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數碼港創意微型基金 (CCMF)

深港青年創業計劃

展創意  同創業  深港共迎中國 ICT 商機



計劃特色

數碼港創意微型基金 (CCMF)
深港青年創業計劃

   立即登記，邁出成為 ICT 企業家之路！

   網上登記截止日期：
  2012年5月29日（星期二）下午5時

「數碼港創意微型基金 (CCMF) . 深港青年創業計劃」旨在透過資助極具發展潛力的商業計劃或概念，鼓勵
中港資訊及通訊業 (ICT) 青年專才發揮創意。成功申請者將獲發總額港幣 $100,000 現金資助，以於 6 個月
的計劃期內實踐所發展的構思，印證原創概念，開發雛型產品。 

計劃支援的資訊及通訊科技(ICT)業範疇包括：
 

• 新興互聯網
• Web 3.0 應用程式
• 雲端運算
• 手機應用程式
• 數碼娛樂
• 創意數碼生活

名額有限，先到先得!

「數碼港創意微型基金(CCMF) . 深港青年創業計劃」有以下目的:

• 發掘及資助極具發展潛力的計劃或商業發展概念，藉以鼓勵創新意念和科技發展；
• 為深港資訊及通訊業青年專才提供合作機會，提升兩地知識財富；
• 為深港年輕人才增進專業技術知識和商業技巧，協助他們踏上成功企業家之路；及
• 促進港深資訊及通訊業和教育行業的交流和合作

只要您於網上截止登記時為 30 歲以下，現正就讀於香港或深圳註冊的大專院校或畢業不超過三年，您就可
以申請本計劃以認識中港兩地文化、打入中國市場、累積創業經驗，邁出成為ICT企業家之路！

受資助者將透過以下方式獲得港幣$100,000的資助：
 

• 受資助者同意並簽署「數碼港創意微型基金(CCMF)」協議書後，將會獲得港幣$10,000撥款； 
• 受資助者提交的中期報告獲評審委員會審批，而 CCMF 已收妥其所有支出單據後，將會獲得港幣$45,000撥款；
• 受資助者在項目完成後提交的期末報告獲評審委員會審批， 而 CCMF 已收妥其所有支出單據後，將會
    獲得其餘的港幣$45,000撥款。



評審委員會

「數碼港創意微型基金 (CCMF) . 深港青年創業計劃」的評審委員會，由企業發展中心顧問組及內地協
辦機構之成員所組成。

登記及評審程序

登記及初步篩選
香港和深圳的參加者必須以小組形式於截止登記日期前遞交登記表格，企業發展中心將對所有登記進
行初步篩選，以確保所收到的登記符合指引中所列出的要求。成功登記的參加者，將獲電郵通知。

輔導 / 培訓
企業發展中心將舉辦輔導會議或培訓，促進香港和深圳參加者溝通和交流，以協助他們組成深港合作隊伍。

深港合作隊伍遞交 CCMF 計劃
每一深港合作隊伍，必須於限期前遞交 CCMF 計劃，企業發展中心將對所有深港合作隊伍的計劃進行
篩選，以確保所收到的計劃符合指引中所列出的要求。

評審會議
評審委員會將會對所有 CCMF 計劃進行篩選，而入選深港合作隊伍將會獲邀出席簡報會，以親自講解
其申請計劃的細節。

簡報會
每隊應邀出席的入選隊伍將有10分鐘作簡報，並於5分鐘問題時段內回答評審委員會成員之提問。評審
委員會將會對獲邀隊伍進行審核和評價，從而作出最終決定。　　

執行計劃及呈交報告
通過審批的合作隊伍，必須於6個月內，利用提供的資金開展和執行計劃，期間必須呈交以英文書寫的
中期和期末報告。

評審準則
所有「深港青年創業計劃」之申請將由獨立的評審委員會以下列準則審核：

• 項目管理團隊
• 收入模式
• 業務模式和推出市場時間
• 技術創新度
• 社會責任



日期                                         活動詳情
2012年4月 – 5月                          活動宣傳及招募（地點：香港及深圳）
                                                          - 5月12日：香港資訊日
                                                          - 5月19日：深圳資訊日

2012年5月29日 (星期二)               網上登記截止日期

2012年6月2日 (星期六)               啟動日（地點：深圳）
                                                          - 介紹兩地參加者
                                                          - 培訓活動：商業意念研討會
                                                          - 深港兩地參加者開始組隊

2012年6月16日 (星期六)               培訓日（地點：深圳）
                                                          - 培訓活動：發展商業模式研討會
                                                          - 確認深港隊伍名單

2012年6月29日 (星期五)               深港合作隊伍提交CCMF計劃 

2012年7月11日 (星期三)               評審會議 
                                                          - 由評審委員會成員負責

2012年7月16日 (星期一)               公佈入圍名單：
                                                          - 多達25隊深港合作隊伍將入選參加創業夏令營並作簡報演示

2012年8月4 - 5日 (星期六至日)        創業夏令營及簡報演示　(地點：香港)
                                                          - 8月4日：簡報預備工作坊
                                                          - 8月5日：正式簡報演示

2012年8月13日 (星期一)               公佈結果：
                                                          - 多達10隊深港合作隊伍會成功獲得「數碼港創意微型基金」

2012年8月25日 (星期六)               簽署協議書

2012年11月23日 (星期五)               遞交中期報告

2012年11月23至30日               中期報告檢討會議

2013年2月22日 (星期五)               遞交期末報告

2013年2月22至28日                          期末報告檢討會議

2013年3月                                     頒獎典禮 / 論壇

登記方法

請於2012年5月29日下午5點正前，登入以下網址進行網上登記：

  http://ecentre.cyberport.hk 

計劃時間表

   名額有限，先到先得!



問題1：甚麼是「數碼港創意微型基金(CCMF) . 深港青年創業計劃」？
 

這是一項由「數碼港企業發展中心」管理的微型基金或種子基金，旨在向深港兩地專上學院青年提供
創業平台及現金資助，支援深港兩地 ICT 青年專才之間的合作及發展。「數碼港創意微型基金(CCMF) . 

深港青年創業計劃」將於6個月的項目計劃內，為獲選隊伍提供港幣十萬元資助，以印證其概念構思和
開發雛型產品。

問題2：如何才能符合「深港青年創業計劃」的申請資格？

1. 參加者於截止網上登記時須為30歲以下﹔
2. 參加者於網上截止登記時，必須就讀於於香港或深圳註冊的大專院校或畢業不超過3年；
3. 參加者於網上登記時必須以小組登記，小組成員必須包括2-3位香港或深圳參加者；
4. 參加者必須組成深港合作隊伍，並於限期前提交 CCMF 計劃。每隊深港合作隊伍成員必須包括二至
    三名香港參加者及二至三名深圳參加者；
5. 參加隊伍之項目，其創意概念必須與資訊及通訊範疇相關；
6. 參加隊伍之創意項目必須在過去18個月內，並未獲得其他團體超過港幣五十萬元的資助，並須就此
    作出聲明，其隊員在完成及遞交參賽申請時，並未抵觸上述不超越五十萬的限制。

問題3：「數碼港創意微型基金」的「香港青年創業計劃」及「深港青年創業計劃」
有甚麼不同之處？

「數碼港創意微型基金(CCMF) . 香港青年創業計劃」為香港的大專學生而設，而「深港青年創業計
劃」則為深港兩地合資格的青年專才而設，後者必須組成深港合作隊伍，成員必須包括二至三名香
港參加者及二至三名深圳參加者。

問題4：如獲「深港青年創業計劃」資助，將會得到甚麼額外優勢和需履行甚麼責任？

作為數碼港社區的一份子，「深港青年創業計劃」的受資助合作隊伍會獲得全方位的商業優勢，包括：

• 導師及業務營運諮詢
• 業務發展及投資聯繫
• 本地及全球的商業網絡
• 宣傳推廣
• 業界認同及認可
• 畢業公司聯繫及同儕支持

常見問題：



問題5：申請程序是怎樣的？

網上登記 >> 組成深港合作隊伍 >> 提交 CCMF 申請 >> 進行評審>> 公佈結果 >> 簽署協議書

問題6：我需要繳交任何申請費用嗎？

整個申請過程均無須繳交任何申請費用。

問題7：在登記過程當中，我需要提供甚麼資料？

你只需提交各組員的履歷。

問題8：我可以以個人身份登記嗎？

不可以。若你想參加「深港青年創業計劃」，則必須與其他人士組隊並於網上登記截止日期前登記。

問題9：我可於何時登記參加「深港青年創業計劃 2012」？

請登入 http://ecentre.cyberport.hk 並於2012年5月29日下午5時正或以前登記。

問題10：我可以何時組成香港 / 深圳合作隊伍？

你可以於深圳舉行的啟動日(2012年6月2日) 中尋找合作隊伍，並於培訓日(2012年6月16日) 確認隊伍名單。

問題11：計劃會提供甚麼培訓？

計劃會提供的培訓包括：

• 商業意念研討會
• 發展商業模式研討會
• 簡報預備工作坊

問題12：我需要提供甚麼 CCMF 計劃的申請資料？
 

請提供以下申請資料：

1. 項目管理團隊
2. 收入模式
3. 業務模式和推出市場時間
4. 技術創新度
5. 社會責任
6. 競爭環境分析 (如適用)



問題13：我需要交待項目里程碑嗎？

當然需要。您需要就你的 CCMF 計劃向我們提交明確而具體的6個月項目里程碑，作為其後項目評估
的主要準則。

問題14：我可以提供一些關於項目/產品的額外資料嗎？

你可以提供更多資料，例如：

1. 過往的工作樣本/作品展示，或所提議的項目/產品試驗
2. 可查證的相關經驗記錄

問題15：怎樣確認我的合作隊伍已獲入圍資格？

多達25隊入圍深港合作隊伍名單將於2012年7月16日 (星期一) 公佈。

問題16：我可以從那裡獲得更多資訊？

歡迎於辦公時間內致電3166 3900，電郵至 ecentre@cyberport.hk ，或傳真至3166 3027 與我們聯絡，
以獲取更多資訊。



查詢
香港數碼港管理有限公司企業發展中心
香港數碼港道 100號數碼港3座F區5樓518室
電話: (852) 3166 3900
傳真: (852) 3166 3027
電郵: ecentre@cyberport.hk
網址: http://ecentre.cyberport.hk

Th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Technology Transfer Office

合辦機構：

承辦機構：

指導單位: 

支持機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