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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KAI LAB 
加速初创企业发展计划 

 
申请资料包 

我们提供 

1. 財务投资 

• 「阿里巴巴香港创业者基金」(AHKEF) 将以为期 18 个月的零利息可转股

债劵 (convertible note) 投资十万美元予加入 HKAI LAB「加速初创企业

发展计划」之公司。 

• 该可转股债劵应给予持有人在下轮股权融资中转换为股权的选择权，转换

价要视乎公司的实际情况及阶段发展。 转换后，AHKEF 可在完全稀释基

础上换取该公司最多 6%股份。 转换时收到的股份应与下一轮股权融资中

发行的股份相同享有相同权益。 

 

2. 专属的人工智能技术 

• 配备 GPU 的高性能计算机资源  

• PAI，由阿里云驱动的机器学习平台  

• Parrot，由商汤科技驱动的深度学习平台  

 

3. 强大的咨询、网络和机会 

• HKAI LAB 提供广泛的顾问、教授和专家的知识共享，包括人工智能领域

专家、资深教授和技术专家。 你还将有机会通过在 HKAI LAB 或外面举办

的各种活动，与风险投资家和潜在的战略合作伙伴会面。 此外，也有可

能得到与阿里巴巴集团、商汤科技及其他本地或海外企业开展合作的机会。 

 

4. 专业的技术支援与资源 

• 为了支持你的发展，你将可以获得价值一万美元的阿里云服务，阿里云、

商汤科技和阿里巴巴达摩院团队的技术咨询和支持。 你还可透过香港科

技园的科技创业培育计划获得其中的技术和管理协助、推广和拓展协助以

及营商的培育支援。 

 

5. 办公空间 

• 我们与香港科技园公司合作，在计划期间为你提供位于香港科学园区内的

办公空间。(主要活动必须为研发工作，不可进行销售或营销。也不允许

进行零售或大规模生产活动。)  

加速初创 

企业发展 
 

HKAI LAB 提供

为期十二个月的

「加速初创企业

发展计划」，为

你的初创企业带

到一个新的层

次。  

 

我们专注于协助

初创企业将发明

的人工智能和技

术商业化。 

 

我们每年将接受

两轮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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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申请资格 

1. 申请人可以用个人名义或公司进行申请。 成功申请后，你必须在正式加入「加速初创企业发展计

划」前持有一家香港注册的公司，其成立时间不可超过三年，并以公司名义参与计划。 

2. 你的团队中主要创始人必须为香港永久居民，或主要业务营运必须在香港。 

3. 你的企业创始人或团队必须持有公司 51%或以上股份。 

4. 你的企业最少拥有两名全职员工。 

5. 最少一半企业员工从事人工智能科技相关的工作。 

 

 

 

  我们的评审要求 

我们的评审团队将根据以下标准挑选合适的初创企业： 

1. 研究和开发的深度 

2. 科技创新度 

3. 商业计划的可行性 

4. 企业团队的质素及竞争力 

5. 未来 1 年阶段性目标计划的质素 

 

 

 

小貼士 : 

• 商业计划书，例如商业模式、产品或服务描述、产品开发计划/时间表、市场评估及潜力、市场/销

售策略 

• 团队的执行力包括技术或业务背景、创业历程 (如有) 

• 机器学习方面之背景知识及科研能力，例如技术专长、发明和专利 

• 团队最近的技术和业务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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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程序 

1. 网上申请 

• 提交网上申请表格及所需文件。 

2. 评选小组会根据你提交的文件审视申请 

3. 评选小组面试 

• 入围的申请人需要通过评选小组进行的面试。   

• 入围的申请人将会于 2020 年 8 月 10 日透过电邮收到通知面试日期及时间。   

• 面试日期暂定于 2020 年 8 月 13及 14 日。   

• 于面试前，入围的申请人必须提交于网上申请时任何遗漏的资料或文件。   

• 每位入围的申请人面试时间为 20 分钟 (10 分钟介绍已提交的商业计划书 + 10 分钟问答环节)。 

英文、普通话及广东话均可接受。 面试演讲时不需带备你的私人电脑。 如果你的资料在提交至

面试之期间有重大更新，请在面试前一天将更新的商业计划书及资料电邮给我们。 即场提供的

新商业计划书不一定被纳用。 

4. 审核评估调查 

• 获选的申请人将收到我们通知参加第一次的工作坊，并需要经过我们的审核评估调查。 在指定

时间内完成审核评估调查而结果满意的，才可加入「加速初创企业发展计划」。 

• 即使你尚未正式成立公司，你仍可提交申请。 但如果你的申请被选入围，你必须在开始审核评

估调查程序前，正式成立公司，并完成注册公司程序。 

 

重要日子 

2020 年 7 月 31 日 申请截止日期 

2020 年 8 月 10 日 入围的申请人收到面试通知 

2020 年 8 月 13 日及 14 日 面試日期 

2020 年 8 月 20 日 获选的申请人参加第一次工作坊 

2020 年 9 月 3 日 获选的申请人参加第二次工作坊 

2020 年 9 月及 10 月 审核评估调查 

2020 年 10 月 14 日 加入的初创企业迎新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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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上申请所需文件 (PDF 格式)： 

 

*必须提交 

 

公司文件： 

1. 商业计划书* (最大 20MB) 

2. 香港商业登记证  (最大 2MB) 

3. 香港公司注册证  (最大 2MB) 

4. 主要技术人员之学历证明 (最大 2MB) 

5. 所属团队刊载与业务相关技术的刊物 (如论文) (最大 2MB) 

 

有限公司须上载之文件： 

6. 公司章程 (最大 2MB) 

7. 审计账目  (最大 5MB) 

8. 最近六个月银行账单 (最大 5MB) 

9. 公司之特别决议  (最大 5MB) 

10. 最近周年申报表或成立公司表格 (最大 5MB) 

11. 专利申请证明/ 受权 （如适用） (最大 5MB) 

12. 其他文件  (最大 10MB) 

 

 

 

 

备注： 

(1) 此资料包为方便申请计划者而提供，文中的所有内容如有更改，恕不另行通知。 请参考 HKAI LAB 

网站内容 - www.hongkongai.org (“网站”)。 

(2) 如资料包的英文版本跟中文版本有任何差异，包括某些公司文件的名称，以英文版本为准。 

(3) 此资料包的所有内容都为网站内容之部分。我们保留所有权利，并根据相同的条款及细则及免责声

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