等支持；特區政府亦在總書記
的指引下，投資超過1500億港元於
本港創科發展。 「正是因為總書記的重視和支持，香港
才能由零開始，在短短5年間孕育出18隻獨角獸企
業。」
香港發展創科現在還處於初步階段，中央的長期支
持對後面的發展至關重要。近年來，國家促進港澳和內
地創新鏈交流，令兩地優勢互補。

創科界有

身處其中的科技園主席查毅超對創科發展深有感觸，他表示，
總書記為香港創科吹響進軍號角，過去五年香港投資創科超過1500
億元，創科界熱情高漲。香港科技園一直建構的創科生態已取得進
展。過去四年，科學園內的園區公司，獲投資案例超過220宗，以
倍數上升，籌得超過700億港元。 「香港科技園創投基金」 ，用作
支持不同融資階段的本地初創，現時資產管理規模已增至6億港
元，投資了23家科技企業， 「我們每投資1元就吸引外間投資16元
投資，反映我們的科技企業極具投資價值。」 此外，香港的獨角獸
亦不斷增長，上市公司商湯科技、獨角獸Lalamove，以及思謀科
技，都是科技園的園區公司。
在邁向工業化4.0的道路上，查毅超說，科技園早幾年開始就完
善創科生態圈進行規劃，決定重新定位三大工業邨為 「創新園」 ，
推動 「由研發到創新製造」 ，幫助本地傳統工業升級轉型，支援新
興先進製造業發展。而再早幾年，科技園在創新園多個推動 「再工
業化」 的重要基建相繼落成，包括近期開幕的先進製造業中心
（AMC）。AMC是亞洲首個跨行業、融合自動化及智慧物流服務
的先進生產設備，一站式支援大、中、小型先進製造企業。他說，
這些一系列的基建，都能幫助企業升級轉型，做到 「香港創新、設
計和製造」 。
查毅超表示，習近平總書記一直關心香港創科的發展，科技園
定必加倍努力，不負國家所託，充分利用香港在本地研發、創新製
造及國際金融中心三大獨一無二的創科優勢，把握好粵港澳發展機
遇。他續指，創科將會是、必定是香港第二
個經濟發展的重要引擎。
他透露，香港科學園深圳分園預計於
2022年內落成，分園總面積31,000平方米。
「深圳分園接近大灣區市場，相信可以吸引
企業及人才 『過河』 ，讓有興趣開展大灣區
掃一掃 有片睇
業務的創科人率先落戶。 」

科技園內企業起源地的國家和地區數目：22

▲將軍澳創新園的先進製造
業中心（AMC），設有全自
動機械設備處理工作，助力
香港再工業化。

科技分類

科技園積極推動再工業化

逾11,000名研發人員

（以上數據截至2022年4月30日）

國家支持 港創科迎來春天
事實上，香港創科發展多年，進展不大，直到五年前，香港創
科才迎來真正的春天。2017年6月，由香港地區首位中國工程院院
士、香港大學榮譽教授陳清泉牽頭，本港24位中國科學院院士、中
國工程院院士聯名給習近平總書記寫信，表達報效祖國的迫切願望
和發展創新科技的巨大熱情。
習近平總書記對此高度重視，迅速作出重要指示，迅速解決了
科研經費過河等問題，國家科研項目經費過境香港使用、科研儀器
設備入境關稅優惠等一系列政策相繼出台。
陳清泉教授在接受《大公報》訪問時表示： 「總書記的回信，
給香港科技發展帶來了翻天覆地的變化」 。截至去年底，批給本港
院校及科研機構的 「過河資金」 已達6.2億元人民幣，涉及310個研
發項目，參與建立19個粵港澳實驗室及建立兩個實驗室的香港分支
機構。國家亦開放 「優秀青年科學基金項目」 予港澳學者申請，計
劃在2025年建成約40家粵港澳聯合實驗室等，促進兩地科研合作，
本港創科發展將如虎添翼。
與此同時，國家在政策上的扶持亦不遺餘力。《粵港澳大灣區
發展規劃綱要》強調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國家 「十四五」 規劃
更明確表明支持香港建設國際創科中心；支持發展粵港澳新型研發
機構則列入了《全面深化前海深港現代服務業合作區改革開放方
案》；香港推出 「北部都會區」 大計，正是順應創科發展大潮的長
遠策略。河套區、前海、南沙等創科發展平台先後建立，亦是國家
支持的體現。這一切正如陳清泉所言，都是習近平總書記大力支持
的結果。

逾1,100創新科技企業（分布科學園、創新中心和創新園）

香港上市公司數量：1（SenseTime）

﹂

1997年10月，時任特首董建華在上任後的第一份施政報告中，
公布政府將在新界沙田白石角建立科學園。2002年6月27日，行政
長官董建華出席香港科學園揭幕典禮。他在致辭時表示，香港經濟
需要作出重要的、根本的、深入的和前所未有的轉型，而推動創新
科技，讓香港經濟走向高增值，切合經濟全球化、國際市場激烈競
爭和科技廣泛應用所需，此乃大勢所趨。
之後，科技園等機構在良好的創科氣氛下發展迅速，與科技園
相關的政策亦多次出現在歷任特首的施政報告中。例如，梁振英在
其施政報告中，提出支持香港科技園公司在科學園旁邊興建一座
「創新斗室」 。此外，他更於2015年設立 「創新及科技局」 ，着力
發展創科。
林鄭月娥在2017年的首份施政報告亦提出在香港科學園建設兩
個創新平台的重點舉措，即 「InnoHK創新香港研發平台」 ，為此獲
得立法會通過撥款100億元。
第六任行政長官李家超亦大聲疾呼 「無創科、就無未來」 ，兩
個月前他到訪科學園時，讚揚每位在科學園工作的科研人員以及創
新者活力充足，有很高士氣。他把 「創新及科技局」 改名為 「創新
科技及工業局」 ，更加關注推動香港工業朝工業化4.0的方向轉型。

逾17,000名成員

Say

發展數字化經濟
中國銀行（香港）有限公司首席信息官鄭松岩：
習近平總書記提出要支持香港成為國際創新科技中
心，展示了中央對香港的高度重視。香港要保持國
際金融中心的地位，發展數字化經濟是必要的途
徑，而創科的蓬勃發展和普及應用是發展數字化經
濟的基石，香港必須緊緊抓住這個難能可貴的機
會。
香港地方小，地價租金貴，生活成本高，制約了香港創科產業的
發展和人才的吸引，因而香港要充分發揮與大灣區融合的優勢突破這
些制約。現時香港創科處在快速發展期，但還需更進取一些，才能持
續站在國際的前列。在總書記的帶領下，未來香港創科將向前端科研
和業界應用雙線並行發展，為國家吸引尖端科研人才，同時發展數字
化領先的國際金融中心和宜居的智慧城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