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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支援計劃
提供高達50萬港元資助
提升在內地市場的競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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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品牌、升級轉型及
拓展內銷市場的專項基金

為協助香港企業把握國家「十二五」

規劃的機遇，香港特別行政區政

府於2012年6月推出一項總值10

億港元的「發展品牌、升級轉型及

拓展內銷市場的專項基金」（簡稱

「 BUD 專項基金」），由香港商務及

經濟發展局負責整體統籌；其中的

「企業支援計劃」可向每家合資格

的申請企業提供上限達50萬港元

的資助金額，目的為協助個別香港

企業推行有關發展品牌、升級轉型

和拓展內銷的項目，從而提升他們

在內地市場的競爭力，促進在內地

市場的發展。「企業支援計劃」由

香港生產力促進局擔任秘書處，負

責協助推行計劃。

隨著「 BUD 專項基金」啟動儀式的

舉行，該基金正式接受申請。下文

將詳細介紹「企業支援計劃」的詳

情、申請條件及方法。

■ BUD 專項基金
「企業支援計劃」現
已接受申請，每家
合資格的申請企業
可獲上限達50萬港
元的資助金額。

■ 商務及經濟發展局蘇錦樑
局長（右二）與工業貿易署
袁小惠署理署長（左一）、香
港生產力促進局陳鎮仁主席
（左二）及麥鄧碧儀總裁（右
一）主持啟動儀式。

■ 蘇錦樑局長在啟動儀式上致
辭，鼓勵業界好好利用「 BUD
專項基金」提供的資助，把握機
遇，拓展內地的業務，從而帶動
香港長遠的經濟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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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D 專項基金」
企業支援計劃簡介
本專項基金資助的項目必須為協助企業開拓及發展

內地業務。任何有助個別香港企業透過發展品牌、

升級轉型及／或拓展內銷以開拓及發展內地市場的

項目，均可申請資助。符合相關範疇的例子包括：

資助金額
資助按對等原則提供，即政府最多資助個別項目總

核准開支的50%，而企業須以現金形式承擔不少於

該項目總核准開支的50%。在基金的申請期內，每

家合資格的企業最多可獲資助三個核准項目。每家

合資格企業在 BUD 專項基金「企業支援計劃」下的

累積資助上限為50萬港元。

資助範圍
與項目直接有關的支出（包括採購專用機器設備、

場租、聘用顧問、組織或參與推廣活動等）均可獲

資助（但設有開支上限），而企業日常營運的費用（如

已聘僱員的薪金、辦公室租金及一般行政及辦公室

開支等），則不獲資助。詳情可參閱「企業支援計劃」

的申請指引。

申請期
視乎基金資助餘額而定，「企業支援計劃」公開申請

期由2012年6月25日起開始，為期五年，至2017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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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論是從

事製造或服務行業，或是否已在內地有業務運作，

均符合資格申請資助。企業在提交申請表時，須提

供相關文件包括員工記錄、財務報告記錄、商業交

易及營運記錄等，以作證明。所有本港及香港以外

地區的上市公司，均不符合申請資格。

如公司在申請「企業支援計劃」資助的同時，亦向其

他政府（如內地政府）相關基金申請同一項目的資

助，並已獲得或將獲得資助或津貼，該項目將不會

獲得「企業支援計劃」的資助。如該項目已向其他特

區資助計劃或其他政府機構申請資助或津貼，而未

獲審批或在審批中，有關項目的資料需要在申請表

上申報。

申請詳情
申請流程

申請表格可於「企業支援計劃」網頁下載，這表格提

供了一個全面而統一的資料範本讓秘書處進行處理。

企業申請資助，需將填妥的申請表格（其中包括全

盤業務發展計劃（見以下描述）、項目內容、服務提

供者的資料（如適用）等）連同所需的證明文件一

併交回（親身遞交或郵寄）「企業支援計劃」秘書處。

申請指引

申請指引可於「企業支援計劃」網頁下載，是一份詳

盡的指導文件，以協助申請者填寫申請表，其中記

載了一般資料介紹、申請資格、項目及資助金額、

申請及審批程序、項目監督、發還資助、查詢及其

他附加參考資料。

全盤業務發展計劃

企業申請資助以推行有關發展有關品牌、升級轉型

／或拓展內銷市場的項目，除項目內容外，需遞交

一份全盤業務發展計劃，這是企業為未來三年至五

年發展內地業務而制定的中長期發展藍圖，以顯示

如何透過建議措施提升該企業在內地市場的競爭力，

促進在內地的業務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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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疇 例子

Branding

發展品牌

品牌發展策略與計劃釐訂、品
牌定位及形象設計、品牌評
審及市場研調、品牌推廣等。

Upgrading

升級轉型

新產品設計、新技術引進、
管理體系提升、生產自動化
等。

Domestic Sales

拓展內銷市場

內銷市場研究、內銷策略與計
劃釐訂、內銷渠道建立、產
品／服務推廣等。



企業如在制定全盤業務發展計劃中遇有困難，

亦可申請計劃的資助，以委聘合資格的服務提

供者（顧問公司）代為撰寫全盤業務發展計劃。

計劃內容重點包括：

1.	 企業面對的業務挑戰，機遇或令企業有意發

展內地業務的原因；

2.	 企業發展內地業務的目標及所採用的策略；

3.	 發展內地業務不同階段的主要措施（包括申

請資助的項目），其執行時限及負責單位；

4.	 實施計劃的投入及預計成效。

服務提供者

申請企業可委聘服務提供者（顧問公司）代為

撰寫全盤業務發展計劃，為確保實施資助項目

的顧問公司有一定質素，申請企業聘用的顧問

公司須符合以下資格：

•	按照香港商業登記條例（第310章）註冊，

或依法成立的顧問機構；及

•	成立一年或以上；及

•	完成五個有關品牌、升級轉型或拓展內銷的

項目；及

•	顧問服務的負責人需有五年或以上的相關顧

問項目經驗，以及需要全程參與顧問項目。

服務提供者必須提供有效的證明文件，包括公

司背景、僱員工作經驗及有關的項目資料等。

秘書處將就以上所遞交的證明文件進行查核。

請注意，BUD 專項基金（企業支援計劃）秘書

處並沒有指定任何公司或機構提供與專項基金

相關的收費服務（包括協助企業提交申請、制

定全盤業務發展計劃及執行有關發展品牌、升

級轉型及／或內銷的項目）。

截止申請日期
申請的審批一般每兩至三個月進行一次，計劃

管理委員會將對在接受申請期內所收到的申請，

於隨後的審批會議中進行審批。第三次的截止

申請日期及時間暫定為2012年11月30日下午

6:00正。秘書處於截止日期後所收到的申請表

格，將與下一次申請截止日期前所收到的申請

一同處理。

項目審批及撥款安排
審批流程

所有申請都需交由計劃管理委員會審批，該委員會由

一名政府官員擔任主席，成員包括來自政府、工商界

以及在發展品牌、升級轉型及拓展內銷市場方面具有

專業知識或經驗的人士。

計劃管理委員會一般每兩至三個月召開一次會議。所

有接獲的申請會分批呈交隨後舉行的計劃管理委員會

會議上審閱。結果會在「企業支援計劃」網頁公佈。申

請企業將會在該委員會作出決定後，獲秘書處通知審

批結果。

項目協議及帳目

企業需就獲批項目，達成以下各項：

•	與秘書處簽訂撥款協議；

•	開設獨立的銀行帳戶，專門處理項目的所有收支，

並就項目保留獨立及清晰的帳目。（如企業同時成

功申請了兩個或以上的項目資助，需要就不同項目

在銀行分別開設不同的戶口，把不同項目的收支帳

目分開處理，而不同資助項目的收支帳目須分別進

行財務審計。）

•	在項目完成後，提交終期報告及最終經審計的帳目

（項目推行的時間如在12個月以上，企業需要每六個

月提交一次進度報告及每年提交經審計的年度帳目）。

發放撥款

為了協助企業應付在開展獲批項目時的資金需要，秘

書處在簽訂撥款協議後會向企業發放首期款項。其後

的撥款會在企業按規定遞交的進度／終期報告及經審

計帳目獲接納後，以回撥方式發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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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撥款的分期發放



項目監管、
審查及進度報告
秘書處將進行項目監察，透過監察申請者所遞

交的項目進度／最終報告，比對預期目標與實

際的項目進度及工作成效，以評估項目的結果。

秘書處也將因應項目的執行情況及性質，安排

工作人員到現場審查，以了解工作的進度及成

效。

每個獲資助項目須於24個月內完成。為確保資

助項目的有效執行，企業需根據項目橫跨時間，

提交中期／最終報告及經審計帳目由計劃管理

委員會進行審批，項目推行的時間如在12個月

以上，企業需要每六個月提交一次進度報告，

以匯報項目推行的最新情況。企業也需要每年

提交經審計的年度帳目，並於項目完成後兩個

月內提交終期報告及最終審計帳目。項目推行

的時間如不多於12個月，企業無需提交中期報

告，但需在項目完成後兩個月內提交終期報告

及最終審計帳目。■

項目推行時間 進度報告及年度經審計帳目 終期報告及最終經審計帳目

12個月或以下 無需提交 項目完成後兩個月內提交

12個月以上至24個月 需每六個月提交進度報告；
及提交年度經審計帳目

項目完成後兩個月內提交

項目推行時間 18個月或以下 18個月以上至24個月

首期撥款 項目核准開支中政府承擔部分的25% 項目核准開支中政府承擔部分的25%

中期撥款 * 不適用 上限為項目核准開支中政府承擔部份的25%
（視乎項目的實際支出）

終期撥款 項目核准開支中政府承擔部分的75% 項目核准開支中政府承擔部分的餘款

*	在企業提交的第二份中期報告及首份年度經審計帳目獲接納後發放。

提交申請及查詢

有意提出申請的企業需填寫申請表格，連同所

需文件，郵寄或親身送交秘書處。企業如對企

業支援計劃有任何查詢，可聯繫「企業支援計

劃」秘書處：

地址：九龍達之路78號生產力大樓三樓

　　　BUD 專項基金（企業支援計劃）秘書處

電話：(852) 2788 6088

傳真：(852) 2788 6196

電郵：bud_sec@hkpc.org

網址：www.bud.hkpc.org

所有撥款會於獲資助企業投入等額資金後發放，詳情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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