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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竞行业支援计划 

A 部分  比赛及活动 

 

申请指南及需知 

  
您必须: 

 

▪ 提交申请前，请先仔细阅读本《电竞行业支援计划》的 “比赛及活动” 指南。 

 

▪ 若欲咨询申请事宜，请发送电子邮件至e-sports@cyberport.hk ，与香港数码港管理有限公司（下称

“HKCMCL”）联系。 

  

热线： (852) 3166 3839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 9:00至下午 5:30）   

邮箱：e-sports@cyberport.hk 

1. 简介  

 

《电竞行业支援计划》旨在通过提供资助予电竞行业团体，举办多元化的行业活动，包括电竞比赛及活动、培训及

教育计划，以及境外交流团等，以支持行业发展。本指南阐述为合资格申请机构举办电竞相关比赛及活动提供资助

的有关流程及安排。 

 

2. 申请资格  

2.1 申请机构须为根据《公司条例》（第 622 章）或旧《公司条例》（第 32 章）注册的机构；或

根据《社团条例》（第 151章）成立的组织；或根据《税务条例》第 88条获豁免缴税的非政

府机构；或根据香港任何法例成立的 法定团体，包括： 

a) 商业企业；或 

b) 工业 / 行业协会；或 

c) 专业团体；或 

d) 从社会福利署获得资助的非政府机构（参考链接：

http://www.swd.gov.hk/en/index/site_links/page_ngowebsite/);或  

e) 根据《防止贿赂条例》（第 201 章）第 2 条下所列的公共机构，唯政府部门、行政会议及

立法会（与第 201章附表 1相关）除外 

 

mailto:e-sports@cyberport.hk
http://www.swd.gov.hk/en/index/site_links/page_ngowebsi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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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申请机构须为数码港社区成员1。  

2.3 申请机构必须从事以下至少一类或更多类别的业务： 

i) 培训及教育机构、专业学院 

ii) 行业协会、贸易协会、商会 

iii) 游戏发行商/ 游戏牌照持有人 

iv) 游戏软件开发商 

v) 硬件/ 周边设备制造商 

vi) 现场/ 在线游戏比赛/ 锦标赛主办方 

vii) 电子竞技相关内容的媒体平台/ 广播商 

viii) 游戏技术应用/ 研发 

ix) 游戏活动制作 

x) 电子竞技团队/ 人才管理 

 

2.4 相关比赛及活动须属于电竞相关领域。    

2.5 HKCMCL 和 /或评审小组保留定义及决定申请是否符合本《指南及需知》所阐明要求的唯一及

绝对酌情权。 

 

3. 资助范围 

3.1  HKCMCL为举办电竞相关比赛及活动（下称“活动”）的合资格申请机构提供资助，包括： 

 
3.1.1 所有电竞比赛，包括锦标赛、冠军赛、联赛、资格赛、邀请赛等。 

（参考链接：https://www.esportsearnings.com/leagues） 

3.1.2 所有非比赛类电竞活动，包括会议、典礼、庆典、节庆活动、嘉年华等。 

3.1.3 在所有申请机构建议举办的活动中，HKCMCL 必须冠名为主办方、联合主办方或其他主

要成员（比如策略伙伴/主要伙伴），以较高级别为准。 

3.1.4 HKCMCL保留决定任何申请是否符合资助资格的绝对权利。  

 
  

 
1数码港社区成员乃指办公室租户、Smart-Space 租户（即包括商务办公室、固定工作站和灵活办公桌）、 “数码

港培育计划”受培育公司及毕业生，以及 “数码港创意微型基金”受资助者及毕业生。如任何 “电竞实习支援计

划”之申请者于申请时并非数码港社区成员，其于获批后必须以上述任何形式成为数码港社区成员。 

https://www.esportsearnings.com/leagu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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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资助内容 

4.1. HKCMCL将根据第 6项阐明的预计效果得分判定活动等级，并提供相应的资助及非现

金支援： 

活动等级 现金资助 
HKCMCL场地活动非现

金赞助 
性质 

钻石级 最高港币$500,000 最高港币$300,000 
国际级活动，面向专业玩家，

并通过官方许可/ 审批 

白金级 最高港币$375,000 最高港币$200,000 
大型本地活动，制作标准高于

平均水平，面向半专业玩家 

黄金级 最高港币$250,000 最高港币$100,000 

业余比赛，面向普通玩家，制

作标准符合一般水平，有明确

的参加者对象 

银级 最高港币$125,000 最高港币$100,000 
小型或内部活动，非专业活动安

排，参加的业界人士数量有限 

 

4.2 无论任何活动，所获资助应用于活动制作及营运支出，不得用作颁予电竞参赛者的奖金。 

4.3 除非获得评审团队特别许可，活动必须在结果公佈后一年内举办并完成。 

4.4 申请机构必须尽可能照着原本的活动计划书筹备活动。如果活动有重大变更、延期甚至取消，申

请机构必须递交「活动取消 / 延期 / 变更」表格 (EYT.SF.200)，并附上理据及证明文件。 

4.5 非现金支持涵盖以下项目的支出，并设有相应的封顶金额（请参阅由HKCMCL提供的最新价目表 

/ 报价单） 

i. 由HKCMCL提供的场地、设施、器械和人手费用 

ii. 由HKCMCL物业管理处（FMO）提供的服务 

iii. 数码港艾美酒店的酒店房间 

iv. 由数码港入驻商家提供的餐饮服务或餐券 

v. 往返数码港的穿梭巴 

 

4.6 于HKCMCL场地举办的电竞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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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资格的申请机构于 HKCMCL 场地举办任何活动，可获得不超过相应活动等级的最高资助金

额的资助及非现金赞助。 

4.7 于HKCMCL外举办的电竞活动 

4.7.1 合资格申请机构于数码港以外的场所 / 地点举办任何活动，仅可获得不超过相应活动

等级的资助，不设非现金赞助。 

4.7.2 申请机构应确保HKCMCL在相关活动中负责特定的职能或角色，包括但不限于： 

i. 联合主持 / 合办某电竞活动的重要赛事； 

ii. 于数码港场地/工作场所直播电竞活动； 

iii. 担任活动的嘉宾主持； 

iv. 发 表 讲 话 / 展 览 / 其 他 参 与 形 式 （ 数 码 港 或 数 码 港 社 区 成 员 ） . 

 
4.8 每家申请机构可提交的最多资助申请次数 

每间机构可就举办活动每次提交最多 3 份申请。每间机构的附属公司提交的申请亦算作同一机

构的提交次数。HKCMCL拥有根据实际业务需要调整次数限制的绝对权利。. 

5. 申请流程  

5.1 申请机构应填妥并提交《申请者资格审查表格》（EYT.SF.010），包括下列  公司文件： 

- 商业登记证 – BR 

- 公司註册证明 – CI 

- 法团成立表格 – NNC1  

 
5.2 获 HKCMCL 审批通过后，申请机构应在相应的截止日期前填妥并提交以下文件： 

i. 《电竞行业支援计划申请表格（比赛及活动）》[EYT.SF.020] 

ii. 活动计划书，包括但不限于： 

A. 工作安排 

B. 计划流程 

C. 预计嘉宾名单 

D. 支出明细 

E. 推广计划 

 

5.3 所有申请应由申请机构的主要申请者、董事或股东填写，否则将不会受理。 

 
5.4 HKCMCL将在整个程序中筛选申请，确保所有申请符合本指南所阐明的资格标准。  

 

5.5 HKCMCL将通过评审机制审核每一份申请，包括对申请数据进行初步筛选和核实、并由评审小组作

最终决定。申请者可能被要求以书面形式补充数据，或参加面试以作出最终决定。 

 
5.6 曾因参加某活动获批资助，并不保证其后同一活动仍符合资助资格。HKCMCL将根据当前状况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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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项活动及申请。HKCMCL保留在任何情况下权利审批任何活动资助资格的绝对权利。. 

 

6 评审标准 

6.1 HKCMCL将根据以下准则判定每一份申请的预计影响力得分，以决定最终资助金额。总得分较

高的申请应分类为更具影响力的类别中，因而获得更高金额的资助及非现金赞助。 

 

预计影响力得分将根据多个范畴评定，包括：  

 
i) 对本地电竞行业的重要性 

• 行业主要利益相关者是否参与 

• 能否创造商机及合作机会 

• 能否提拔本地人才 

 
ii) 国际认可 

• 专业水平 

• 地理覆盖面 

• 资历水平 

 
iii) 公共曝光率 

• 目标观众规模和覆盖范围 

• 预估线上及线下媒体报道 

• 对数码港的认可程度 

 
iv) 活动可持续性 

• 活动为期多久 

• 活动是否可重复举行 

• 活动结构是否可复制 

 

6.2 评审小组将根据预计影响力得分、可拨资金及申请机构的活动计划书，决定是否给予资助及定

出合适的资助金额，最终决定不设上诉或解释。 

 
7 结果公布 

 
7.1 通过HKCMCL最终资格核实后，HKCMCL将通过e-sports@cyberport.hk发送电子邮件将最终评

审结果通知成功获批的申请机构。 

 

7.2 获批的申请机构应在收到结果通知的14个自然日内以书面形式通过电子邮件回复确认接受资助。 

 
7.3 若HKCMCL未在截止时间内收到任何书面回复，HKCMCL将视为申请人已撤销申请。相关申请

将被驳回，不再另行通知。 

 

8 获批资助及承诺 

 
8.1 若HKCMCL和/或评审小组认为项目预算过高、超出资助范围或出于其他考量，项目实际可获得

的资助金额可能低于申请机构提请的资助金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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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 一般情况下，获批的资助金额将按照以下时间安排分两笔发放： 

 

 金额 时间安排 

第1笔 总批核资助金额的50% 在HKCMCL收到接受资助的书面确认后的

60天内或相关活动的确认开始日期的30天

前（以较后者为准） 

第2笔 总批核资助金额的50%或实际总

支出与第1笔资助之间的差额

（以较低者为准）  

HKCMCL根据第8.3.1项的规定批核所有活

动总结文件后的30天内。 

 

8.3 承诺 

 

8.3.1 申请人应在活动结束后的30天内提交以下文件至 e-sports@cyberport.hk： 

i. 《电竞行业支援计划 - 发还款项申领表（比赛及活动）》（EYT.SF.120） 

ii. 活动报告（包括但不限于活动照片、流程、媒体报道、精彩片段等） 

iii. 支出明细，须列明每项费用支出并附上对应的发票 

iv. 获得鑽石或白金级别资助的申请人必须呈交审计报告 

 
8.3.2 一般情况下，HKCMCL将发放总资助金额的50%作为第二笔资助。然而，若实际总支

出少于获批的资助金额，HKCMCL可调整获批金额，并以实际总支出与第一笔资助之

间的差额为第二笔资助金额。 

8.3.3 HKCMCL将评估每一个项目的执行情况及效果。若活动计划书与实际活动成果之间有

差异，HKCMCL可决定削减第二笔资助金额。差异包括但不限于：  

A. 实际现场观众及线上观众人数未达预期 

B. 未达到原推广计划中的推广力度 

C. 未完成原计划书中阐述的活动内容 

D. 沒有原计划书中阐述的贵宾或赞助商 

8.3.4 若非现金支援超出有关活动类别的最高资助金额，申请机构应自行负责该差额。 

8.3.5 若实际总支出金额超出获批的现金资助金额，申请机构应自行负责该差额。 

8.3.6 申请机构应确保财务文件应反映所有产生的利息及花费的支出。HKCMCL保留要求提

交审计报告或其他文件做进一步审核的权利。 

8.3.7 申请者不得因任何获批资助延误发放或撤销而向HKCMCL要求任何利益或索取任何赔

mailto:e-sports@cyberport.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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偿或任何性质形式的补偿。 

 

9. 对申请机构的廉洁政策 

 
为确保此计划以公开、公平、公正的方式推行，每家申请机构应： 

9.1 严格遵守《防止贿赂条例》（《香港法例》第201章），并应告诫其员工、代理、分包商及其他

以任何方式涉及此申请 / 项目的人员（下统称“员工”）同样应遵守相关法例，且根据《防止贿赂条

例》的规定，不得索取或接受任何人与本申请/项目相关的任何利益； 

 

9.2 不得向任何受雇于HKCMCL的人士、评审委员会成员或其代理人主动提供或同意提供任何礼赠或

任何形式的待遇，作为将给予协助或运用影响力，或曾给予协助或运用影响力执行任何与本计划

相关的工作，或偏袒或冷待任何与本计划相关的人士之诱因或报酬； 

 

9.3 一旦知悉任何潜在或存在的利益冲突，应以书面形式及时申报及通知HKCMCL。“利益冲突”包括

（但不限于）申请机构或其员工的个人/财务利益与该计划下该申请机构或其员工的职责和 / 或公

正性存在或预计存在冲突或竞争之情况。 

 

9.4 谨慎、有效地将所得的资助款项并仅用于本计划下获批的项目中； 

 

9.5 遵守公开、公正及公平竞争的原则采购与本计划相关的任何物品 / 服务；以及 

 

9.6 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包括通过《行为守则》或合同条款），确保所有员工都知悉及遵守本政策的

要求及规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