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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套深港科技創新合作區聯合政策包 

I. 引言 

1.1 宗旨與目的 

1.1.1 本政策包旨在粵港澳大灣區發展戰略下，充分發揮香港和深

圳的優勢，強化深港合作，推動由位於落馬洲河套地區的「港

深創新及科技園」（以下簡稱「港深創科園」）和深圳河北

側毗鄰河套地區的「深方科創園區」（以下簡稱「深圳園區」）

共同組成的河套深港科技創新合作區（簡稱「合作區」）「一

區兩園」協同發展，為深港聯合開展政策協同支持提供基礎，

強化深港雙方在項目引入、人才培養、配套服務等領域的合

作，共同吸引國際創新資源，攜手打造深港科技創新開放合

作先導區域，助推粵港澳大灣區國際科技創新中心建設。 

1.2 支持對象 

1.2.1 本政策包的重點支持對象，是符合合作區重點科研領域和方

向（醫療科技、大數據及人工智能、機械人、新材料、微電

子、金融科技等六大領域），以及面向未來的前沿科技探索

的香港（或具有香港元素）、深圳（或具有深圳元素）的國

際一流科研院所、研發型企業及轉化孵化平台等機構和人

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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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 申請機構應當符合以下條件之一： 

（a） 須為在深圳園區註冊的獨立法人企業和機構，或者

依託獨立法人單位在深圳園區建設、具有相對獨立

的人事權和財務權的科研實體； 

（b） 香港公營科研機構、創新及科技基金下成立的研發

中心或者香港公營支援科研的機構的培育公司和

從事創科工作的租戶等創新主體。 

1.2.3 獲得資助的機構和團隊聘請相關科技人才，並簽署僱傭合

同，相關人才可按規定申請合作區各類人才支持政策。 

1.3 總體負責機構 

1.3.1 港方總體負責機構為香港特區政府創新及科技局（簡稱「創

科局」），深方總體負責機構為深圳市建設河套深港科技創

新合作區領導小組辦公室（簡稱「市建設合作區領導小組辦

公室」）。 

1.4 申請方式 

1.4.1 符合 1.2項要求的支持對象可根據本政策包第Ⅱ至 V部分內

有關政策的實施細則，向深港雙方相關負責機構提出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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Ⅱ. 深港協同支持科研項目 

2.1 聯合支持 

2.1.1 深港雙方以「深港澳科技計劃」之下的 A類深港聯合資助項

目（深方名稱）／「粵港科技合作資助計劃」之下的丙二類

深港聯合資助項目（港方名稱）為基礎協同支持科研項目，

深方可同時參照《河套深港科技創新合作區深圳園區科研及

創新創業若干支持措施》（以下簡稱「《支持措施》」）給

予支持。深港兩地申請單位就同一合作項目分別向深港雙方

相關負責機構遞交申請，深港雙方各自評審後，獲雙方同時

支持的申請可予以立項，港方參照「粵港科技合作資助計

劃」，深方參照「深港澳科技計劃」、《支持措施》及其配

套文件，分別通過各自方式給予資助。同步建立深港聯合資

助項目庫，共享獲資助項目的資訊。 

2.2 「選題徵集」與「團隊揭榜」 

2.2.1 【選題徵集】深港雙方相關負責機構向兩地重點科技企業徵

求其需要解決的重大科學問題和工程技術難題。徵集內容包

括：問題題目、所屬學科、關鍵字、問題描述，以及問題產

生的背景、最新進展和重要意義等。在審議提煉選題並將其

轉化為相應的基礎與應用基礎研究科研項目主題後，深港雙

方相關負責機構分別向兩地公開張榜發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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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 【團隊揭榜】深港兩地的科研團隊可依據自身條件和研究興

趣選擇向深方相關負責機構提出揭榜，需按照《支持措施》

要求向深方提交揭榜方案（項目申請書），揭榜方需滿足以

下條件： 

（a） 在深圳園區內依法註冊的科研院所、研發型企業

等； 

（b） 尚未在深圳園區註冊的科研院所、研發型企業、科

研團隊等，需承諾在揭榜成功後 1年時間內在深圳

園區完成註冊和實際入駐。 

 深方具體負責機構按《支持措施》及其配套文件對符合條件

的科研團隊進行評審，資助其開展相應科研活動。 

2.3 配套支持科研項目 

2.3.1 鼓勵香港創新及科技基金下成立的研發中心，以及公營支援

科研的機構的培育公司和從事創科工作的租戶等創新主體，

包括 InnoHK創新香港平台設立的研發實驗室等，在深圳園

區設立分支機構、研發實驗室等平台，例如香港科技園公司

將於深圳園區建設的香港科學園深圳分園，加強與內地機構

開展科研合作。深方按照《支持措施》中「國際化基礎研究

和應用基礎研究機構建設計劃」、「基礎研究和應用基礎研

究項目資助計劃」等進行項目評審，並對符合要求的項目給

予科研空間、資金支持等，以鼓勵獲得港方資助的科研人才

到深圳園區開展科研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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Ⅲ. 深港聯合支持科研人才 

3.1 配合合作區人才及崗位需求推行便利化支持措施 

3.1.1 深港雙方均設有吸引科研人才的計劃，例如深方《支持措施》

中的「青年科學家培養計劃」、「尖端科學家獎勵計劃」、

「聯合培養人才計劃」等，以及港方的「科技人才入境計劃」

及「優秀人才入境計劃」等，深港雙方按照各自現有計劃聯

合支持科研人才，同時深港雙方將進一步研究合作區緊缺人

才及崗位，按照實際需求循相應渠道為符合要求的人才提供

資金、住房、辦公場地、配套服務等便利化支持措施，並共

享相關資訊。 

3.2 建立大灣區創科飛躍學院 InnoAcademy 及大灣區創科快線

InnoExpress 

3.2.1 香港科技園公司將成立大灣區創科飛躍學院 InnoAcademy，

在深圳園區內為兩地的創科人才提供資源中心、培訓樞

紐以及交流平台三個重要功能的全面服務及支援。 

3.2.2 香港科技園公司亦會成立大灣區創科快線 InnoExpress 支

援創科企業發展，一方面協助香港及外地企業「引進來」

在大灣區內地城市發展，同時為有興趣進軍海外的內地

企業提供「走出去」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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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3 深方會提供資金、場地、人員等支持，並依託深圳園區「e站

通」綜合服務中心、港科大藍海灣孵化港等現有機構，為深

港兩地創科人才提供商務、政務、海關、會計、法律、出入

境等培訓服務。 

3.3 合作區人才住房 

3.3.1 按照近中遠期安排，深港有序分批次推出合作區人才住房，

研究出台深港雙方認可的入住機制、申報標準等，並視乎供

應按相關途徑為符合條件的人才提供居住服務。深方為在深

圳園區工作的符合條件的香港人才按照《支持措施》中「居

住服務計劃」提供住房實物保障或貨幣補貼。另一方面，在

香港園區工作的符合條件的深圳人才亦可申請入住日後將

落成的港深創科園的創新斗室。 

3.3.2 另外，深方可以為在香港園區工作的人才提供人才住房。而

視乎在深方園區工作的人才需求，香港特區政府亦將積極為

符合條件的深圳園區重點企業人才提供住房支援，例如提供

部分香港科學園的創新斗室單位、以特惠租金租住特區政府

前公務員宿舍或香港酒店短期住宿優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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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V. 深港聯合完善配套支持措施 

4.1 建立深港醫療協同創新體系 

4.1.1 【生物醫藥研發】依託香港生物醫藥研發資源、香港大學深

圳醫院轉化醫學研究中心，在深圳園區開展生物醫藥科研活

動，加強跨境醫療科研合作，鼓勵深港參與國際多中心臨床

試驗。 

4.1.2 【醫療服務】在深圳園區引入香港高端醫療服務機構，按照

「中央十六條惠港惠澳政策」以及《粵港澳大灣區藥品醫療

器械監管創新發展工作方案》，在專業部門指導下，風險可

控的前提下，試點允許在深圳園區符合要求的指定醫療機構

使用臨床急需、已在香港註冊的藥物和香港公立醫院已採購

使用、具有臨床應用先進性的醫療儀器。 

4.2 共享深港科技資源 

4.2.1 香港創新科技署定期向香港高校及科研機構徵集科研所需

科學裝置及儀器清單，深港雙方可共同就該需求清單爭取所

需支持，提前佈局合作區科研儀器設備資源。支持獲批科技

資源納入「深圳市大型科學儀器共享平台」（www.irshare.cn），

允許符合要求的支持對象依申請方式使用科技創新共享資

源，並在雙方相關機構的網頁發布有關資訊。 



 

8 

4.3 提供專業服務支持 

4.3.1 支持香港知名律師、會計師事務所、爭議解決機構、金融機

構等專業服務機構在深圳園區設立分支機構。按照《支持措

施》中「知識產權法律服務支持計劃」，對在深圳園區設立

並實際開展知識產權仲裁、調解、訴訟等法律服務的國際或

國內一流組織或機構，給予落戶補貼等資助與支持。 

4.4 建設網上「一帶一路」仲裁和調解平台 

4.4.1 鼓勵合作區內企業和機構使用香港電子商務相關仲裁和調

解（eBRAM）平台，兩地亦可合作推廣網上平台，為「一帶

一路」沿線國家和地區的企業提供便捷而具成本效益的網上

爭議解決服務。 

4.5 為深港合資格創科初創企業提供配對投資/資助 

4.5.1 深港雙方按照自有的創科基金為合作區內的合資格創科初

創企業提供資金，引入社會/私人資本，政府以不超過 1:1的

投資配對比例與社會/私人資本進行共同投資。香港的「創科

創投基金」可投資於深圳園區港方的合資格創科初創企業，

深圳園區港方的合資格創科初創企業可同時申請獲深圳「創

新及中試基金」、「『100億+』卓越探索基金」支持，深港

按照各自方式進行分別資助，共享基金對項目的資助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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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支持創新要素在深港兩地便利流動 

5.1 境外科技人才便利流動措施 

5.1.1 落實《深圳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先行示範區綜合改革試點

實施方案（2020－2025年）》，推動在合作區為符合深圳市

認定的外籍「高精尖缺」人才辦理 R字簽證，探索優化外國

人來華工作許可和工作類居留許可審批流程。 

5.2 簡化科研樣本、實驗試劑和遺傳資源出入境 

5.2.1 推動簡化科研樣本、實驗試劑和遺傳資源出入境。探索對出

入境的人體組織、血液等科研樣本、實驗室試劑實施風險分

類分級管理，優化風險評估和檢疫審批流程，在保證生物安

全的前提下，對低風險特殊物品給予通關便利，依託香港科

研機構在深分支機構開展科研樣本、實驗試劑和遺傳資源出

入境實操。 

5.3 拓寬合作區跨境投融資渠道 

5.3.1 支持園區內科創企業多渠道赴港融資，支持企業赴港開展併

購業務採用香港金融服務。 

5.4 推動合作區深港數據資源合作共享 

5.4.1 推進深港在人工智能和數據分析方面的發展和合作，探索促

進數據跨境安全流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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Ⅵ. 特殊事項支持 

6.1 對於需要特殊支持的重大事項，雙方實行「一事一議」，由

雙方具體負責機構向上提交審批，經批准的給予相應支持。 

Ⅶ. 附則 

7.1 本指南所涉及的具體政策文件有效期，從其規定。 


	H1
	河套深港科技創新合作區聯合政策包 

	H2
	I. 引言 
	Ⅱ. 深港協同支持科研項目 
	Ⅲ. 深港聯合支持科研人才 
	IV. 深港聯合完善配套支持措施 
	V. 支持創新要素在深港兩地便利流動 
	Ⅵ. 特殊事項支持 
	Ⅶ. 附則 

	H3
	1.1 宗旨與目的 
	1.2 支持對象 
	1.3 總體負責機構 
	1.4 申請方式 
	2.1 聯合支持 
	2.2 「選題徵集」與「團隊揭榜」 
	2.3 配套支持科研項目 
	3.1 配合合作區人才及崗位需求推行便利化支持措施 
	3.2 建立大灣區創科飛躍學院InnoAcademy及大灣區創科快線InnoExpress 
	3.3 合作區人才住房 
	4.1 建立深港醫療協同創新體系 
	4.2 共享深港科技資源 
	4.3 提供專業服務支持 
	4.4 建設網上「一帶一路」仲裁和調解平台 
	4.5 為深港合資格創科初創企業提供配對投資/資助 
	5.1 境外科技人才便利流動措施 
	5.2 簡化科研樣本、實驗試劑和遺傳資源出入境 
	5.3 拓寬合作區跨境投融資渠道 
	5.4 推動合作區深港數據資源合作共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