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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数码港创业投资论坛」载誉归来 探索创投新趋势 

在线线下汇聚过百名讲者  促成投资者及初创对接  

 

香港，2021 年 10 月 15 日—— 由数码港主办的年度创投瞩目盛事「数码港创业投资论

坛」（论坛）将于 11月 2至 3日举行，今年论坛将汇聚行业领袖、顶级投资者及科创企

业，围绕「创投展韧力  机遇缔成就」的主题，探讨疫后全球创投市场活跃、独角兽迅速

增长的强韧创投生态下，环球科创及融资趋势、投资者策略与创投新领域、大湾区机遇及

前景等。活动首次以「在线+线下」形式举行，让科创企业可与投资者亲身互动，同时利

用网上平台展示其创新科技方案，增加海外的曝光率，促进项目配对，为初创企业开拓投

资商机。  

  

作为香港数码科技旗舰，数码港一直致力促进初创企业的项目对接，令创投生态圈可以蓬

勃发展。「数码港创业投资论坛」主论坛云集逾 70 位分别来自阿里巴巴集团、香港交易

所、创始人空间 （Founders Space）、Verizon Ventures、Two Sigma、力矩资本、戈

壁创投、IESE商学院等国际及本地专家，围绕热门投资领域例如一些颠覆性技术包括非

同质化代币（NFT）、机械人、食物科技、金融科技/跨境金融科技、5G技术、家族创投

等，以及新兴投资主题包括新太空经济、特殊目的收购公司 （SPAC）、社会及管治

（ESG）等作出深入探讨及分享。 

 

论坛首次以混合形式亮相 在线线下互补优势 

今年论坛首次采用混合形式举行，在线线下双轨并行，不受地域限制，并获更多环球创投

专家及创业菁英参与，分享最新融资策略、市场动向、价值创造、科技生态等范畴的信息

和见解。虚拟平台除了全天候为环球与会者广播论坛及工作坊环节，更设创新科技展示区

及投资者配对平台，让逾百间数码港科创企业的项目有机会与投资者对接。 

 

论坛亦首次邀请到由常春藤盟校校友组成的 Asia Technology Entrepreneurship 

Conference（ATEC）进行讨论环节，将会吸引不少国际投资者进一步了解香港初创企

业。 

数码港行政总裁任景信表示：「新冠疫情持续超过一年，创科产业展现强劲韧力，促成不

少巨额融资，带动创投市场屡创纪录，香港今年亦于两个月内产生了三只独角兽，当中包

括来自数码港的 Animoca Brands，反映投资者对本港初创充满信心。同时，随着国家

『十四五规划』明确支持香港建设国际创新科技中心， 加上大湾区的蓬勃发展，相信香

https://www.atecstartup.org/atec2021.html
https://www.atecstartup.org/atec2021.html
https://www.atecstartup.org/atec2021.html


                                                                                         
港创投氛围会愈趋炽热，更多优质初创将吸纳更多资金，助力香港发展成为创科枢纽。数

码港将继续透过『数码港创业投资论坛』及『数码港投资者网络』积极推动创投生态，促

进产业融入充满机遇的国家发展大局。」 

 
全球性焦点活动 剖析产业创投趋势 

是届论坛的亮点活动将深入剖析个别产业的发展及机遇，包括由数码港主办的「2021数

码港金融科技创新论坛」汇聚超过 30位来自专业团体、知名金融机构、监管机构和杰出

初创企业的重量级嘉宾，探讨各金融服务范畴，在「拍住上」金融科技概念验证测试资助

计划后呈现的新趋势和机遇，主题包括大湾区机遇、监管科技于亚洲市场的发展、如何透

过环境、社会和管治(ESG)创造价值等。 

 

去年的「全球教育科技峰会」(Edventures Global Business Acceleration Summit) 广受

好评。 数码港很高兴今年再次与「薯片叔叔共创社」(Esperanza) 合办这次峰会，并将与

国际知名创投活动「硅龙峰会」（Silicon Dragon）同期举行。薯片叔叔共创社创办人曾

俊华先生表示：「今年的峰会以『教育科技新天地：由急就章至驱动变革』为主题，将讨

论教育科技如何由新冠肺炎期间用于辅助远程学习，转变为推动创新 21 世纪学习的工

具。 」 

专家们并将分享教育科技的最新发展。蓝象资本始创合伙人宁柏宇将讨论国内近期监管政

策对教育市场的影响、来自美国 Lumos Capital 和 Learn Capital 的专业教育科技风险投

资家 James Tieng 和 Vinit Sukhija 将分享私募和慈善资本在美国和欧洲如何一起支持教

育科技初创。MindCET行政总裁 Avi Warshavsky、芬兰教育联盟行政总裁 Olli Vallo、

赫尔辛基市 NewCo项目负责人Mia-Stiina Heikkala亦将和与会者分析以色列和芬兰如

何构建蓬勃的教育创新生态系统。 峰会参加者将收到一份由 Esperanza、Blue Elephant 

Capital 和 SuperCharger Ventures 联合发布的免费教育科技市场报告。 

12 家入围教育科技企业全球拓展计划 2021的初创，分别来自以色列、瑞典、英国、美

国、加拿大、印度和香港的教育科技企业，亦将分享他们的教育科技解决方案。他们正在

寻找试点机会和合作伙伴以支持他们在亚洲市场扩张。 

「数码港创业投资论坛」是一个致力连系数码科技投资者和企业家的旗舰活动。「数码港

创业投资论坛」是享誉国际的投资界盛事，2020 年首次以虚拟互动形式举行，吸引超过

1,700人参与交流，总浏览量超过 110,000次，当中包括 270名投资者，及完成超过 300 

个项目对接，为创投界联系合作伙伴及开拓投资商机。 

 

https://www.esperanza.life/zh/
http://www.ibecapital.com/
http://www.ibecapital.com/
https://www.superchargerventures.com/
https://www.edventuresgba.com/zh/fellowship.html#fellows2021
https://www.edventuresgba.com/zh/fellowship.html#fellows2021


                                                                                         
为进一步向业界提供行业及市场信息，由下周开始论坛网上平台将举办一系列的网上研讨

会，请来行业领袖分享他们对智慧投资和数码转型的见解和崭新观点，协助企业在新常态

中实践转型。相关研讨会及 2021数码港创业投资论坛的详细信息和完整的演讲者阵容，

请浏览网址：http://cvcf.cyberport.hk/ 

 

### 

请按此处下载高像素新闻图片。 

 

「数码港创业投资论坛」将于 11月 2至 3日首次以在线线下形式举行，探讨和分享环球

创投及融资趋势、大湾区机遇等，同时连系投资者及科创企业，促进项目配对，为初创企

业开拓投资商机。 

左起﹕数码港行政总裁任景信、OneDegree共同创办人郭彦麟、数码港投资者网络策划

小组主席周骆美琪、Dash Living 创办人兼行政总裁李灏庭、数码港首席公众使命官陈思

源 

http://cvcf.cyberport.hk/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Mu8Aw0PC56QIMQt6gj8pym2i4ATfvhqy?usp=sharing


                                                                                         

 
数码港行政总裁任景信期待数码港创业投资论坛有更多环球初创者与投资者参与并从中获

得启发与商机。 

 
数码港投资者网络策划小组主席周骆美琪分享了网络的最新发展及投资者动向。 



                                                                                         

 
数码港首席公众使命官陈思源表示是届论坛的亮点活动将进一步深入剖析个别产业的发展

及机遇，包括由数码港主办的首届「2021数码港金融科技创新论坛」。 

 

关于数码港  

数码港为一个创新数码社群，汇聚超过 800 间驻园区初创企业和科技公司，由香港特别

行政区政府全资拥有的香港数码港管理有限公司管理。数码港的愿景是成为数码科技枢纽，

为香港缔造崭新经济动力。数码港透过培育科技人才、鼓励年轻人创业、扶植初创企业，

致力创造蓬勃的创科生态圈；借着与本地及国际策略伙伴合作，促进科技产业发展；同时

加快公私营机构采用数码科技，推动新经济与传统经济融合。 

 

详情请浏览 www.cyberport.hk   

传媒查询，请联络： 

创思顾问集团有限公司  

区婉彤 

电话：(852) 3159 2919 

手提：(852) 9013 4243 

电邮：bonnie.au@creativegp.com 

梁晓殷 

电话：(852) 3159 2986 

手提：(852) 6077 7342 

电邮：penn.leung@creativegp.com 

 

数码港  

庄菀婷 

电话：(852) 3166 3867 

手提：(852) 9587 3593 

电邮：sandrachong@cyberport.hk 

 

http://www.cyberport.hk/


                                                                                         

附件 1  

202１数码港创业投资论坛 

日期 2021年 11月 2-3日 

时间 上午 9时至下午 6时 

网址 https://cvcf.cyberport.hk/  

焦点内容 ● 「创投情报」网上研讨会系列 

● 主题演讲及讨论环节 

● 创新科技展示  

● 投资者配对 

● 项目提案演示 

● 初创创投工作坊 

● 创业诊所 

亮点活动 ● 「2021数码港金融科技创新论坛」（11月 1日全日） 

● 「数码港投资者网络」成立四周年庆祝仪式（11月 2日上午） 

● 数码港创业计划毕业典礼 2021（11月 2日下午） 

● 「硅龙 2020峰会」Slicon Dragon（11月 3日上午） 

● 「全球教育企业峰会」（11月 3日全日） 

重点议题 ● 环球科技创投热门趋势 

● 「独角兽」领袖对谈 

● 科创企业在大湾区的发展前景 

● 特殊目的收购公司（SPAC） 

● 环境、社会及管治（ESG） 

 

 

 

https://cvcf.cyberport.hk/


                                                                                         

附件 2: 2021数码港创业投资论坛议程 

第一天 (2021年 11月 2日) 主论坛  

时间  议程／议题  

0900-0910  欢迎辞  

0910-0915  开幕辞  

0915-0925  「数码港投资者网络」周年庆祝仪式  

宏观趋势 环球舞台  

0925-0945  环球科技创投趋势概览  

0945-1000  主题演讲  

1000-1025  主题演讲 – 崭新科技浪潮 塑造创投未来  

1025-1100  领袖对谈：数码港科创菁英 — 由初创迈向独角兽之旅  

1100-1115  小休   

1115-1150  环球创投聊天室 — 创投新「吹」向 (由 Silicon Dragon全力策动)  

1150-1220  讨论环节：理财通激发金融科技创新发展  

1220-1240  炉边对谈：非同质化代币 — 探索新界限  

1240-1400  午休 / 5G专题短谈  
 

引领创投：投资者策略与创投新领域  驱动创新：行业聚焦与增长引擎  

1400 - 1420 讨论环节：环境、社会及管治

（ESG）与创效投资  

1400 - 1435 讨论环节：新兴科技行业  

1420 - 1440 炉边对谈：数据科学与先进科

技于亚洲投资及创效投资之应用  

1440 - 1510 讨论环节：环境、社会及管治

（ESG）与创效投资  

1435 - 1510 ATEC 讨论环节：科创企业在大湾区的发

展前景 (由 Asia Technology Entrepreneurship 

Conference全力策动)  

1510 - 1540 讨论环节：特殊目的收购公司 

(SPAC) - 香港募资新门路？ (由香港创业及私

募投资协会全力策动)  

1510 - 1540非「空谈」的新太空经济：2022年全面

上轨 (由创星汇(香港)有限公司全力策动)  

1545 - 1600小休  1545 - 1600 小休   

1600 - 1640 讨论环节：投资聚焦 家族创投  1600 - 1700 投资者与初创对谈及成功个案分享  

1700 - 1800数码港创业家计划毕业典礼暨分

享会 (由数码港创业学会全力策动)  

 



                                                                                         
 

第二天 (2021年 11月 3日)   

时间  议程／议题  

0830-

0945  

  

Silicon Dragon  

  

0930-1815  

Edventures Global Summit  

 
CVCF 初创工作坊  

1100-

1200  

初创生存指南—如何领航多变时代  

1400-

1500  

人才管理策略：全面的医疗保障  

1500-

1600  

如何发挥天使投资者与导师的最大裨益  

1600-

1700  

初创企业在数码时代的知识产权策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