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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敖敏輝 廣州報道）
「黃埔杯」第六屆「創青春」
廣東青年創新創業大賽暨第二屆
粵港澳大灣區青年創新創業大賽總
決賽 9 日在廣州舉行，經過歷時近半
年的激烈比拚，43個項目從6,800個參
賽項目中脫穎而出。香港創業者取得驚
人佳績，奪得 7 項大獎，佔據近兩成獎
項。他們的創業項目涵蓋廣泛，包括生
物醫藥、人工智能、農業、新材料等
多個領域。其中，農業農村創業項目
被認為是香港的弱項，然而，港青
奪得其中 3個獎項，其中，「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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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記者敖敏輝 攝

業4.0-光譜智能分選模塊」
奪得該領域唯一的一
等獎。

港青農業雙創 稱冠灣區大賽
獲獎團隊：港技術資金支持 內地市場推廣 助力成功路

「90後」和「00後」成為參賽隊伍的絕對主力。大賽設置創
新類、初創類、成長類三組競賽，重點關注創新科技、數字
經濟、消費升級、鄉村振興等新興領域。

參賽港團隊增長 37.5%
隨着粵港澳大灣區建設加速以及各類創業政策出台、創
新氛圍趨於濃厚，越來越多的港澳青年加入雙創隊伍。大
賽 共 吸 引 香 港 和 澳 門 的 參 賽 團 隊 96 個 ， 兩 地 分 別 增 長
37.5%和 80%。港澳項目的質量明顯提高，去年的總決賽
中，有 2 個香港團隊獲獎，而今年增加到 7 個，且成績排名
明顯上升。
「從創業項目看，香港青年充分利用了粵港兩地各自的
創業條件，這成為他們成功的最大優勢，因此，創業項目
質量明顯高於其他競爭者。」一位來自投資界的評委表
示。

項目吸引名企合作

獲 獎 港 青 談 灣 區 創 業

該項大賽是大灣區內最高級別的雙創賽事，自4月啟動報
名以來，累計吸引粵港澳三地 6,800 多個項目參賽，

香港科技大學創業團隊的「農業 4.0-光譜智能分選模塊」
在大賽中一舉奪魁。團隊主要成員剛剛大學畢業 2 年，是一
支年輕的創業隊伍。
據項目聯合創始人陳潔茹介紹，港科大近年來致力於支
持在校大學生創新創業，並在科研方面提供技術協助。從
大三開始，他們便先後推出 3 個創業項目，在之前的基礎
上，他們成功掌握一項光譜無損檢測技術，能夠檢測水果
的外觀瑕疵、酸甜度、內部病變等指標。目前，已與某大
型水果經銷品牌簽訂合作協議，央企華潤集團及京東亦對
他們的項目十分感興趣。

籲結合兩地優勢創業
「港科大研究專家為我們在技術研究上提供了支撐，而
在香港特區政府的支持下，我們入駐了香港科學園，並獲
得政府 150 萬元港幣的創業基金支持。同時，我們利用內地
市場和創業政策的便利，在深圳設立公司，進行市場推
廣。因此，香港+內地優勢互補，令我們創業之路順暢。」
陳潔茹說。
「香港的優勢是顯而易見的，例如高校科研、金融服
務、港口物流等；而大灣區有 7,000 萬人，市場也足夠龐
大。」香港項目情感人工智能創始人鄧傑說，「尤其是科
技領域人才，更該把握機會，把香港的優勢與大灣區其他
城市的優勢結合，把握機遇乘勢而上。」

羅偉特：
參賽項目「魚菜共生聯合氣霧栽培
循環農業種植技術」
獲大賽二等獎
「內地對香港青年來說，來了就有機
會，不來就是失之交臂，這是我們創業
的最大體會之一。所以，在創業的同時，我會
鼓勵身邊的香港朋友，勇敢地走入大灣區。」

■快遞公司作業區在收寄蜜柚。

受訪者供圖

參賽項目「情感人工智能」項目
獲大賽三等獎
「之前在香港創業多年，來到內地後，
才發現這裡非常適合香港創業者。在相
關政策的助力下，創業項目很快落地，而
且這裡有大量的市場資源對接機會。希望有更多
香港青年和我一樣，到大灣區尋找機會。」

劉偉峰：

劉毅文：

參賽項目「減低幹細胞療法致癌風
險-邁踏納米培養板」
獲大賽三等獎
「大灣區創業選擇非常多。比如，
廣州生物醫藥企業眾多，醫療機構林
立，幾乎可以找到創業環節中所有所需的資
源，且廣州有一座生物島，全部為生物醫藥
企業，準備在此設立公司。」

參賽項目「蟻知未來」
獲得商工組初創類二等獎
「香港青年到大灣區創業，參加類似雙
創大賽是最好的切入點。通過此次大
賽，我認識了大量內地創業夥伴。過程
中，評委給了非常中肯的意見，讓我思路大開。
比如，有評委讓我去接觸一些體育界網絡大 V，
和他們合作，這是我之前從未想到過的。」
■整理/圖：香港文匯報記者 敖敏輝

港 青：灣 區 令 不 可 能 變 為 可 能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敖敏輝 廣州報道）為了
實現在農業領域的創業夢想，來自香港三間不
同高校的港青走到了一起，他們的創業項目
「魚菜共生聯合氣霧栽培循環農業種植技術」
首次參加大賽，便奪得二等獎。歷經三年創
業，已獲得 1,000 多萬元港幣風險投資，項目已
於近期落地，預計一期項目年銷售額 2,240 多萬
元人民幣。聯合創始人羅偉特表示，大灣區創
業可令「不可能」變為「可能」，是創業團隊
最大的感受。
羅偉特說，團隊堅持不模仿，不抄襲，不用現
成數據，充分發揮創新精神，攻堅多項農業技術

梅州蜜柚滯銷 期待打通港澳市場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敖敏輝 廣州報道）梅州是中國
蜜柚之鄉，年產量達百萬噸級。「中國農民豐收節」在
即，當地柚農柚商卻有點着急，今年，傳統蜜柚銷售旺
季節點中秋節來得早，而蜜柚上市時間又較往年推遲了

鄧傑：

20 多天，銷售壓力大。連日來，當地郵政管理、農
業、市場監管等部門，合力幫助農民銷售蜜柚。

港澳商販社團助推介
在中秋佳節，廣東及港澳地區民眾除了吃月餅，還有
吃柚子的傳統，柚子成為應節水果。香港客屬鄉親眾
多，梅州柚有一定知名度。然而，此前由於渠道不順
暢，在港澳的市場普及度並不廣。梅州是粵港澳大灣區
重要的綠色農產品供應地，當地期待打通港澳市場，讓
更多民眾享受質優價廉的梅州蜜柚。其中，廣東省個體
私營企業協會聯合香港港九新界販商社團聯合會、澳門
市販互助會，透過網絡視頻的形式，推介省定貧困村梅
州大埔縣漳北村的蜜柚。
香港文匯報記者從梅州市郵政管理局獲悉，今年，郵
政管理部門攜手 20 餘家品牌快遞企業提前佈局，建設
「縣、鎮、村」三級服務網絡，通過下沉攬收資源、優
化中轉流程、實施資費優惠等綜合辦法，打通服務柚農
柚商的「最後一公里」。該局統計，僅 9 月 5 日，全市
郵政快遞企業收寄梅州柚超3,500噸。

難關，填補了華南地區魚菜共生基礎應用數據的
空白，提出了嶄新的魚菜共生種植方案，以符合
華南地區的實際生產情況。「養魚不換水，種菜
不施肥」是他們創業項目的最大特色。
據他介紹，產品不僅將供給香港，同時也將
供給內地，讓優質產品推向這個廣闊市場。

找準切入點更易成功
「創業初期，我們曾在香港試驗種植半年，
但場地、環境等條件都非常受限。從 2016 年起
扎根江門後，當地政府給了各方面的扶持，例
如研發期間免費使用近 400 平米的溫室、技術人

員指導耕作、颱風災後救助等等。得益於政府
和村民們的關心，我們在推廣綠色環保農業的
路上，許多『不可能』變成了『可能』。」
香港青年劉毅文的創業項目「蟻知未來」獲
得商工組初創類二等獎，令他創業信心倍增。
他表示，「其實目前內地是最大的市場，如果
能夠找到創業切入點，成功概率會比香港高出
不少。體育類企業是我們最大的客戶，如今，
內地舉辦的大型賽事越來越多，這是一個非常
值得深挖的市場。比如男籃世界盃正在內地 8 個
城市舉行，我們就和一家企業合作，成功推出
面向針對性產品。」

橫琴國家地理探險家中心開幕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華南首家國家地
理探險家中心 9 日在珠海麗新橫琴創新方正式開
幕。該中心結合國家地理優質內容，以 15 項新奇
有趣的互動體驗設施，讓「探險家」們穿梭於全球
不同的自然場景，輕鬆地近距離體驗大自然的魅
力。
據了解，橫琴國家地理探險家中心是麗新橫琴
創新方最新開幕的主打娛樂體驗設施，麗新橫琴創
新方是香港麗新集團打造的綜合旅遊娛樂項目。該
中心佔地 4,500 平方米，以國家地理的優質內容為
主題，通過虛擬現實（VR）、擴增實境（AR）、
3D 技術等科技手段，為賓客打造富有趣味性的互
動探險體驗。
橫琴國家地理探險家中心的新奇有趣互動體驗
設施包括「宇宙出發」、「自然之力」、「野外競
速」等 15 個項目。在「宇宙出發」項目，賓客將
進入 360°沉浸式體驗艙，坐上動感座椅，戴上 VR
頭盔，「衝出」地球「前往」外層空間進行「秘密
實驗」。

■遊客在體驗「宇宙出發」項目。

中新社

橫琴新區管理委員會副主任顧廣新表示，橫
琴國家地理探險家中心是橫琴發展文旅會展業
的重點項目，將促進橫琴吸引更多親子遊、家
庭遊的旅客，與澳門旅遊產業形成多元互補態
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