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金融管理局

「預先批核還息不還本」計劃

香港金融管理局（下稱：金管局）聯同「銀行

業中小企貸款協調機制」宣布，推出全新的企

業客戶「預先批核還息不還本」計劃予合資格

企業客戶，以減輕企業面對的現金流壓力。本

計劃重點如下：

˙	涵蓋年度營業額在港幣八億元或以下、現時

沒有逾期還款或逾期不多於30日的企業客戶

（合資格客戶），估計可覆蓋全港銀行八成以

上的企業客戶。

˙	合資格客戶於2020年5月1日至10月31日

六個月期間的所有貸款本金還款獲自動延期，

一般貸款（包括循環貸款）的本金還款延期

六個月，貿易融資貸款因應其短期性質，本

金還款延期三個月。

˙	不涵蓋銀團貸款及股票或其他金融資產融資

貸款。

˙	銀行會盡早通知合資格客戶，合資格客戶毋

須遞交申請，只需在接獲通知14天內聯絡銀

行，確認貸款延期細節。

˙	金管局已發信要求所有「銀行業中小企貸款

協調機制」內的銀行參與計劃，已至少得到

11家主要銀行支持。

金管局已提醒銀行調配足夠人手和設立客戶查

詢專線，確保計劃運作暢順，並密切監察計劃

推出後的運作情況，與銀行業保持緊密聯繫，

不時檢視並優化安排。

www.hkma.gov.hk/media/chi/doc/key-information/
press-release/2020/20200417c3a1.pdf

詳情請參閱網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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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對新型冠狀病毒疫情挑戰

香港特區政府推出

      各項支援企業措施

近月受新型冠狀病毒疫情影響，全球經濟急速下滑。在種種不明朗的因素下，香港

不同行業都飽受衝擊。香港特區政府已陸續推出多項支援企業的措施，協助企業渡

過當前難關。 

電話：+852 2878 1199／電郵：ppphs@hkma.gov.hk

查詢：



香港按證保險有限公司

「百分百擔保特惠貸款」優化措施

香港按揭證券有限公司全資擁有的香港按證保

險有限公司（按證保險公司）宣布，立法會財

務委員會已通過，中小企融資擔保計劃下「百

分百擔保特惠貸款」（下稱：特惠貸款）總信貸

保證承擔額會增至港幣500億元，每家企業的

最高貸款額增至港幣400萬元，而還息不還本

的安排則延至首12個月，以減輕即時的還款壓

力。

以下貸款機構已於2020年4月20日起接受特惠

貸款申請：

˙	中國銀行（香港）有限公司

˙	交通銀行（香港）有限公司

˙	創興銀行有限公司

˙	星展銀行（香港）有限公司

˙	恒生銀行有限公司

˙	南洋商業銀行有限公司

˙	華僑永亨銀行有限公司

˙	渣打銀行（香港）有限公司

˙	東亞銀行有限公司

˙	香港上海滙豐銀行有限公司

特惠貸款由政府提供百分百擔保。年利率為最

優惠利率減2.5%（即現時實際利率2.75%），

擔保費全免。每宗申請的最高貸款額為有關企

業的六個月僱員薪金及租金的總和（如企業沒

聘請僱員，亦沒租用辦公室，可以2019年最

高單月淨收入的一半替代計算），或港幣400萬

元，以較低者為準，申請資格如下：

1.	企業須在2019年底前已最少營運三個月

2.	自今年2月份起任何一個月的營業額較去年

任何一個季度的平均每月營業額下跌三成或

以上。

申請詳情請與上述銀行聯繫。查詢可致電中小

企融資擔保計劃熱線：+852	2536	0392

香港工業貿易署

「BUD 專項基金」優化版

「發展品牌、升級轉型及拓展內銷市場的專項基

金」（「 BUD 專項基金」）的進一步優化措施已

經於2020年4月9日實施。每家企業用以推行

於內地的項目和於其他與香港簽署自由貿易協

定（自貿協定）的經濟體推行的項目，個別上

限（各港幣200萬元累計資助）的地域使用區

分已經取消，企業能更靈活運用合共港幣400

萬元的資助上限，推行內地項目或於其他與香

港簽署自貿協定的經濟體推行項目，拓展市場。

申請資格

所有按照《商業登記條
例》（第310	章）在香港
登記，並在香港有實質業
務運作的非上市企業。

每個項目
最高資助金額

港幣100萬元

每家企業可獲
資助的項目上限

最多可獲資助20個核准
項目。

「內地計劃」最高累積資
助金額為港幣400萬元。
每家企業的合共最高累積
資助金額（「內地計劃」
和「自貿協定計劃」）為
港幣400萬元。

撥款方式

申請企業可選擇以方式
(1) 申領首期撥款	或	方
式 (2) 不申領首期撥提交
項目申請。

資助發放及財務管理安排
及要求，包括個人擔保安
排，詳情請參考「內地
計劃」申請指引第5段。

BUD 專項基金優化版「內地計劃」

香港印刷業商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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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bud.hkpc.org/content/ 優化版內地計劃

詳情請參閱網頁：

電話：+852 2788 6088／電郵：bud_sec@hkpc.org

查詢：



香港工業貿易署

優化「中小企業市場推廣基金」

在疫情影響下，網上舉行虛擬展覽成為企業推

廣業務的新出路。例如：香港貿易發展局於

2020年4月舉辦春季網上採購展，讓企業更簡

易快捷地聯繫全球供應商和買家。有見及此，

企業如參與由政府有關機構或有良好信譽及往

績的展覽商舉辦的虛擬展覽，將可受惠於「中

小企業市場推廣基金」下的資助。

會議展覽業資助計劃

香港貿發局展覽參展費半費資助

香港特區政府於2月21日公布推出會議展覽業

資助計劃。不論大小、本地或海外企業，凡參

與由香港貿易發展局所舉辦的展覽，均可獲資

助50% 費用，上限為港幣10,000元。資助計

劃將包括2020年香港國際印刷及包裝展，資助

將從參展費中直接扣除。	

受惠於這計劃的香港企業，如符合申請「發展

品牌、升級轉型及拓展內銷市場的專項基金」

（「 BUD 專項基金」）或「中小企業市場推廣基

金」（「市場推廣基金」）的條件，仍然可以就

餘下的參展開支申請該等基金的對等資助（請

見上文）。

香港出口信用保險局

新一輪支援措施支持出口貿易

疫情擾亂了供應鏈及商業活動，令經營本已困

難的香港出口商、特別是中小企雪上加霜。香

港出口信用保險局（下稱：香港信保局）推出

新一輪支援措施，協助企業面對風險及財政負

擔，支持香港出口貿易。新措施為期一年至

2021年3月31日，並包括2020年4月1日已

生效的保單。詳情如下：

為「小營業額保單」保戶提供的支援措施包括：

1.	提供免費付貨前風險保障予受批核的買家，

涵蓋所有香港信保局承保的市場。如受批核

的買家在付貨前取消具約束力及有效的合同

或倒閉，令保戶遭受損失，只要保戶已履行

合同上的責任並符合保單上的條款，香港信

保局會按保單條款作出賠償。

受惠對象
中小企業（非申請涉及的出口推
廣活動的主辦／協辦機構／服
務供應商或與其關連公司）

目的
鼓勵中小企參與出口推廣活動，
擴展其香港境外市場

資助

每個資助活動核准總開支50%
或港幣10萬元（以較低者為準）

每家企業的累計資助金額上限：
港幣80萬元

（必須於完成項目後60天內提交
申請）

「中小企業市場推廣基金」優化措施

香港印刷業商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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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smefund.tid.gov.hk/tc_chi/emf/emf_
objective.html

詳情請參閱網頁：

www.smefund.tid.gov.hk/tc_chi/emf/files/EMF_Guide_Ch.pdf 

詳情請參閱網頁：

電話：+852 2398 5127
電郵：emf_enquiry@tid.gov.hk

查詢：

電話或電郵：

陳穎欣小姐： +852 2240 4614／ lolita.wy.chan@hktdc.org
許麗虹小姐：+852 2240 4801／ jess.lh.hui@hktdc.org
龍思遙先生：+852 2240 4613／ horasis.sy.lung@hktdc.org

查詢：



2.	上調已承保買家的信用限額20%，上限為

500萬元，涵蓋所有香港信保局承保的市場。

3.	保費繳交期限延長一個月。

4.	增加保費折扣優惠，為每名「小營業額保

單」保戶提供額外兩成的保費優惠，由七折

增加至五折。

為全體保戶提供的支援措施包括：

1.	豁免所有保戶每年1,500元的保單年費。

2.	一律延長所有獲批核的信用限額付款期限至

120日（一般為60日至90日）

3.	如買家延長／更改付款條款，保戶不需繳交

額外保費。

4.	加快處理賠款安排，在收到相關文件後五天

內完成處理100萬元或以下的賠款個案。

5.	簡化程序，彈性處理買家付款困難個案。

6.	免費為所有保戶提供額外十個信用評估服務。

香港創新科技署

「遙距營商計劃」（D-Biz）

為減低疫情擴散風險，學校停課、政府呼籲企

業安排員工在家工作，大部分市民也減少外出，

傳統生意的經營大受影響，卻同時促進了電子

商貿、線上銷售平台等相關網上服務。在第二

輪防疫抗疫基金下，創新科技署推出「遙距營

商計劃」（D-Biz），為期六個月，資金為數港幣

五億元。透過特快批核，資助企業利用創新與

科技在疫情期間開拓遙距業務，創造新的價值、

新的能力、新的機遇，轉危為機。

例如：企業想推行在家工作，可利用資助購買

網上會議的器材、並強化網絡安全以提升檔案

傳送時的保密度；企業亦可引入網上營銷系統，

如增設網上諮詢服務、增設流動電子支付等來

拓展市場。每個方案連同培訓開支的資助最多

港幣10萬元，如企業欲申請多於一個方案，可

以填寫在同一份計劃書內；每家公司（上市公司、

法定機構和接受公帑資助的非政府機構除外）

可獲最多港幣30萬元總額資助。請注意，如該

項目已申請「科技券」，則不可重複申請「遙

距營商計劃」。

為確保快速批核及協助企業盡快啟動相關科技

方案，應對疫情打擊，創新科技署將提供已核

准的資訊科技方案及服務供應商清單。市場上

www.hkecic.com/tc/ information_
announcements.aspx

詳情請參閱網頁：

「遙距營商計劃」（D-Biz）

全額資助的項目

（包括購買和採用科技方案及相關

培訓的開支，但方案不可只包含培訓，

如：只包含報讀網上營銷課程）

設置網店（online stores）

進行網上營銷（e-marketing）

遙距團隊管理（remote team management）

強化網絡安全（cybersecurity）

網上會議（virtual meeting）等等

方便在家工作的遙距文件管理系統
（remote document management）

香港印刷業商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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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話：+852 2732 9998
電郵：gina.san@hkecic.com

查詢：



具經驗提供與遙距營商科技方案有關的專業服

務供應商，也可申請加入清單。

香港生產力促進局會擔任這次計劃的秘書處，

採用快速批核方式，申請資料和所需文件齊備

後，大約十個工作天內可通知申請結果。這計

劃於2020年5月開始接受申請，預計可惠及超

過文3,000家企業，各行各業都可受惠。

上述一切細節以計劃秘書處公布的申請書為準。

香港創新科技署

「創新科技基金」下

「科技券」優化措施

創新科技署自2020年4月1日起，進一步優化

「創新科技基金」下的「科技券」。「科技券」

旨在資助本地非上市企業／機構使用科技服務

和方案，以提高生產力或將業務流程升級轉型。

經優化後，每個獲批項目的資助比例由三分之

二提高至四分之三，每名申請者的資助上限由

港幣40萬元增加至60萬元，而獲批項目數目

的上限亦由四個增加至六個，藉此進一步協助

企業利用科技改善業務運作及提升競爭力。

值得注意的是，上述措施只適用於2020年4月

1日或之後遞交的申請；於上述日期前已提交申

請的申請者，如希望藉著優化措施申請更高的

資助額，需要在科技券計劃管理系統（https://

tvp.itf.gov.hk）撤回原先申請，再提交新的申請。

香港印刷業商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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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hkpc.org/zh-HK/distance-business-
programme

詳情請參閱網頁：

電話：+852 2788 5070
電郵：dbiz@hkpc.org

查詢：

www.itf.gov.hk/l-tc/TVP.asp

詳情請參閱網頁：

電話：+852 3523 1170
電郵：tvp-enquiry@itc.gov.hk

查詢：

香港特區政府為中小企提供超過40多個資助計

劃，香港生產力促進局於2020年1月1日設立

「 中小企資援組 」，透過支援小隊與中小企直接見

面會談，協助他們配對合適的資助計劃方案，並

解答申請上的問題，以提高中小企對政府資助計

劃的認知，鼓勵他們善用政府提供的支援。■

香港生產力促進局「中小企資援組」（SME ReachOut）

電話：+852 2788 6262
電郵：sme_reachout@hkpc.org

查  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