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 匯 專 題A9
◆責任編輯：曾浩榮

科學園欠近30萬呎實驗室樓面

◆麥騫譽指，由於租金昂貴，現時租用5,000方呎樓面已面臨很大壓力，因此不敢在香港隨
便擴充，希望政府可為企業提供低廉租金或者租務優惠。 資料圖片

中共二十大報告指出，必須堅持科技是第一生產力，要深入實施科教興國戰略。

香港特區政府新一份施政報告，將「北部都會區」定位為「國際創科新城」，並提

出進一步與深圳對接的構想，推動香港更好地融入國家發展大局。發展科研，除資

金的投入及人才匯聚之外，有創科公司指出，充足的產業園用地、適合的樓面等硬

件設施配套同樣重要，期望特區政府能提供足夠的樓面及廉宜的租金。

業界期望特區政府加快落實河套「港深創新及科技園」及「新田科技城」這兩大項目，合共提供約8,395.9萬方呎樓

面，相當於19.5個科學園，屆時本港的總創科樓面將逾1億方呎，較現時連同科學園、數碼港等在內的本港共約1,800萬

方呎的創科樓面，增加近5倍，相信能彌補過去的不足，助力香港創科行業起飛。 ◆香港文匯報記者 黎梓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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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產各類機械人、機械臂的初創公司路邦科
技，公司聯合創辦人麥騫譽對國家重視科

技自立自強感到欣喜，但他對創科企業目前面
對的租金成本感到憂慮。他向香港文匯報記者
表示，香港的創科研發有不少是平台經濟、平
台科技、金融科技等，這些企業佔用空間較
少，因此租金壓力不高，但是對於一些深度研
發、涉及較大型實驗的公司，例如他們，至少
租用動輒過千呎的地方，這個租金成本對於初
創企業而言，就有較大壓力。

土地問題限制生產線投資
麥騫譽指，除了研發，生產及組裝也是一個相
當佔用地方的部分，特別是組裝機械人。他透
露，公司在數碼港合共租用大約5,000方呎樓
面，假設要組裝180台機械人的話，單是存放零
部件，就能把5,000方呎的整個樓面堆滿，更不
用說組裝及測試產品，如果要同時滿足存放零件
以及組裝需要，則至少多3倍樓面才能做到。
但香港土地資源珍貴，單單是租用這5,000方

呎樓面已面臨很大壓力，因此麥騫譽無奈指，
寧願「坐迫啲」，也不敢在香港隨便擴充。他
透露，為更好善用地方，香港辦事處主要負責
軟件開發及機械人設計，公司另在內地租用廠
房用作生產，而產品測試就只好向數碼港借用
公共地方，只能這樣兼顧效率及成本。
麥騫譽又表示，公司除了研發機械人及傳感器

外，未來會研發養老、環保以及智慧城市等科
技，公司將會在大埔科學園增設辦事處，計劃合
共在數碼港及科學園租用約一萬呎地方，其中會
跟國企華創合作，在科學園共建研發中心。據
悉，在數碼港及科學園租用辦公室每呎租金大約
30元，每呎管理費大約6至7元，以路邦科技計
劃合共租用1萬方呎為例，則每年的租金及管理
費支出就高達432萬元或以上。

盼有租金優惠助企業擴張
他提到，租金成本對於創科企業來說是一項
非常重要的問題，即使創科空間大了數倍，但
租金不變的話，創科企業很可能只會考慮租用
同一樓面面積而非擴張，變相局限了香港的創
科事業發展，他希望政府可為企業提供低廉租
金或者租務優惠。
對於「北部都會區」願景中提到在落馬洲河

套區興建「港深創新及科技園」，以及在
新田興建「新田科技城」，麥騫譽對此
非常支持，認為上述政策將大幅增加
香港的創科樓面，能吸引優秀企業
及人才來港落戶，亦能鼓勵香港
年輕人投身創科事業。
麥騫譽期望，將來「港深創
新及科技園」以及「新田科
技城」，都可以有成熟的工
業4.0配套以及足夠的實
驗場景設置，包括可用
作無塵實驗室的場
地。他指，現時企業
想使用無塵實驗室的話，
一般要透過新式工廈改裝，
或者借用大學實驗室，兩者不
論是成本或者自主性都很不理
想。另外，他建議新發展區應該要
撥出足夠的空間，讓創科企業存放
危險品，以及提供更大更廣闊的公用
地方，能用作測試大型機械產品，最好
連無人車也可以測試到，讓香港的創科發
展更多元化。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黎梓田）目前香港的
科技基礎建設，主要由香港科學園、數碼港
以及5所研發中心提供，而2020年全球創新
指數的基礎建設排名中，香港在132個經濟體
中名列第六。根據資料，香港科學園目前有23
幢大樓，提供約430萬方呎的總樓面面積，主
要為研發設施及實驗室，以及辦公室等配套
設施，涵蓋約900間科技企業；而數碼港則
有4幢辦公室大樓，共提供總樓面約128萬
方呎，亦雲集接近900間數碼科技公司。

樓面緊缺 限制科企擴充
如計及科技園公司旗下的將軍澳工業邨的

數據技術中心DT Hub、將軍澳工業邨先進
製造業中心，以及明年落成的元朗工業邨的
微電子中心，香港用作創新科技事業的總樓
面面積合共有接近1,800萬方呎。

雖然香港在全球創新指數的基礎建
設排名中名列前茅，但事實上，

接近1,800間創科企業大部
分都集中在香港科學

園 以 及 數 碼
港，在這

一共558萬方呎空間裏，每個企業平均分得的
面積只有3,100方呎，這尚未扣除公用面積。
要聘請員工壯大團隊的話，30人左右就會坐
滿，更遑論研發、存放、生產所需的佔地。
在今年6月份，立法會工商事務委員會在
討論香港科學園與創新園的最新發展中更提
到，科學園區內提供約73.2萬方呎的可租用
濕實驗室空間，包括去年12月完成把科學
園內一幢現有辦公室大樓改建為濕實驗室，
新增約9.69萬方呎的可租用濕實驗室空間。
然而根據一項2020年中的調查，上述改建

工程進行後，實驗室空間的短缺仍有接近
29.06萬方呎。
不過，「北部都會區」正好能補足創科空間
不足這一大短板，根據資料，「港深創新及科
技園」以及「新田科技城」將分別提供約1,291.6
萬方呎以及7,104.2萬方呎的總樓面面積，
合共高達約8,395.9萬方呎的創科空間，連同
香港科學園、數碼港本身的總樓面面積以及
擴建部分，預料創科空間將大大增加至超過
1億方呎，較現時的1,800萬方呎增近5倍，
料在一段時間可滿足香港的創科公司需要。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黎梓田）創科辦公室與一般
辦公室有何分別呢？香港測量師學會建築政策小組
主席何鉅業表示，涉及到機械、動力裝置生產企
業，即所謂「硬科技」創科公司，對工作場所要求
有別於一般公司，建築物承重、層高、電力及通
風，甚至貨都須要配合到。香港目前只有少數的
地方，例如大埔科學園、將軍澳工業區個別經改裝
的生產基地符合有關要求

創科需要不同類型空間
何鉅業指，香港不只需要空間，還要有不同類型

的空間，例如多層大廈空間，甚至是超高樓底的空
間，以供不同實驗室或機械使用，而且一個產品涉
及上游及下游，每個生產環節、生產部件，最好都
應該聚在一起，形成生態圈，這樣才能完整提升香

港的科創實力，他相信「港深創新及科技園」以及
「新田科技城」有條件可以做到這一點。
何鉅業又指，除了提供空間之外，留住人才也是

發展創科事業的重點。他認為，香港要提供一個好
的生活空間，或者有一個吸引的城市發展模式，而
「北部都會區」的發展模式有很大的塑造空間，其
發展模式亦應不同於一般新市鎮的發展，單純為了
居住而居住的話，就無法吸引並留住人才。
何鉅業提出，「北部都會區」的發展模式應該

做到集合國際化、有活力、繁華、便利、低密度
發展於一身的大型綜合體，而每個區都有一個發
展主題，並輔以內部交通系統打通每個區域。另
外，「北都」亦應有適當的戶外活動空間、綠色
空間等，讓居民進行交流及參加活動，而不是
「全部都係大商場」。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黎梓田）相比起「土
地問題」，有專家認
為，人才及稅項才是
香港能否吸引國內
外科技龍頭的關鍵
因素，建議政府從稅
務優惠以及提高人才
供應着手，以實現吸引

更多外資科技公司來港落
戶目標。

香港資訊科技商會榮譽會長方保僑表示，
位列世界頂端的科技龍頭例如Meta(Fb母公
司)、Google、阿里巴巴、騰訊等，它們對於
土地或者空間的要求並不是想像中那麼高。
他解釋指，這些龍頭公司落戶在其他地方，
大多數都只要有辦公室就可以，連R&D
(研究與開發) 的地方也不需要。

事實上，曾經有某些駐港的大型電腦科技
公司，因新加坡向其提供稅務優惠，該公司
亦同步在新加坡落戶發展，並逐漸壯大規
模。方保僑認為，龍頭科技公司主要考慮的
因素有三：寫字樓、人才以及稅項，而香港
其實是有寫字樓供應，而人才以及稅務就成
為科技公司是否來港落戶的主要考量。

降落戶成本 招攬外資事半功倍
施政報告提出，未來五年吸引不少於100

間具潛力或代表性的創科企業在港設立或擴
展業務，包括至少20間龍頭創科企業。方保
僑建議政府可以從稅務優惠以及提高人才供
應着手，吸引外資科技公司落戶。他指，以
他所接觸的科技公司，是否在一個地方落
戶，歸根究底都是「計數」問題，只要讓這
些公司「計得掂數」，招攬外資來港就會
事半功倍。

本港現有主要科技基礎設施概覽
項目

香港科技園公司
香港科學園
香港科學園擴建
將軍澳數據技術中心
將軍澳先進製造業中心
元朗微電子中心
創新斗室

香港數碼港管理有限公司
數碼港(現有)
數碼港第五期
資料來源：香港科學園、數碼港、立法會、貿發局

製表：記者 黎梓田

樓面面積

約430.56萬方呎
約30萬方呎
約29萬方呎
約1,168.8萬方呎
約38.8萬方呎

-

約128萬方呎
約67.8萬方呎

備註

2025年起分階段完成

預計2023年落成
提供約500個床位

2025年起分階段完成

測量師：增用地利引「硬科技」

除場地之外，麥騫譽指出，包括他們在內，不
少香港的創科企業都相當依賴內地的人才及資
源，因此現正面臨着兩大難題，希望政府幫手解
決。第一是人才互換，公司在內地招聘的人才有時需
要來港工作，惟此前需滿足社保及醫保條件，做法較為
費時，希望內地與香港可因應創科發展需要實施彈性過關
政策。
第二難題是物料互換，公司把一些物料運回內地
時，例如是把機械運上內地廠房維修，經常面對關稅
問題，即使內地有保稅區，也要安排同事去保稅區
接收物料，而在保稅區租用辦公室的租金也不便
宜，對公司來說也是一筆不少的成本。更甚的
是，在內地把電池寄去香港，只需有危險包
裝證明就可以過關，但如果在香港發現電池
有問題，則完全無法把電池寄回內地，
只能無奈把電池銷毀，造成浪費。

盼人才物料
跨境互換更暢順

創科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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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保僑方保僑

專家：
優化人才稅務措施
吸引科技龍頭來港

◆香港科學園目前提
供約430萬方呎的總
樓面面積，主要為研
發設施及實驗室，以
及辦公室等配套設
施，涵蓋約900間科
技企業。 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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