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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地千 2021 年 3月 29 日正式开

可同时容纳孵化企业约 200

成熟期四个不

为港澳音年创业者提供高效精准的全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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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ENZHEN 
基地由广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与广州市天河区蘑霓

人民政府合作共建， 按照国家级、 国际化、

0,位， 打造集交流、 培育、 实训、 孵化、 展示、
ATLAS寰图办公空间 专创空间港澳青年创新 TIMETABLE精品联合 
.雅居乐中心 创业基地 办公空间

于一体的公共服务平台 。

基地 期、 全要素创业孵化服务。 .~ 佪占．， ．霾， .. 0地理位置

于打造商办资产全链条、全客户｀全品类服务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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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口耍图办公空间雅居乐中心是 ATLAS';;I图

专创空间依托专业的服务团队和完善的服务生态

链，通过项目孵化、吉年交流、否创芸罕等形式为

港，奥吉年来广发展提供一站式服务 。 获国家级众创

广州天银科创投资有限公司于2017年9月倾力打

造TIMETABLE桔品联合办公空间，基于“让港

湮设计创慈参与巷港，奥大，弯区的建设＂的愿亲， 、 --1 

园， 建筑面积6.65万平方米，

家， 重点从创业探索期、 初创期、 成长期、

前海深港青年梦工场 南山区深港青年创新创业 同阶段的需求，

为鼓励香港音年在罢港奥大湾区内地城市创业，香港特区政府推出
在广州的至要项目之一口产品包含 1 忘端服务 空间、皂港百年创新创业至地、广州市港卖台吉年 为芒港，奥创业百年提供—个完菩的孵化服务的平

式办公室，满足 2 - 250 人团队的办公需求，提 创新创业基地、客港，奥和技企业孵化器等荣尝 ， 为 台。 TIMETABLE专注于孵化导港，奥大洘区的文 《粤港湮大湾区吉年创业资助计划》，批出约一亿三干万港币，透过指

供全方位的办公解决方案， 2联合办公工位。 超过 5000位港漠霄年提供创业就业咨询，在孵港 创设计科技项巨，期呈通过自身的创业经验，分 定机构为香港胥年初创企业提供资本资助，创业支持及孵化服务。
南山区深港丙年创新创业基地建筑面积 6000 m' ，以 近年来，大湾区的内地城市成立了不少青创园区和基地， 《青创地澳创业团队超过 100个，港漠企业落户超过70家。 享给港，奥同龄的创业者，把港奥优秀的文创设计
“推动两地人才合作发展，打造开放共石的深港创新。地理位觉

创业项目落地广州，并提供完善的孵化服务。 图》列出—些由内地城市相关政府机构推荐的园区及至地，方便香港吉
广东省广州市珠江新城华豆路 26 号 0地理位笠 圈＇力目标，独创“市、区、港“三方共建楼式，积

前海深，巷青年梦丁场由前海管理局，香港青协，深圳

吉联三方发起成立， 2014年 12 月 7 日正式运营， 

2019年被广东省和香港特区政府认定为＂粤港古年创
年了解它们的概况，有志创业的吉年可以综合考虑个人恓况和同时参考0地理位翌

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中山大迼中439号天银商贸大厦

。主要活动
菩先后举办寻找大港区 时代新物种还峰论坛巴岭创国际

创新创业大赛， 飞论道华南“创投大会，承办广州百年创

新创业大赛港泪赛区相关芬于，以及接待香港岭南大学霆

年学生青年交流团、香港设计中心古年交流团参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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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业基地”。 20 1 8年 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前海

，勹二二勹言；二二二::
5 家，其中港耍台及国际团队246家 u

理位罣

广东爸深圳市前海深港合作区前；勹一路鲤鱼门街35号

。主要活动
苦举办“一带一路”前海国际路演中心系列活动、梦二场投

恐资服务季线上路演、 2020年前海吧港渎台百年创新创业

大赛、 国庆中秋骂港耍团队联谊，舌动、前海深港舌年梦丁场

港洼孵化载体笆理人员及创业导师训练菩系列活动、港泪台

胥年创业补贴政策辅导活动、梦工场趣昧运动会、粤港漠大

湾区否年创业资助计划申报辅导会、梦工场 2020年度粤港

淫台万年社群文化活动、 2021年前海吧港洹台创新创业大

赛、前海港漠菁年专项资金申报辅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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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引进香港优质科技人才团队，提供全链条政策服务

保障。 

0地理位置
广东谷深圳市南山区学苑大迫 1001号南山智园 C2栋 16楼

。主要活动
与洁华－Spacet□中科创客学院进行港没台合作联动，成立

“深港创业社＇＇，是捉供“一对一＇专家辅导，介绍内地创

业政策知识产权、品牌推广等各方面经验，

组织举办银企对接会、财税法宫讲、投恐资对接会等，

驻团队的社交生活，举办羽毛球比其等。

每周举办 1 场活动， 202 1 年已经絮计举办系列活动27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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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创峰实业（深圳）有限公司一尚创峰 Upper Point 

2017年创立于深圳，由香港资深企业家范荣彰陲士倾

力打造自持物业，是—家为粤港疫大湾区音年创新

创业服务的科技顷目孵化平台，目前芘在打造尚创峰

百名港医医疗城项目，承接乔年创业梦想，助力企业

发展壮大。 

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冼村街道华夏路49号南塔 11楼
。主要活动 其它平台的资料，作出合适的选择。

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驻粤经济贸易办事处

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驻骂经济贸易办事处于2002年7月成立，服务范

围包括广东、广西、摇建、海南及云南，主要职能包括加强香港与当地的

1, 各项政府，企业参观；示切 （如天河区统战部、天，司 。主要活动
区税局、侨乡联等） 菩先后主办了 36场线上活动、 5场线下活动，参与活动 
2 知识分享课程活动 （ 商业空间制胜法宝讲座，舌动、 总人数超过 1500人，接待港涣台苔年及相关组织， t办
疫信之下中小企业如何求生存等） 会和团队超过 1000人次。活动壺括培训课堂｀内容包
3 创业训练宫 (Start up weekend 创业策划分二、全 括工商、财税、法律、投融资、办公技能、政策宣讲等 经贸联系，支持当地的香港企业，协助当地企业到香港投资，促进香港与球齐出青年社区启动等） 。 主要活动线上课程，也包括创业大赛行创杯港渎赛区初赛复赛及

当地居民相互了解，以及为身处当地的香港居民提供紧急支援服务。4 大企业联动活动（解锁办公室新花 Young －戴尔联 系列活动2场创交会及创教会系列活动3场，包括项巨
动活动等） 路员会粤巷凅否年交流沙龙｀两校港涣学生联动等。 曾组织溶创会客厅，创投精准面对面，科技企业大讲堂、投贷联动直通车等各类
5 客户答谢活动 ( 3Q 店庆之夜、年末客户答谢晚会等 ） 搭建交流平台， 香港贸易发展局

丰宫入 创新创业活动 35场，涵盖股权融资，信贷，人力资涸培训，评选，政策宣讲等；
香港贸易发展局（贸发局）是 1966年成立的法定机构，负责促进、

自品牌成立以来 针对港，奥吉年和项目在创业，就业、住房，入户、两地往返交通等方面的器求，
协助和发展香港贸易，目前全球设有50个办学处，其中 13个在中国内

加大落实就业创业等各类政策扶持，给予港凅育年创业项目落户补贴，创业培训 地，致力推广香港成为双向环珠投资及商业枢纽。贸发局通过举办国际

补贴，就业补贴，人才补贴，交通补贴、贷款贴辔等。 展会、会议及考察团，透过产品杂志、研究报告和数码信息平台，为企

业（尤其是中小企）开拓内地和环球市场机遇。贸发局更推出 GoGBA—肇庆
站式平台，线上线下支援企业和年轻人积极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参与鸟

港凄大湾区融合发展。

广东省香港商会

广东省香港商会（香港商会）是在广东省民政厅注册成立的非牟利

机构。香港商会根植广东21年，果承“促进皂港经贸交流”的宗旨，致

力为会员构建交流，合作、发展和社交的平台。会员以服务业为主，主要

0504 霆严笳
回

分布在端港漠大湾区广东省内九个城市 。 香港商会设有不同行业的功能委

员会，旨在服务来自不同行业的会员。 2019年成立吉年事务委员会，目

的为协助香港吉年企业家在大湾区省内九市发展并提供晟新资讯。

天河区港澳青年之家 “创汇谷” 骂港澳青年
总部 文创社区

邸
康州市天河坻港澳青年之家继部
仁＿，…飞恤心 "一
什 UNI香港青年创业空间 粤港澳青年创新创业工 福田区港澳台青年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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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福田） 创业基地

E 

天河区港澳胥年之家总部，在天河区委统战部与

工信局指导与关心下，千 2019年 10月 20 日成

立，为港漠台侨吉年提供创业孵化，公共服务等

—站式服务。总部配有办公空间，共享功能空间

以及各项孵化服务，让创业音年低成本享受到优

质办公环境。目前孵化出超 100家港澳企业，其

中企业估值超过一亿人民币有7家，成立以来受到

广州南沙“创汇谷＇骂港淕青年文创社区，总面

积20000m2, 目前已建成香港责创空间、奥门杏

创空间、香港网商会＼ “启迪之星＇孵化器等办

公区域，描定“大文创＋科创“领域，是港涣吉年

湾区创新创业低成本甚至零成本的试错平台，已

获“粤港音年创新创业呈地” “广州市港澳台音

年创新创业示范基地”称号 。 截至目前，国区索

多家媒体报道。 计签约入驻港澳吉创项目团队（企业） 169个。 致力为香港吉年到内地创业提供一站式支援服务。项 客港涣亏年创新创业工场（福田）千2018年8月建 福田区港，奥台百年创新创业基地成立千2018年6月，

0 地理位置 。地理位置
目是河套深港创新科技合作区的先导计划之—，由港 立 ， 向港，奥吉年来深创业提供孵化加速平台，有三大 是由懦田区委统战部发起成立，与深圳市珊瑚群管理

企负责管理运营。空间为香港吉年提供免费办公空 优势 —果前京好，习近平总书记在深圳经济特区建 服务有限公司共同运营管理，共建的生态型众创空

，
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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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广I I寸 市天河区天河商图岗顶天河路623号天娱广

场西塔九楼全层
广东台广州市两沙区创汇百一街

。主要活动 。主要活动
苦接待广东省委统战部、广东省港，奥办、香港特区政府 曾举办“艺历初体验°巷奥否年交流、 2020年港涣吉

驻已办，广州市民族宗教予务，，，民族处、广州市沿涣 年学生南沙 1 产企干人 J 实习计划启动礼、 “1+1+N" 
办｀广东台委党校调研小组、河，原市委统战部、海珠区 穗港奂一站式跨境法律服务等活动。

委统战部等政府部门交流调研；接待厦门大学、华南师

间，企业注册开户，产品成型，壮务对接和投融资服 立40周年庆祝大会强涸要”规划建设好河菩深港科技 间，聚焦互联网｀科创、文创等领域，为粤港疫台创

务。空间建筑面积超过25000平方尺，分设共享办公 创新合作区＇ 二是交通便利， 15分钟可到达福田、 业者提供全要素立体式孵化加速服务。搭起一座联通

接待参观人士及单位包括全

国人大常委代夫、香港持区政府民政玉务局｀深圳市委统战

部、中央人民政府驻香港特别行政区联络办公室港岛工作

部、香港特区政府驻岑办、福田区委统战部等，以及宗自迎

协会、联合会等机构及组织。 

o~和独立办公楼层，另设有报告厅、展示厅，阅读空 皇岗口岸，福田禹铁站，三是服务体系录全面，为入 深港漠台的桥梁，构建—个服务于港漠台创业吉年的

间、健身空间、咖啡厅和会议空间 口 驻团队云身打造优质的全链条服务，包括创业辅导、 资源汇殁平台。

\ 。地理位置
贷款融资市场拓展以及人才住房等服务。 0 地理位置. ,..,. 0地理位置 广东省深圳市福庄区棺椰酒3号深港国际科技园C座2-3层 
0地理位雪 广东台深圳市福E!l区摇华路福五苑大厦 (3楼、 4楼 ）

范大学、广东金融学院等学校师生代表参观交流，总部

及进驻企业多次接受新闻联播、广州电视台、南方日

报 、 “大洘区，大未来”主题采访活动等新闻媒体采

访，定明举办港澳企业就业创业政策空讲会 、

营销分享会项目推介交流会等。

广东台深圳市深港和技创新合作区长已金茂大农 19和21层喝 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区人民南路2002号佳宁娜广场3搂 。主要活动` 。主要活动
基地举办线上线下活动，活动形式包含私垫会、线上线下分... 。主要活动 曾先后举办百万创业资助 Q&A、河套e站通企业政务服务需 。主要活动企业品牌

勺一，，，，` ~ •✓ 享会、路演会、圣诞祸利活动等；并受到来自港没地区、广
苦举办各类型创业辅导、沙龙｀路演等，舌动，如承接第九、 求调研座谈会 守护“心”计划－，可套合作区CPR与AED急 曾先后举办中国银行创业担保贷宣讲会、入驻企业融资宣讲

十届＇深创赛”土决真弟一、二届罗湖区大梧祠创新创业 救培训、河茬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杰出职业女性王题分享 会％创新方法主题培训、 惠新国高政策亘讲、人民日报客户
东省内外重要领导的深切关怀 ，.、

大赛笠赛，为创新创业公益大赛捉供场地，桌椅、茶歇等硬 会、深港读书会％百万K歌大赛％周末翻越梧桐山行山活 端呾港泪古年创新创业工场线上直播、 “大湾区大未来“百
彝耆

件配套设施及荽前、赛中、察后的软服务。 动、潮汕美食自驾游、银行金器工具实践讲座及福田防庋志 冢媒体集中采访活动、福田CBD霄年学院法律室讲及奇年成
畛服务等。 就梦想一巴港漠大湾区创业创客体验分享会等。 巷卖大；弯区的商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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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训）基地 化基地 业基地 才创业创新园 创业基地

广东珠海公共创业孵化（实训）基地由广东省

人力资，原和社会保隘厅、珠海市人民政府合作

共建，由珠港市人力资；原和社会保障局运营管

理。设立科技创新加速器、大学生创客空间和

创业示范工场 3个专业示范园区，各园区主导培

育对象和产业分别秸准定位，实现差异化发展

目标，构建珠海已—站式”优质众创生态圆。 

2021 年6月，被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际部认定为

第五批全国创业孵化示范墓地。 

0地理位堂

. 

佛山港澳百年创业孵化基地作为广东省港澳盲

年创业载体 ”1 + 12+N" 规划中的委要节点，

足由省市区人社部门共建的政府公益平台。基

地力港澳詈年在佛山创业打迼时尚特色孵化空

间，构筑iFOS HAN港漠吉创孵化服务体系，提

供“三免＇＇（免祖金，免水电、免物业费）的

扲包入驻政策及么—站式“创业服务，力港渎

吉创项目落地佛山提供全方位配套服务。 

0 地理位置
广东台佛山市禅城区季华一路28号智慧新城T1 1栋4-7搂

o~ 

恚州仲恺港淏吉年创业莘地千2019年12月 14 日

正式开围，孵化面积约4000m' 。贡卢吸引智能

硬件， A| 人工智能，新能源新材料、半导体、

新—代电子信息技术及文化创窑类项目入驻，

基地作为广东省港，奥吉创载体 "1+12+N" 规划

中的巠要节点，旨在优化港渎吉年在惠州创业创

新环境，构筑起惠州港漠胥年创业创新的生态

圈，使其真正成为港澳百年创业创新的，天土，放

飞人生梦想的舞台。 

0地理位置

珠西先进产业优秀人才创业创新园（简称“双创

园”)是全省首批粤港奥大，穿区港漠吉年创新创

业基地之一，也是江门市”一园多区”港涸吉创

基地体系的核心“双创园堑点引进窝层次人才、

港，奥百年人才、海归人才，高技能人才等创业创

新人才，大力支持产，学、研成果转化，致力千

打造为珠江西岸示范性创业创新人才孵化园区，

力争建设成为国家级创业孵化示范基地。

。地理位还
广东台江门市国家高新区（，工海区）金陆路233号高

新创智城6＃搂、 7＃楼

钻庆港澳百年创新创业基地是广东省重点打造的

港澳百年创新创业孵化平台之一，其坐落于肇庆

市新区保利南务中心 5A甲级写字楼里，建筑面

积超 10000 m' 。基地将充分发挥示范引领作

用 为企业提供人才，项巨、金融、招商，住

房、教音、医疗等全方位服务 ， j令包即可办公 ，

打造成为大湾区连接大西南的港漠两年创新”加

泊站”、创业＇｀梦工厂”。

。地理位罢
广东省望庆市鼎湖新区保利商务中心A座4至6喽科技创新加速器地址广东省珠海市香洲区梅华东恪491号

大学生创客空间地址 广东旮珠海市香洲区紫荆路323号 。 主要活动
广东台芯州仲恺国家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和杨五路

西10号汇港城商业广场6- 12楼 。主要活动 。主要活动创业示范工场池址 广东省珠泪市香洲区杅溪路双竹街82号 笞先后与香港华人会计师公会交流团、香港新社联佛

。 主要活动 山学习交流团等港凌机构开展交流合作工作，并多次 曾开展“双创学法税务知多 D" 税务、法律知识讲 曾先后接待广东省人吐厅及香港特区政府驻粤办等政
积极参与面向港，奥的入才交流活动 ，受邀参加香港 O 主 座、线上百潘课程如何噜加演讲感染力＂，举办港 府部门领导开展实地询研指导。

创立“梦想有恚思”活动品牌，包括“走进名企＇＇、 HUB创科1000峰会第20届中国海外人才交流大会 奥育年创业政策宣讲会｀ ．疫情下的创业机遇与投助
“走进离校”, “创友面对面”、融资对接会、产业 香港论坛等活动。 广州 曾先后举办名师有约， ＂啡“你莫展港漠胥创基地项 资新视角”助资大讲堂，以及组织大湾区港漠人才协
对接会、政策解读会等系列主题活动，人脉、产业、 目交流创业沙龙、禹企政策及申报培训讲座、盛世法 会到访双创园参观交流等活动。
市场、技术｀资本、政策“零距态”对接，与创业者 典 ，，，企同行 l 企业角度下的«民法典》要点解读，
换手同行，助力初创企业加速发展。 "List en ' 湾创之声”港湮詈年逐梦湾区创业交流沙

龙等活动。

惠州

0 肇庆新区港寝青年创
南海青创工合空间 珠西创谷（江门）科技园 新创业基地

横琴． 漠门青年创业谷

工合空间是—个粤港澳创业服务平台，致力成为
磕庆新区港；奥詈年创新创业茧地是端港潠大；弯

内地、港澳和海外的“超级联系人＇＇。在聪港，奥
区 ”1+12+N'' 港淕乔年创新创业星地体系中 12 

珠西创谷（江门）科技园位于江门市城区中心核

心地段，被广东省科技厅分类为霄港淕台科技

大湾区的背呆下，通过与湾区内外政企、机构和 企业孵化器＇，是江门市唯一获汗爸级＇｀粤港，奥横琴 漠门吉年创业谷是珠海市委、市政府和 个省级菩地之—，是市委、市政府全力打造的茧
、院校的密切合作，力创业者对接丰宫的创业资 科技企业孵化器＇。亟卢发展IEEE （丁业4.0／了横琴新区管委会力深入赁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 点顶目。甚地按照“—基地、多载体“空间布

原、信息和服务，从人才、法律、税务、市场推 业2 025及人丁智能、环保及能原、电子及医疗正要讲话精神，专门为港担音年打造的创新创
广等方面提供胺务，打破内地与港泪之间的商贸 产品，电子商贸与物联网）等行业相关技术。主力

局，以肇庆新区为核心，现已有新区的保利商务

业孵化平台，相继获得国家级众创空间、国家

级科技企业孵化器，国家海外人才离岸创新创

中心、创客商务中心，以及端州区、广宁县、>
壁垒，行政壁垒和文化壁垒， 帮助港澳企业迅速 吸引粤港痪台及海外高科技， 阶井驻，为百年创,
落户内地，推动内地企业进入国际市场，促进粤

怀集县、德庆县等区域载体开放运营，方便港
业者提供创客空间，为中小企业提供孵化器，为业县地等资质。截至目前，创业谷累计孵化企 漠吉年来望创新创业。

业1项目 726个其中港澳企业1项目 346个，实
港淕创新创业深化合作发展。 成熟企业提供加速器等服务口

。地哩位暨际在孵企业近 300 家。 0 地理位置 。地理位置
广东台佛山市南活区桂城街道港口路 12号三山科创中 广东省江门市适，工区胜利路 152号 广东省肇庆市肇庆新区科技创新中心0 地理位驾
心C7座首层

。主要活动 。主要活动广东台珠海市筷琴新区环岛东路 1889号
。 主要活动

曾开展线上亘摇培训“知识产权强企系列专题培

训＇ 法律知识专题讲座＇合同法与劳动合同法法律
截至目前，王地絮计接待港澳奇年团队56批次，并举。 主要活动 中心先后举办开展"=年同心圆计划门顶目之在佛香
办了项巨路演、参观交流、座谈会等多种类型的活动

风险识别与防范”，举办第九届中国创新创业大痉
共22场次，参与者达600余入次。

（港漠台挤）赛前培训｀科技金砂银企对接会”战疫

苦组织开展了，奥门杏年创业训练宫，琴舆产学研合作 港古年专业人士联合会见面活动、 ＇＇加强社会组织协

对接会、横琴“金谷汇＂，忘漠连线、百彩说以及政 同发展，助力巴港涣大洘区建设“为主题的巴港澳社

策解读、培训等各类创新创业和人才交流活动58；；；； 3 会组织合作交流活动，湾区青年创业梦 认识大湾区
线上推介会，以及各类型大讲堂，包括抖吉平台培

金恐斤助企要丁妄产，以及采用线上交流｀远程服务

资一，｀ “云招商等纬卜百播系列启动。

霹尊
中山粤港澳售年创新创 中山市南区国际青年

的方式，启动“云学堂 ” 、 “云交流” 、 “云翋
illl, 品牌建立与维护宒培训课程。

滔函
中；、原创汇产业园港澳青

金惠数字娸体产业园 江门市硕士研究生创业港澳青年实习交流基地 佛港湮台青年融创基地 业合作平台 科创谷 年创新创业基地
孵化基地（江海区青年g , 

4== 缸＂奉疆只生嗣．孵付 昌擅
五．II稠篷A打嗣 Ii 嗣． 昌 II

“港；奥百年实习交流基地”是华发集团响应国 佛港洹台吉年融创菇地由瑞安栠团主席罗康瑞先 松山湖港澳百年创新创业基地依托港淏创新资 基地由市台港，奥手务局和莞城街道办声处主 南城再创基地于2019年7月正式投入运营，主 中山鸟港，奥再年创新创业合作平台是由中山市 金蒜数字媒体产业园，位千中山西区宫华道，毗 中山市南区国际百年科创谷是《骂港汝大湾区规 中源创汇产业园港痪音年创新创业基地，租点
家帮助渎门及香港产业多元化的堡要项巨之 生和偿启山先生20 1 9年底与时任佛山市委书记兰 原优势及东莞制造产业优势，打造港漠科技成 办，创窟产业中心园区和中天华诚实业共同建 要为来莞发展的港度创业吉年提供资，原对接、 政府规划投资建设，中山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 邻全市交通枢纽市，气车客运站，交通便利，商业 划纲要》发布以来，由中山市南区街道办打造的 江门市硕士研究生创业孵化基地位于，工海区金

以港疫现代服务业为招商目标，园区积极为港 
—，导与政府、港泪高校、企业及协会合作共 毅等主要领导共同创立。为港，奥台育年来禅居住 果转移转化平台，促进与港渎资涌协同联动。 设和运营管理，基地涌过＂腾笼换鸟＇＇，进行 政策申请｀人才就业和融资创投等服务 。目 隐局负贵监督管理，中山火炬职业技术学院负 配套齐全。园区总面积 30000m ' , 围绕数字科 全市首个主要面向港潠詈年的创新创业基地，对 匝路288号忘新区火炬大度 10-11 层，总面积

渎创业霄年推动融资服务、信用担保、人才培
建，旨在促进大湾区人才交流、助力产业协同 和发展提供“衣食任行＋政务服务” —站式综合 至地以松山湖人才大厦力中心，实行“—中心 新—轮物业整体升级，聘唷台港凄三地的专业 前，巴与香港科学园、香港吉年协进会等支撑 责日常管理，中山汇智电子商务投资管理有限 技、软件开发、电子商务、文娱科技等新兴业 支持粤港泪詈年创新创业、加强与，巷奖同胞的沟 5600 m', 是由江门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隍局和

音、技术支待、市场开拓、信息化涫设、法律
发展的平台，为港奥吉年提供实习，交流，培 服务。呈地配备综合自助办享设备，连接—按灵 多站点” 建设摸式，形成园区港澳项目载体错 顾问和合作单位，触入香港，凄门和台湾等地 机构形成紧密的业务联系及合作，并通过打造 公司负责提供孵化服务的公益性、示范性创业 态，搭建宣传推广、人才、投器资、创业孵化等 通交流具有重要怠义。综合广东省，中山市政府 江忑区人民政府合作共建，扶持硕士研究生创

服务等服务支持，打造港卖育年创新创业最具
训，创业、就业等全方位的服务 让更多港漠 (+860757- 88881200) 24小时政务热线，自 位建设、优势互补、资凉共享的联动发展格 的吉年创新创业力还，抓住大湾区经济发展机 常态化活动交流机制，助力港澳脊年进—步了解 孵化呈地。为在中山创业就业的港漠两年提供 服务平台，链接产业资源，打造良好的互联网应 政策，鼓励大湾区岩年积极创业，同时协助企业 业团队（含硕士研究生及以上），港寝育年、

规楼的孵化基地，力港涣吉年提供环垃品优、
吉年体验内地职场，感受当地文化，助力港湮 妖人—门式、法人—门式、企业服务中心、主要 局。出台相关政第，扶持港湮项目落地发展， 遇，发挥东莞产业和科技成果转化的优势，促 东莞及融入大港区城市发展。 免租金、免物业费、免服务费的＂一站式”、 用创新生态，成为空港湮大泻区产业升级发展的 提升、优化及创新能力维持市场竞争力。 留学归国人员，优秀大学生，高层次人才等有

成本呆低、要索品齐的支撑，建设，巷涣与益庆
古年在内地就业与发展。 金触机构、会计和浩律等专业版务机构等服务。 降低港渎古年创业就业成本。 进乌港，奥台经济贸易合作互补和交流。 0地理位翌 个性化定制化、精细化专业服务。 创新窝地。 志百年创新创业及人力资，原服务机构进驻的政

服务产业对接平台。

。地理位置 0地理位置 。 地理位置 广东省东莞市南城科创路96号联科国际信患产业园21栋 

0 地理位笠 府综合性公共服务平台。 

0地理位翌 0 地理位置 0 地理位置 广东省中山市南区兴南路 12号内 11 -12层写字楼 
0地理位置

。地理位五
广东省珠海市香；州区银湾路 1663号珠海中心大隍29层

广东省佛山市岭南天地省级文物保护单位简氏别笠内
广东爸东莞市松山湖科技四路 16号C2栋 广东省东莞市创意产业中心园区内 。 主要活动 广东爸中山市富溶南路中山美居产业园8噬 广东省中山市西区宫华通4 1 号 广东省娑庆市呈湖大迎东段

。 主要活动 。 主耍活动 。 主要活动 。主要活动 自2019年7月投入运营以来，已索计组织举办及参与 。 主要活动 。 主要活动
。 主要活动 广东省江门市江海区金甄路288号火炬大应10-1 1层

。主要活动
＂莞港涅台齐年双创训练宫', \ "粤港域有机”主颉 笞先后接待香港特区政府民政半务局、香港特区政府

曾举办＇，乌港湮大湾区大学生就业实习双选会＇。自 近一年以来，通过线上＋线下的形式 索计在基地举 ，少龙、 “青年创业分享，［＂、 “港澳离校学生交
曾先后举办“创业起航助力大赛“创业大吞妾前lili 芦举办“高效宇沟通的魅力”职工有效沟通小技巧培 驻忠办等政府部门交流调研以及中山市青年侨界联合

。主要活动
办科技corner, 项目路漠 人才沙龙传统节日社群等

基地不定期会举办两岸三地青年的培J| | 、交流， ；少

龙、参观等—系列活动。曾举办“电商巨播学院”、 流”、 “港涣百年实习计划”、 “百创呈期四”等数
导沙龙、骂港要大湾区中山霄年人才创新创业大容总 训活动、 “OKR助力企业离绩效管理勹沙龙等，和切 ， 会，暨南大学学生参观交流。 笆组织举办创新创业大赛赛前辅导活动、组织参加第2019年9月以来，已成功举办三届，萦计举办大型线

下招聘活动2场，线上，舌动61场，吸引母港澳大，弯区近

荔地自2019年1 2月 21 日正式启动以来（截止2020年

12月 15日），已接待来自28个行政区域（含省用和港
各类活动超过40场，互地举行了多场不同行 '11吽颐的 首席技师联盟走进莞城、视频制作与推广应用课程等 十场的粤港淏百年主题活动，并形成了常态化、标准

决赛、零基础短视频直摇课，财税核心要素培训讲 并承办中山市科技创新人才发展论坛、 2020中山市工 二十四届全国发明展览会， 举办＇，云迎国庆，协茜中

曾举办益庆市港澳古年创业培训大讲堂、奥港育年创

新创业基地经济发展沙龙等活动。
700家知名企革业单位提供优质就业，实习岗位5200 冲台地区）共90批次，约 1410人次参观，其中举办了

助力企业加速发展和初创企业立身之本等类型的科技 座、创业贴患贷款政策宣讲会， “短视频变现＋监播
多个，共有来自芝港洼大港区与内地悉校 4万名大学生 

12场古年社团交流座谈活动． 
corner, 中秋节，迎新否等传统节日活动和各行业领

活动。 化及品牌化，累计带动数百名的港庚古年到东莞参观
带货培训活动、以及．股权价伯智选一初创型企

业设计大盘、第六届互联网人类学论坛等活动。 秋，＿网商古创墓地区促进会联名创业沙龙交流活

参与。 域的项目路演活动。 活动吸引超 1700人参加 。
学习、就业实习、创业交流及项目合作，有效促进港

业股权科学设计学习”等。
动、 “人社蔥企舌助力携手共试双胜利“王题政策宣

，奥古年进一步了航东莞及釉入大洘区城市发展 。 讲 以及组织开展港凌古年到江门进行人文交流、社

会实践、公益服务等活动。

人才创新创业基地）豐缄享壳滇臀卑幻嘶幻业玉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