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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青江蘇創業就業數據一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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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台青提供實習就業崗位逾 4,000 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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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增台灣青年實習逾1,400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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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增台青創業項目及團隊
逾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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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蘇目前有 12 家海峽兩岸青年就業創業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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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示範點，位居大陸第一，累計入駐（孵化）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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逾 240 個，服務台灣實習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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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創業青年逾 1,700 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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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江蘇省南京的觀音殿村是大陸首個台青青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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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種子村，村裡的青創驛站能解決台青的食宿問
一
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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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台 31 條」及各地配套政策的相繼
落實鼓舞了更多台青在陸創業就業的熱
情。在對台交流最頻密的省份之一江
蘇，從城市到鄉村，隨處可見台青創業
就業足跡，且範圍較以往更廣泛、更深
入。位於江蘇省南京的觀音殿村已成為
南京鄉村振興的一處成功案例。2018 年
7 月，大陸首個青創種子村在觀音殿村
正式開村，這是初來大陸的台青們實
習、就業、創業的綜合實踐平台。
■香港文匯報記者 賀鵬飛 南京報道

台青攜島內鄉建經驗登陸創業就業

■ 台 灣 「90
後」趙苡甯
在青創種子
村負責活動
策劃，以及
為前來創業
就業的台青
提供服務。
網上圖片

據江寧區秣陵街道小鎮辦主任孫靜介紹，青
創種子村為創業青年提供了 11 個完整的圓

夢小店空間及 10 個共創工位，有創業夢想的台
青可以提交創業提案，分享自己的創業想法，提
案獲選後就可以進駐青創種子村。

村莊
「空心化」振興靠青年
孫靜指出，當前大陸很多鄉村都存在嚴重的空
心化、老齡化問題，年輕人大量流失到城市工
作，鄉村振興亟需大量年輕人才加入。台灣在鄉
建方面比大陸起步更早，青創種子村希望把台灣
先進的鄉建和文創經驗帶到大陸來，幫助更多的
鄉村實現振興。
她表示，未來，站在鄉村振興與兩岸青創交流
一線，觀音殿青創種子村將進一步發揮平台優
勢，增進兩岸交流合作，為兩岸青年提供更多實
踐機會，增進兩岸互學互鑒，推動產業融合升
級，扶持具有當地特色的餐飲、民宿、展覽等業
態發展，最終實現產業興旺、富民增收。
台灣知名文創品牌「薰衣草森林」是首家入駐
青創種子村的台灣品牌。品牌負責人顏景慧表
示：「作為來自台灣的品牌，剛落地時需要多跟
當地居民接觸。」通過和當地居民的接觸，可以
快速融入當地生活，也能了解當地消費者的需
求，及時調整品牌發展方向。
目前，「薰衣草森林」已在觀音殿村周邊開設
兩家鄉村產品店，營業收入增長迅速。這裡還成
為青創種子村的實訓基地，為台灣大學生提供實
習機會，一年來已接待前來實習和創業的台青20
多批次。顏景慧說：「有很多台青來這裡實習結
束以後，還在問可不可以來這邊上班。」
來自台灣花蓮的「90 後」趙苡甯去年通過微
信公眾號了解到青創種子村，並經熟悉情況的朋
友介紹後，毅然加入青創種子村。目前，趙苡甯
主要負責青創種子村的活動策劃，以及為前來創
業就業的台青提供服務。

青創種子村 食住行俱全
據悉，青創種子村為入駐台青提供了一系列的
優惠，如場地免租、可免費參加南京台灣青年創
業學院舉辦的培訓活動，還有不定期的導師創業
指導。同時，青創種子村還專門設立了青創驛
站，能夠解決台青的食宿問題，每天還有往返專
車接送。
「青創種子村的成立讓年輕人更有機會走入美
麗鄉村，體驗鄉村生活，參與鄉村振興。」趙苡
甯表示，自己很榮幸有機會來到這裡工作，希望
透過年輕人的創意想法，將「新星」的創意帶到
美麗鄉村落實。她說：「這份工作給了我很大的
動力，我不僅能做自己喜歡的事，還能幫助更多
台灣人實現夢想，覺得非常有意義。」
今年 1 月，青創種子村舉辦了以「鄉村．文化
．創業」為主題的「2019 寧台鄉創冬令營」，
吸引了十幾名台青參加。他們針對青創種子村的
現狀分別提出了創業計劃書，這些計劃書有機會
在今年暑假期間落地實施。

「賺到錢才會留下來」
從起初的 11 名到現在的 140 名
台青，短短三年內，位於南京浦
&
口高新區海峽兩岸科技工業園內
的伊諾光點創夢基地成為台青登
陸創業就業的集聚地之一。
伊諾光點創夢基地是由南京浦口高新區與台灣伊
諾股份有限公司合作建立的台青創業就業基地，前者
提供辦公場地、政策優惠等軟硬件支持，後者負責具
體運營。基地於2016年5月28日正式運營，目前使
用面積為7,000平方米，進駐的兩岸企業已達
百家，累計入駐孵化台青創業企業50家。
負責基地運營的伊諾股份有限公司總經
理錢振漢本身也是一名來自台灣的資深「創
客」。他說，基地最大的特色就是堅持兩岸
融合，從一開始就選擇擁有共同價值觀的兩
岸青年一起創業打拚，因而從入駐企業的比
例來看，也基本上是兩岸企業各佔一半。

當地惠台政策
「超國民待遇」
錢振漢指出，在「惠台 31 條」出台之前，江蘇
省、南京市和浦口區三級政府部門已先行出台了很多
惠台政策措施，讓前來創業就業的台青不僅享受到和
大陸青年的同等待遇，而且不少政策措施是大陸居民
都無法享受的「超國民待遇」。
例如，對於落地台青初創企
業，浦口高新區不僅提供免費
辦公場所，還對項目團隊給予
6 個月的生活補貼（限 3 人），
團隊內 18 歲-40 歲的台青只要
憑台胞證就可領取每人每月

5,000 元 （ 人 民 幣 ， 下 同 ） 的 補
貼。此外，滿足條件的企業還可申
請相關人才和科技扶持政策等等。

已孵化近 50 家創業企業
寰宇力馳（南京）體育文化有限公司創始人謝
博丞去年 11 月入駐伊諾光點創夢基地，主要從事
兩岸體育賽事交流和親子體育研學等業務。謝博丞
表示，公司獲得了一間可免費使用 3 年的辦公室，
僱傭台籍員工也可享受生活補貼，同時基地還在業
務渠道和投融資管道等方面提供支持，這對於初創
公司來說幫助很大，他有信心在今年創造 500 萬元
以上的營收。
錢振漢透露，三年來，基地內企業共獲得江蘇
省、南京市、浦口區三級政府超過 800 萬元的政策
與支持，浦口高新區更有超過 1,500 萬元以上的實
質投入和支持。不過他也強調，對入駐台青來說，
享受優惠政策不是目的，「最重要的是能賺到錢，
只有賺到錢才會留下來。」
那麼有多少入駐台青賺到錢？錢振漢用一組數
據予以說明：三年來，入駐台青創業項目存活率達
到 90%左右，基地內企業總營收從不足 300 萬元到
去年超過3,000萬元，今年更有望超過5,000萬元，
並且獲得了3,000萬元以上的創投與小微投資。
南京浦口高新區管委會副主任尹順達說，目前
浦口高新區主要依 託 伊 諾 光 點 創 夢
基地和眾創碼頭兩個第三方運營平
台，為台灣青年創業就業提供服
務。目前兩個平台共有超過 90 家台
青創業企業入駐，已成功孵化近
50 家創業企業。

▲青創種子村每天有往返專車接
送。圖為專車站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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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本地兒童在「熏衣
草森林」參加親子活動。
受訪者供圖

看中大陸環保市場 80後博士試水環境檢測
■台灣知名文創
品牌「薰衣草森林」
是首家入駐青創種子村
的台灣品牌。圖為該品
牌店舖外觀。
受訪者供圖

因為看好大陸環保市場，「80 後」台籍
博士洪基恩 5 年前放棄在台灣南投縣環境保
護局的穩定工作，加入江蘇淮安一家環境檢
測企業，去年又夥同台灣及大陸友人，共同
創辦蘇北地區規模最大的環境檢測企業。
洪基恩曾任職南投縣環境保護局，負責
縣內的垃圾減量及資源回收再利用工作。
憑借突出的研發能力，他曾先後獲得 2012
年波蘭華沙國際發明展金牌獎和 2014 年俄
羅斯阿基米德國際發明展銀牌獎。
「大陸這邊化工企業較多，政府對環保的
要求越來越嚴，環保市場會比台灣大。」洪
基恩說，基於這一考慮，他於 2014 年經朋
友介紹來到江蘇淮安，出任當地一家環境檢
測企業副總經理。在此期間，他針對公司申
請的環境檢測項目進行技術創新，並對現有
檢測項目國家或行業暫無檢測標準或方法
的，進行相關探究實驗或設備研發，獲得實
用新型專利證書4項、發明專利證書4項。
2018 年，已在淮安積累相當資源的洪基

恩決定創業，並得到一名台灣友人和一名大
陸友人支持與加盟。隨後，他們在淮安註冊
成立江蘇泓威檢測科技有限公司，成為淮安
目前唯一的台資環境檢測企業，主要開展環
境檢測業務，並為企業提供環保培訓和相關
認證服務等，由洪基恩擔任公司總經理。

同富士康等台企合作
經過近一年的努力，泓威檢測已建成
2,000 平方米實驗室，規模為蘇北地區之
首，並順利通過 CMA（中國計量認證），
獲准開展廢水廢氣、土壤固廢領域 600 多個
項目的檢測業務。
目前，泓威檢測已經和淮安多家大型台企
展開合作。洪基恩說，淮安集聚了大量台
企，泓威檢測將首先從台企入手拓展業務，
並已和富士康、膳魔師等知名台企達成合作
意向，為其提供廢水廢氣檢測服務。
他表示，和大陸同行相比，泓威檢測更重
服務意識，例如盡量縮短檢測報告的出具時

■洪基恩創辦的江蘇泓威檢測科技有限公
司是蘇北地區規模最大的環境檢測企業。
香港文匯報記者賀鵬飛 攝
間，積極主動地和客戶進行聯繫溝通等。
根據「惠台 31 條」及江蘇省「76 條實施
意見」、「淮安 58 條」，洪基恩已經申請
到 8 萬元引進人才津貼，並正在申請創業補
貼。此外，他還被評為淮安市十大傑出青
年、淮安市「科技之星」，並被聘為淮陰師
範學院化學化工學院兼職副教授。去年，洪
基恩還通過中國銀行貸款，在淮安購置一套
房產，並獲得8萬元的購房補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