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资助计划概览
1. 适用于企业的资助计划
资助计划
融资/信贷保证
No.

目的

申请对象

查询
1

1.

1中小企业信贷保证计划
.

为中小企业提供信贷保证，以协
助它们向参与计划的贷款机构取
得贷款，用作购置营运设备及器
材，或一般业务用途的营运资金

所有中小企业 (贷款机构
和其关连者除外)

2.

2中小企融资担保计划
.

协助中小企业及非上市企业从参
与计划的贷款机构取得融资，应
付业务需要

香港注册的企业(上市公
司、贷款机构及贷款机构
2
的联系公司除外)

工业贸易署
电话: 2398 5129
电邮: sgs_enquiry@tid.gov.hk/
网址: https://www.smefund.tid.gov.hk/sgs/tc
香港按证保险有限公司
电话: 2536 0392
电邮: sfgs_enquiry@hkmci.hk
网址:
http://www.hkmc.com.hk/chi/our_business/sme_
financing_guarantee_scheme.html

拓展业务/升级转型
3.

4中小企业市场推广基金
.

为中小企业提供资助，以鼓励中
小企业参与出口推广活动，藉此
协助其扩展香港境外市场

所有中小企业

工业贸易署
电话: 2398 5127
电邮: emf_enquiry@tid.gov.hk
网址: https://www.smefund.tid.gov.hk/emf/tc
香港生产力促进局
电话: 2788 6088
电邮: bud_sec@hkpc.org
网址: https://www.bud.hkpc.org/

4.

5发展品牌、升级转型及
. 拓展内销市场的专项基
金

非上市本地企业

5.

6零售业人力需求管理科
. 技应用支援计划

资助个别香港企业推行有关发展
品牌、升级转型和拓展营销的项
目，从而提升他们在中国内地市
3
场及与香港签署自贸协定的市场
的竞争力，促进他们在中国内地
市场及自贸协定经济体市场的发
展
资助零售企业应用科技管理人力
需求并提升生产力

在香港有实质零售业务运
作的非上市企业(不包括餐
饮业)

香港生产力促进局
电话: 2788 6262
电邮: retaas_sec@hkpc.org
网址: http://www.retaas.hkpc.org
创新科技署
电话: 3655 5678
电邮: enquiry@itf.gov.hk
网址: https://www.itf.gov.hk/l-tc/ITSP.asp
创新科技署
电话: 3655 5678
电邮: enquiry@itf.gov.hk
网址: https://www.itf.gov.hk/l-tc/PRP.asp
创新科技署
电话: 3422 3700
电邮: ess@itc.gov.hk
网址: http://www.itf.gov.hk/l-tc/ESS.asp
创新科技署
电话: 3655 5678
电邮: crs-enquiry@itc.gov.hk
网址: http://www.itf.gov.hk/l-tc/crs.asp

支持研究及发展
6.

7创新及科技支援计划
.

支援由指定本地公营科研机构及
研发中心所进行的研发项目

指定本地公营科研机构及
研发中心

7.

8伙伴研究计划
.

支持私营公司与本地大学和公营
科研机构合作开展的研发项目

香港注册成立的公司或有
签订合约的法律行为能力
的工业支援组织、工商协
会或专业团体

8.

9企业支援计划
.

鼓励私营机构进行研发

香港注册成立的公司

9.

1投资研发现金回赠计划
0
.

提升私营公司的科研文化，并鼓
励他们与指定本地公营科研机构
加强合作

香港注册的企业

资助企业和机构使用科技服务和
方案，以提高生产力或将业务流
程升级转型

在本港有实质业务运作的
非上市本地企业

推动科技应用
10.

1科技券计划
1
.

创新科技署
电话: 3523 1170
电邮: tvp-enquiry@itc.gov.hk
网址: https://tvp.itf.gov.hk/zh-HK/Home/Index

在香港，中小企业是指聘用少于 100 名员工的制造业公司和聘用少于 50 名员工的非制造业公司。
部份信贷担保产品要求申请企业必须在香港已有最少一年的业务运作。
3
包括中国内地、新西兰、欧洲自由贸易联盟 4 国(即冰岛、列支敦士登、挪威和瑞士)、智利、澳门、东盟 10 国、格鲁吉亚
和澳洲。
1
2

再工业化
11.

1再工业化资助计划
9
.

资助生产商在香港设立新的智能
生产线

香港注册成立的公司

创新科技署
电话: 3655 5678
电邮: rfs-enquiry@itc.gov.hk
网址: https://www.itf.gov.hk/tc/fundingprogrammes/facilitatingtechnology/rfs/index.html

资助本地企业人员接受高端科技
培训，尤其是与「工业 4.0」有关
的培训

香港注册的企业

职业训练局
电话: 3907 6660 / 3907 6681
电邮: rttp@vtc.edu.hk
网址: https://rttp.vtc.edu.hk/tc

提供资助支援由指定本地大学团
队成立的科技初创公司，将其研
究及发展(“研发”)成果商品化

香港注册并成立不超过两
年的科技初创公司，而成
立科技初创公司的团队由
指定大学的学生及教授自
由组合而成

创新科技署
电话: 3655 5678
电邮: enquiry@itf.gov.hk
网址: https://www.itf.gov.hk/l-tc/TSSSU.asp

以拨款形式，协助本地公司和个
人为其发明作专利申请，把成果
转化为其资产

以往从未拥有任何专利及
从未接受计划资助的本地
注册公司或香港永久居民

香港生产力促进局
电话: 2788 5958
电邮: ipsc@hkpc.org
网址: http://www.itc.gov.hk/ch/funding/pag.htm
香港设计中心
电话: 3793 8418
电邮: dip@hkdesigncentre.org
网址:
https://www.hkdesignincubation.org/?route=ho
me&lang=2
香港设计中心
电话: 3793 8407
电邮: fip@hkdesigncentre.org
网址: https://hkfip.org/tc/

培育科技人才
12.

1再工业化及科技培训计
2划
.

支援科技初创企业
13.

1大学科技初创企业资助
3计划
.

专利申请
14.

1专利申请资助计划
4
.

创意产业
15.

1设计创业培育计划
5
.

为各设计新晋企业在创业初期，
提供硬件及软件的支援

在香港注册成立不多于三
年的公司(及必须为香港永
久性居民)

16.

1时装创业培育计划
6
.

培育本地时装创意产业，并加强
香港设计和时装发展在泛亚洲地
区以至全球的定位

在香港或海外注册成立已
超过 3 年的时装设计公司
及品牌

旅游业
17.

1旅行社资讯科技发展配
7对基金先导计划
.

资助中小型旅行社透过使用资讯
科技拓展业务，从而提升生产力
及服务质素，并加强它们在本地
或海外市场的竞争力

所有按照《旅行代理商条
例》(第 218 章)获发及持
有有效旅行代理商牌照、
于香港经营实质旅行代理
商业务，并在本港雇用少
于 50 人的中小 型旅行社

18.

1旅游行业发展基金
8
.

透过资助旅游业界的培训及宣传
推广活动，提升本港旅游行业整
体的竞争力

所有按照《旅行代理商条
例》(第 218 章)获发及持
有有效旅行代理商牌照，
并在本港雇用少于 50 人的
中小 型旅行社

香港旅游业议会
电话: 2969 8127
电邮: pilotscheme@tichk.org
网址:
http://www.tichk.org/public/website/b5/industry
_subsidy_scheme/IT_matching_fund/IT_matchi
ng_fund/html
香港旅游业议会
电话: 2969 8157
电邮: dfund@tichk.org
网址:
http://www.tichk.org/public/website/b5/industry
_subsidy_scheme/development_fund/training_ac
tivities/html

科学园的资助计划
19.

1科技企业家计划
9
.

培育及资助有志于发展科技的创
业人才，开展初创企业，并帮助
他们落实创新的想法

在香港注册成立未够一年
的公司，或持有香港身份
证、年龄达 18 岁的人士

20.

2科技创业培育计划
0
.

提供全面商业及专业服务，扶植
从事科技开发的初创企业

在香港注册成立未超过两
年的科技有限公司

香港科学园
电话: 2629 6872
电邮: step@hkstp.org
网址: https://www.hkstp.org/zh-hk/innovatewith-us/pre-incubation/science-and-technologyentrepreneur-programme-step/
香港科学园
电话: 2629 6873
电邮: biadmin@hkstp.org
网址: https://www.hkstp.org/zh-hk/innovatewith-us/incubation/incu-tech/

21.

2生物医药科技培育计划
1
.

扶持生物医药科技初创公司在香
港成长

在香港注册成立不超过两
年的生物医药科技有限公
司

22.

2网动科技创业培育计划
2
.

协助开发创新商业应用方案的公
司，在其创业阶段提供创业培育
及资助

在香港注册成立未超过两
年的科技有限公司

23.

2企业飞跃计划
3
.

针对初创企业在成长期的特定需
要，协助初创加快将科研成果推
进国际市场

现为香港科技园公司创业
培育计划内之培育公司或
科学园伙伴企业

24.

2科技企业投资基金
4
.

协助本地的科创企业发展创新，
研发新产品及拓展新服务

香港科技园公司创业培育
计划成员、已完成创业培
育计划之毕业公司、或现
有香港科学园伙伴企业

香港科学园
电话: 2629 6869
电邮: incubio_enquiries@hkstp.org
网址: https://www.hkstp.org/zh-hk/innovatewith-us/incubation/incu-bio/
香港科学园
电话: 2629 6873
电邮: biadmin@hkstp.org
网址: https://www.hkstp.org/zh-hk/innovatewith-us/incubation/incu-app/
香港科学园
电话: 2629 6685
电邮: leap@hkstp.org
网址: https://www.hkstp.org/zh-hk/innovatewith-us/acceleration/leading-enterprisesacceleration-programme-leap/
香港科学园
电邮: CVF@hkstp.org
网址: https://www.hkstp.org/zh-hk/innovatewith-us/investment-opportunities/hkstpventures/

数码港的资助计划
25.

2数码港创意微型基金
5
.

计划支援具潜质的数码科技及商
业点子破壳而出，以支持香港发
展具创新、创意的数码科技点子

只限 18 岁或以上，持有香
港永久性居民身份证的人
士，或在香港注册成立的
有限公司

26.

2数码港培育计划
6
.

提供全方位创业支援，助创业家
及初创企业加快业务增长

香港注册成立的有限公司

27.

2数码港加速器支援计划
7
.

为准备开拓海外巿场及投资的数
码港培育公司或已毕业的培育公
司提供资助

数码港培育公司或已毕业
的培育公司

28.

2海外及内地市场推广计
8划
.

为已毕业于「数码港培育计划」
及「数码港创意微型基金」的培
育公司提供资助，以开拓内地及
海外市场

已毕业于「数码港培育计
划」及「数码港创意微型
基金」的培育公司

29.

2数码港投资创业基金
9
.

向数码港数码科技创业家提供种
子项目投资以至 A 轮融资，助力
公司业务发展，并推动香港创业
投资生态的发展，为数码科技创
业家进一步开拓创业空间

驻于香港、具备扩充潜力
的数码科技公司，如属下
列之一，即可申请： (i) 数
码港旗下创业计划的培育
公司及毕业生、(ii) 数码港
Smart-Space 公 司 、 或 (iii)
数码港办公室租户

协助位于香港及广东省的港资工
厂采用清洁生产技术和作业方式

香港注册的企业，并拥有
及营运位于香港或广东地
区的工厂

数码港
电话: 3166 3900
电邮: ccmf_enquiry@cyberport.hk
网址:
https://www.cyberport.hk/zh_tw/about_cyber
port/cyberport_youth/cyberport_creative_mic
ro_fund
数码港
电话: 3166 3900
电邮: cip_enquiry@cyberport.hk
网址:
https://www.cyberport.hk/zh_tw/about_cyber
port/cyberport_entrepreneurs/cyberport_incu
bation_programme
数码港
电话: 3166 3735
电邮: casp@cyberport.hk
网址:
https://www.cyberport.hk/zh_tw/about_cyber
port/cyberport_partners/cyberport_accelerator
_support_programme
数码港
电话: 3166 3846
电邮: mdss@cyberport.hk
网址:
https://www.cyberport.hk/zh_tw/about_cyber
port/cyberport_partners/marketingdevelopment-support-scheme
数码港
电话: 3166 3800
电邮: macrofund@cyberport.hk
网址:
https://www.cyberport.hk/zh_tw/about_cyber
port/cyberport_macro_fund

环境保护
30.

3清洁生产伙伴计划
0
.

香港生产力促进局
电话: 2788 5588
电邮: enquiry@cleanerproduction.hk
网址:
https://www.cleanerproduction.hk/b5_index.asp

31.

3回收基金 - 企业资助计
1划
.

提供资助予个别的香港回收企业
以提升及扩充其在香港的回收业
务

拥有至少 1 年参与回收相
关运作的香港注册企业

32.

3绿色运输试验基金
2
.

资助试验适用于公共运输业界及
货车的绿色创新技术

运输业的现有营运商，以
香港为业务基地(包括跨境
运输)，并在相关运输服务
超过一年

香港生产力促进局
电话: 2788 5658
电邮: enquiry@recyclingfund.hk
网址:
https://www.recyclingfund.hk/tc/index.php
环境保护署
电话: 2824 0022
电邮: pgtf@epd.gov.hk
网址:
https://www.epd.gov.hk/epd/tc_chi/environment
inhk/air/prob_solutions/pilot_green_transport_fu
nd.html

渔农业
33.

3农业持续发展基金
3
.

资助务实、应用为本的项目、计
划或研究工作，协助农户提升生
产力和产量，以及促进农业的可
持续发展和增强业界的整体竞争
力

与本港农业有密切联系的
香港注册成立的公司、或
申请「农场改善计划」资
助的个别农户

渔农自然护理署
电话: 2150 6829
电邮: sadf@afcd.gov.hk
网址:
https://www.afcd.gov.hk/tc_chi/agriculture/sadf/
sadf.html
渔农自然护理署
电话: 2150 6829
电邮: sadf@afcd.gov.hk
网址:
https://www.afcd.gov.hk/tc_chi/agriculture/sadf/
sadf_fis.html
渔农自然护理署
电话: 2476 2424
电邮: mailbox@afcd.gov.hk
网址:
https://www.afcd.gov.hk/tc_chi/agriculture/agr_l
oan/agr_loan_vmolf/agr_loan_vmolf.html
渔农自然护理署
电话: 2476 2424 (农业) / 2150 7097 (渔业)
电邮: mailbox@afcd.gov.hk
网址:
https://www.afcd.gov.hk/tc_chi/agriculture/agr_l
oan/agr_loan_kaalf/agr_loan_kaalf.html
渔农自然护理署
电话: 2476 2424
电邮: mailbox@afcd.gov.hk
网址:
https://www.afcd.gov.hk/tc_chi/agriculture/agr_l
oan/agr_loan_jtf/agr_loan_jtf.html
渔农自然护理署
电话: 2150 7158
电邮: sfdf@afcd.gov.hk
网址:
https://www.afcd.gov.hk/tc_chi/fisheries/sfdf/SF
DF.html

34.

3农场改善计划
4
.

透过直接向农民提供资助金购买
小型农耕机器和工具，以协助他
们采用现代化耕作工具及设施，
从而提升其生产力和营运效率

香港居民或注册成立的／
机构，并在本港经营从事
商业生产而面积不少于 1
斗种的农作物农场或持牌
禽畜农场

35.

3蔬菜统营处贷款基金
5
.

向本地作物农户提供贷款，作农
业生产及发展用途

本地作物农户

36.

3嘉道理农业辅助贷款基
6金
.

向个别农户、塘鱼养殖户及海鱼
养殖户提供贷款，作为发展及经
营资本

个别农户、塘鱼养殖户及
海鱼养殖户

37.

3约瑟信托基金
7
.

向农民合作社提供贷款，作为发
展或营运资金。合作社会以低息
把款项转借属下社员

农民合作社及个别农户

38.

3渔业持续发展基金
8
.

协助本地渔业社群应付新挑战，
以便渔业发展为或转型至可持续
或高增值的作业模式，以及提高
整个渔业的竞争力

与本港渔业有密切联系的
香港注册成立的公司

资助本地建造业及从业员采用创
新建筑方法及科技，促进生产
力、提高建造质素、改善工地安
全及提升环保效益

建筑相关企业

建造业议会
电话: 2100 9000
电邮: enquiry@cic.hk
网址: https://citf.cic.hk/?route=home&lang=2

提供配对资助予个别从业员或厂
商等以协助本地中医药发展

领有按《中医药条例》(第
549 章) 获得中成药制造商
或中成药批发商牌照的持
有人

香港生产力促进局
电话: 2788 5632
电邮: enquiry@cmdevfund.hk
网址:
https://www.cmdevfund.hk/content.php?mid=3

建造业
39.

3建造业创新及科技基金
9
.

中医药
40.

4中医药发展基金 - 企业
0支援计划
.

2. 适用于机构组织的资助计划
No.

资助计划

目的

申请对象

查询

资助非分配利润组织推行项目，
以提升香港整体或个别行业的非
上市企业的竞争力

所有非分配利润组织，如
工商组织、专业团体或研
究机关等

工业贸易署
电话: 2398 5128
电邮: tsf_enquiry@tid.gov.hk
网址:
https://www.smefund.tid.gov.hk/tc_chi/tsf/tsf_o
bjective.html

支持香港专业服务行业推行有价
值的项目，藉此积极推动对外推
广的工作和提升服务水平

所有非分配利润组织，如
工商组织、专业团体或研
究机关等

商务及经济发展局
电话: 3655 5418
电邮: pass@cedb.gov.hk
网址:
https://www.pass.gov.hk/tc/home/index.html

支援有助提升本港产业和推动其
发展的项目，以及有助培养创新
科技风气的项目

本地非法团公司或法团公
司、非牟利的工商协会或
商会、公营机构、慈善机
构、本地大学或其他法定
的大专／专上学院

创新科技署
电话: 3655 5678
电邮: enquiry@itf.gov.hk
网址: https://www.itf.gov.hk/l-tc/GSP.asp

香港旅游发展局
电话: 8120 0037
电邮: eventsupport@hktb.com
网址:
http://www.discoverhongkong.com/tc/seedo/events-festivals/officially-fundedevents/pilot-scheme-characteristic-local-tourismevents.jsp
香港旅游业议会
电话: 2969 8157
电邮: trainingfund@tichk.org
网址:
http://www.tichk.org/public/website/b5/industry
_subsidy_scheme/training_fund/training_progra
mme_subsidy_scheme/html

融资
41.

4工商机构支援基金
1

拓展业务/升级转型
42.

4专业服务协进支援计划
2
.

培养创新科技风气
43.

4创新及科技基金 - 一般
3支援计划
.

旅游业
44.

4本地特色旅游活动先导
4计划
.

向具备香港本地特色或独特魅力
的艺术、文化、节庆、餐饮或体
育活动，提供针对海外旅客的市
场推广及宣传资助，以发展多元
化旅游活动，吸引本地及海外传
媒报道，吸引更多旅客访港，并
丰富旅客的旅游体验

香港注册非牟利机构，例
如体育组织、非政府机
构、艺术协会、商会等，
并于香港举办一天或多天
的艺术、文化、节庆、餐
饮或体育活动

45.

4旅游业培训基金
5
.

透过资助由合资格培训机构所开
办的培训活动，提高行业服务质
素

非牟利 / 非分配利润团
体，包括培训 / 教育机
构、业内的雇主 / 雇员协
会、专业团体等

资助非牟利项目以提高行业的运
作水平及生产力，包括提升本地
回收业的现有和日后雇员的技能
和安全水平、扩大行业人力资
源，以及回收作业资格认证和认
可计划等

本地注册的非分配利润组
织，例如专业团体、工商
组织、研究机构及其他行
业支援组织

香港生产力促进局
电话: 2788 5658
电邮: enquiry@recyclingfund.hk
网址:
https://www.recyclingfund.hk/tc/application_isp.
php

资助举办中医药的培训课程及宣
传活动或进行中医药应用调查及
研究等

本地注册非牟利组织、相
关学会、商会、本地大学
及已经注册的高等教育院
校

香港生产力促进局
电话: 2788 5632
电邮: enquiry@cmdevfund.hk
网址:
https://www.cmdevfund.hk/content.php?mid=4

环境保护
46.

4回收基金 - 行业支援计
6划
.

中医药
47.

4中医药发展基金 - 行业
7支援计划
.

更新日期: 二零二零年七月三十一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