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个空间，整个世界

ONE SPACE ,THE SPACE



    工合空间是一个粤港澳创业服务平台，致力成为内地、港澳和海外的“超级联系人”。

    在粤港澳大湾区的背景下，通过与湾区内外政企、机构和院校的密切合作，为创业者对接丰富的

创业资源、信息和服务，从人才、法律、税务、市场推广、投融资等方面提供服务，打破内地与港澳

之间的商贸壁垒、行政壁垒和文化壁垒，帮助港澳企业迅速落户内地，推动内地企业进入国际市场，

促进粤港澳创新创业深化合作发展。

          

01.公司介绍



其他湾

区城市

布点大湾区，形成联动，让工合进驻团队

在大湾区创业成本降低。

佛山

南海青创工合空间

2017年11月27日正式开业，定位于港澳及海外创业

者进入内地一站。

站点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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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创始人
Co-founder 

Duncan Chiu
叶兴华先生 
Andy Yip

联合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
Co-founder & CEO

联合创始人

首届粤港澳大湾区杰出青年企业家最佳社会责任奖

深港优秀青年企业家

计算机科技贡献奖（深圳）

计算机科技界“国庆70奖章”获得者（深圳）

佛山市南海区2019年度十大影响力人物

佛山市青年建功立业先进个人

佛山市科技企业孵化器行业优秀工作者

多地创新创业导师/多所高校校外导师

佛山南海区政协委员

佛山市青联委员

佛山市南海区内地港人联谊会副主席

第七届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

政区立法会议员（科技创新界）

香港信息科技联会会长

香港贸易发展局信息及通讯

科技服务委员会主席

慧科资本联合创始人

荔园有限公司主席

邱达根先生  



     香港新华集团成立于1957年，历经逾60载的不懈努力，新华集团已发展为业务横跨海产食品、

地产建筑、金融财务、高新科技、文化传媒、基础建设、教育培训和环保产业八大板块的大型跨国集

团。集团总部设于香港，背靠中国内地，投资网络已经扩展至中国内地、澳门、越南、缅甸、柬埔寨、

新加坡、加拿大、欧洲、美国及澳洲等地。  

    

     新華工合空間是一個粵港澳創業服務平台，致力成為內地、港澳和海外的“超級聯繫人”。

     在粵港澳大灣區的背景下，通過與灣區內外政企、機構和院校的密切合作，為創業者對接豐富

的創業資源、資訊和服務，從人才、法律、稅務、市場推廣、投融資等方面提供服務，打破內地與港

澳之間的商貿壁壘、行政壁壘和文化壁壘，幫助港澳企業迅速落戶內地，推動內地企業進入國際市

場，促進粵港澳創新創業深化合作發展。

    



新華工合空間

蔡冠深博士

全國政協常委

香港新華集團主席

亞太經合組織商貿諮詢理事會(ABAC)中國香港代表

粵港澳大灣區企業家聯盟創會主席

香港中華總商會永遠榮譽會長

一帶一路工商協會聯盟共同主席

香港貿易發展局理事會理事

香港政府中小型企業委員會主席

香港越南商会、香港韩国商会创会会长

中印软件协会主席

中国香港以色列民间科技合作及促进中心主席

……

“作为企业家，不但要赚钱，还应该有一种责任感，要对股东、员工乃至社会承担

一份责任，对国家、对民族、对人类文明进步也要做出贡献。”——蔡冠深



                     新華工合空間



天津站

新華工合空間天津服務中心 新華工合空間沈阳服務中心

沈阳站



工合空间·佛山站

南海青创工合空间

    工合空间佛山站是落户佛山南海三山新

城的首面向粤港澳及海外创客的创业孵化基

地，也是粤港澳合作高端服务示范区的重要

组成。

    空间的设计与运营充分体现了技术创新、

知识分享、创意交流、协同创造的发展主题，

颜值也是一流，为创业者提供优美、舒适、

便利、开放交流的办公环境。1800平方米的

空间设有多个区域，功能分区完善，能满足

创业团队基本需求。



会议室 商务洽谈区 休闲区

电话间 户外区 户外花园

办公环境



基地周邊环境

文翰湖公园总体规划面积约1000亩，有3700㎡的硫
华菊，还有800㎡的大花海棠，1000㎡水生美人蕉。

文翰湖人才球场面积超6300㎡，包含3个篮球场及1
个网球场，配备淋浴间、更衣室。



基地周邊环境

環宇城購物中心

吃、喝、玩、樂綜合一體購物中心，配備餐飲、電影院、
超市、各類商店等。
從工合空間佛山基地過去僅15分鐘車程

OUTLET 佛罗伦萨小镇

意大利商业地产RDM集团旗下的意大利名品outlet，
购物、餐饮一体，多个高额折扣奢侈品可供购买。
從工合空間佛山基地過去僅10分鐘車程



服務體系



生活配套

Q: 項目落地佛山如何解決居住問題？

600元/月 | 400尺房間1.人才公寓

2.租房補貼 港澳青年符合申請標準者，

可申領500元/月補貼



     工合空间目标始终如一，成为粤港澳的“超级强联系人”。

     搭建粤港澳科技资源统一、高效的沟通互动平台。未来主力对接港澳高科

技企业、研发机构、高等院校和人才团队，吸引港澳及全球新兴技术和优秀人才

集聚到工合联盟体系。同时致力成为港澳青年到内地尝试就业、创业的重要伙伴。

02.品牌荣誉



前香港特首林郑月娥和
广东省省长马兴瑞亲自授牌

品牌荣誉

粤港青年创新创业基地前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
考察工合空间



品牌荣誉

[01]粤港青年创新创业基地

[04]大湾区青年家园

[03]港澳高校学生联盟创业基地

[02]粤港工业智改服务中心

[05]香港中文大学Pi Centre南海创新创业中心

[06]伯克利天台加速器海外创业基地

[07]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实习基地

[08]工合生物科技产业孵化基地

[09]南海区国际人才驿站

[10]南海区创业孵化基地

[11]广东省粤港澳科技企业孵化器

[12]香港数码港的官方认可的加速器

[13]第一批共建“南粤侨创基地”



加速器



香港青年發展基金

戰略合作單位：
明匯智庫  
香港中文大學 
香港科技大學創業中心 
保良局 
香港教育大學 
東華三院



香港青年發展基金





加速计划

第一期

第二期

来天台，开启海外创业加速之旅

工合空间输送8支团队参加为期3个月的加速培训。



工合空间是香港数码港官方认可加速器，香港数码港加速器支援计划CASP提供30万元资金助力企业发展；
工合空间于2020年7月被认定为数码港认可的加速器之一，具备各行业的专业创业导师资源及专属加速服务团队，
致力于为数码港培育和毕业企业开拓内地市场，提供一站式加速服务。

加速服务



媒体报导

通过空间影响力去帮助更多企业，为大湾区企业发展提供更强助力。

空间经过三年的发展，已经在业界形成强大的品牌影响力和良好的口碑，同时也接受影响力较强的

媒体采访报道，接受采访的媒体超过100+，如央视、香港TVB电视台、新加坡电视台、新华网、学习强国等。



媒体报导



    立足粤港澳大湾区，辐射全球资源网络，采用“创业服务平台+国际化网络”

的模式，以自营的孵化器为依托，联动粤港澳及海外高校、高新企业、科研院所

以及创业服务平台，对接国际技术、资本、市场、人才等资源，为创业者构建全

方位服务平台和隐藏无限可能的国际化发展平台。

03.服务体系



服務體系

會員服務 增值服務 加速服務

創業管家
專業培訓
活動定制
業務代理
政策申報
創客報導
產品展示
渠道拓展
品牌宣傳
投融資

加速培訓
資源對接
國際加速培訓
加速增值服務
國際發展對接

場地硬件支持
生活指引
秘書服務
工商服務
商業諮詢
創業培訓
政策諮詢與對接
引薦創業基地
對接資源與推廣
聯誼活動
就業資訊



05.《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
纲要》宣讲会

07.创客面对面（海外企业家与
新一代青年创客面对面交流）

02.粤港澳社会组织交流活动 04.在佛香港青年专业人士联
合会见面分享会

03.校园分享会01.工合创业大讲堂

06.企业家座谈会

创新创业活动





创新创业在线活动



    工合空间通过开展不同的线上线下活动，发挥“超级联系人”的角色作用，

为加快促进粤港澳大湾区的发展融合作出贡献。链接内地与港澳的资源，共同交

流探讨粤港澳大湾区的发展现况、机遇及挑战，一同分享最新最全面的粤港澳大

湾区资讯，加快促进粤港澳大湾区的交流和融合。

04.活动事记



接待粤港澳双创考察团接待次数超过250批次，参加人次在5000人左右，其中港澳访客

超过2000人，接受采访的媒体120+

前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

前香港中联办主任王志民

全国政协副主席何厚铧

外交部副部长谢锋

全国人大常委谭耀宗

香港公務員事務局局长聂德权

前香港创新发科技局局长杨伟雄

前财经事及库务局局长刘怡翔

香港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腾华

前香港民政事务局局长刘江华

30位香港立法会议员

40位香港十八区区议会正副主席等



港澳交流体验

01.香港民政事务局代表一行
到访交流

02.香港小黄鸭之父林亮先生
到访交流

03.香港九龙地域校长联会到访 04.香港中华总商会到工合参观
交流

05.香港狮子山智库一行30人
到工合参观交流 

06.香港会计师公会到访工合佛山站 07.香港中小型企业联合会与青年
创新企业家协会等香港青年企业家

代表到访

08.香港总商会由唐毓丽主席和
霍启山副主席带队到工合参观考

察 

09.澳中致远到工合中山站参观交流



06.香港新界校长会考察交流

人才交流计划

03.澳门30多位青年代表到工
合参观交流 

04.澳门学联到工合参观交流 05.澳门圣约瑟大学讲座

01.两批香港学生参观了解工合空间 02.中山市大学生科技创新创业体验营



党校培训

工合空间累计進行党校培训超20场次，累计培训公务员超过1500人次。



孵化基地案例

多次舉辦港澳大中小學參觀學習團



工合空间于2021年6月24日举办制作爱国歌曲MV庆祝建党100周年的活动，由广东省青年联合会作为指导单位，
这首歌曲由中国香港创作歌手吴国敬作曲及监制，邀请了中国香港歌手张卫健担任主唱，并邀请粤港澳会员参
加了歌曲《百年颂歌—底气》MV录制。MV主要通过抖音，快手，央视频，微信等平台推广，累计播放量达300
多万次。

重点活动



歌曲《百年颂歌—底气》MV媒体分布

重点活动



• “工合青翎杯羽毛球联谊赛”

• 为响应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增强大湾区青年健康体质，
团结佛港两地青年友谊，自2019年起，工合青翎杯“羽
众同乐，港佛连心”羽毛球联谊赛已连续三年成功举办
三届，吸引了近200人参与。通过文体活动、体育竞技
连接粤港澳青年，通过共同爱好，增加青年对话交流，
提升文化认同感，提高凝聚力和向心力。推动后续的港
佛两地文体活动交流和业务来往，增进粤港澳大湾区青
年交流融合。

• 该活动由共青团佛山市委员会、佛山市台港澳事务局、
佛山市青年联合会指导，由南海青创工合空间、三龙湾
（南海）粤港澳青年家园主办。并得到中央人民政府驻
香港特别行政区联络办公室广东联络部、广东省青年联
合会、广东省粤港澳合作促进会、广东海外联谊会、羊
城晚报、佛山市委统战部、佛山市科技局、佛山市南海
区台港澳事务局、佛山市南海区人社局、佛山中德（三
龙湾）南海片区建设局、香港资讯科技联会共同支持。

重点活动



重点活动

青春心向党，奋进新时代。
为庆祝中国共青团成立100
周年，传承和弘扬“五四”
精神，加深佛港澳台侨青
年对党史党情的了解，

2022年4月27日下午，由共
青团佛山市委员会指导，
佛港澳青年人才服务站、
南海·青创工合空间联合
举办，组织佛港澳台侨青
年开展了一场“佛港澳台
侨青年红色主题沉浸式互
动剧本体验活动”。



• “工合Online”是工合空间的品牌
活动，该活动得到香港特别行政区政
府驻粤经济贸易办事处、广东海外联
谊会、佛山市台港澳事务局、暨南大
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明汇智库、香港
河源社团总会、香港创业青年内地行
成员网络等单位支持。

• 该活动希望能邀请不同界别的政商界
人士，通过线上交流的方式，共同交
流探讨粤港澳大湾区的发展现况、机
遇及挑战，一同分享最新最全面的粤
港澳大湾区资讯，加快促进粤港澳大
湾区的交流和融合。

• 该活动从2022年起已成功举办2期，
邀请过的嘉宾有香港特区立法会议员 
邱达根、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 
谭耀宗。

重点活动



重点活动



于2021年4月举办粵港澳大灣區澳門合伙人(佛山站)，二十余名来自澳门和
佛山的青创学员先后参访中山工合空间和南海青创工合空间，并于18日参观
佛山红色教育基地鸿胜馆和岭南天地。来自香港的星级导师郑鹏翔为学员们
带来了一节别开生面的创意工作坊课程，该活动组织两地学员深入交流，组
队学习，受到参与人员的一致好评。

重点活动



• 高校筑梦同行系列：工合粤港大学
生创享会。以线上及线下的模式举
办创业分享会，本年度共同合办的
高校有：

• 香港中文大学、香港科技大学、暨
南大学、广东东软学院。

重点活动



重点活动

暨南大学新传学院线
上分享培训活动



香港高校深度合作

香港中文大学 

粤港澳大湾区青年创业计划



香港高校深度合作

香港科技大学 

大湾区创业万花筒



• 由中宣部发起，紫荆文化集团有限公司、企鹅影视、北京凡一
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广东广视传媒有限公司出品的庆祝香港回
归25周年的重点影视剧《狮子山下情》。

• 此剧播放方式为中央电视台一套、香港TVB、广东卫视、腾讯视
频

• 该片讲述香港上一代如何默默耕耘，及下一代新青年如何延续
香港人不屈不挠的精神，缔造出祖国与香港同心的故事。南海
青创工合空间联合创始人叶兴华的创业经历也被采用改编为剧
中主人公罗梓康（由李治廷饰演）在大湾区的创业故事。

• 南海青创工合空间的LOGO及场景将在剧中及片尾鸣谢单位展示。

• 《狮子山下·情》是由潘冠男 担任总制片人，陈宝华担任总编
剧，李国立监制，吴锦源执导，参演该剧的有黄觉、胡杏儿、
李治廷、谢君豪、翁虹、吴千语、周柏豪、连诗雅等等。

重点影视剧《狮子山下情》拍摄场地



重点影视剧《狮子山下情》拍摄场地



基地宣传拍摄

由国家广电总局作为指导单位，芒
果TV拍摄的《这十年》纪录片第5
集“大湾区的‘超级联系人’”

江苏广电总台我苏网系列
融媒体报道《你好！我来
自1997》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新闻系列微
纪录《思想的力量》第9集：《追
光的十年》



抗疫公益活动

2021年6月疫情期间：为会员赠送防疫物资、采购了一批入驻项目的科技杀菌产品赠送给南海区人民医院

以及佛山市南海区台港澳事务局，邀请了香港各界同胞录制短视频《粤港一家亲，共同抗疫！》，为广

东被隔离区域民众加油打气。



抗疫公益活动

香港各界同胞录制短视频《粤港一家亲，共同抗疫！》，主流媒体流量10万+，包括：微信视频，微博视

频号，西瓜视频，bilibili，羊城派，环球网，南方+，搜狐网，鲁网，新华城，中国青年网，网易新闻，

腾讯，大湾区之声，优酷视频，粤港澳大湾区等。



官網：www.gunghospace.com 

郵箱：cs@gunghospace.com                                         

電話：+8618024941942                       

佛山工合空間地址：廣東省佛山市南海區桂城街道港口路12號三山科創

中心C7座首層粵港澳青年創新創業基地

中山工合空間地址：中山市火炬開發區祥興路6號數貿大廈17層

香港辦事處地址：香港仔黃竹坑道21號環匯廣場23樓

聯繫我們

官网：www.gunghospace.com
邮箱：cs@gunghospace.com
电话：+8618024941942
南海青创工合空间地址：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桂城街
道港口路12号三山科创中心C7座首层
香港办事处地址：香港仔黄竹坑道21号环汇广场23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