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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今年 7 月 1 号的时
候，我们通过太空采矿机器
人拍摄了这样的照片。”
2021 年 12 月 7 日 ，广
州，首届湾区科创峰会现场，
苏萌向观众展示着一副来自
太空的奇妙“画作”：一张图
中的太阳正从地平线上跃
起，阳光划破宇宙的漆黑，留
下一道长长的痕迹；另两张
分别是聚焦西藏、新疆地区
山川湖泊的圆形画面。三幅
图像拼在一起，组成了一个
巨大的“100”数字。
这幅无价之作的创作
者，是哈佛大学天体物理学
博士苏萌，和美国克莱姆森
大学天体物理博士喻天弘。
不少人认为，他们开发太空
资源的设想过于“浪漫”
“遥
不可及”，这幅“100”拼图，某
种程度上也可视为是对此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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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法的温柔回应。
放眼全球创业创新的
版图，越来越多带着天马行
空创业梦想的年轻人，正在
向粤港澳大湾区聚集。他们
当中有的人已成长为受人
关注的行业翘楚，有的人在
艰苦创业后实现重大突破，
还有的人在追逐个人梦想
的同时，开始帮扶更多的后
来者。
《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
划纲要》发布两年来，香港、
澳门和内地 9 个大湾区城市
加速融合。在这片 5.6 万平
方公里的创业热土上，越来
越多的创业者用自己的亲身
经历告诉粤港澳青年，拥抱
大湾区的发展，把握宝贵的
时代机遇，融入祖国发展的
大局，实现自己的创业梦想，
就在当下。
□ 齐不语

创业乐土
2015 年刚来深圳时，陈
央、国务院印发了《粤港澳大
振杰的创业构想还大多停留
湾区发展规划纲要》，其中提
在“纸面”上。
出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
他希望利用计算机视觉
际科技创新中心是大湾区重
技术，通过不同的算法赋予
要的战略定位。广东进一步
摄像头不同的感知能力，用
加快众创空间建设，为港澳
摄像头代替人眼，并赋予它
青年创新创业提供机遇和条
人类大脑的智慧。这是一种
件。
为人 们 带 来 全 新 视 角 的 技
出乎所有人意料，邓文
术，陈振杰将公司取名为极
俊在粤港澳大湾区创业如此
视角。
顺畅。2019 年 4 月，他在东
和许许多多的青年创业
莞正式创办公司；仅 4 个月
团队一样，极视角目标所指
后，
又在珠海成立了一家。他
的计算机视觉领域，既前景
本来还计划到其他城市再开
远大，又仿佛遥不可及。刚刚
一个分公司，只是受限于疫
成立三个月的极视角有了第
情原因暂缓。
一批订单，然而却在算法交
2019 年 在 深 圳 成 立 的
付效果上始终不太理想。
起源太空科技有着更宏伟的
“这个技术是不是现在
雄心——
—去太空挖矿。这是
还太早？”
这是极视角第一次
国内首家、也是目前唯一一
将 Demo 产品在实际生产中
家太空资源开采企业。
投入应用，重压之下的陈振
起源太空科技计划通过
杰难免心生疑虑。为了攻克 “找矿 - 探矿 - 落矿 - 采矿
难题，6 人团队连 续一 个 多
- 返回”五个阶段，最终开发
月在办公室奋战至半夜。这
利用小行星上丰富的太空矿
群渺小的身影，点缀过凌晨
产资源以及水资源，为人类
两三点的深圳。
未来在太空的活动提供物质
如今的极视角，已成长
支持，减轻地球资源开采压
为计算机视觉领域不容小觑
力。
为了实现这一远大目标，
的一股力量。他们开创了全
他们先后完成了来自经纬中
球首家视觉算法商城，上架
国的天使轮、线性资本的天
1000 余种算法，覆盖 100 多
使 + 轮，共计 5000 万人民
个行业领域的应用场景，汇
币融资。
聚超过 20 万位开发者。
在成立不到 3 年的时间
陈振杰说，除了风投产
里，起源太空实现了多个里
业链的支撑、人才，更重要的
程碑，向太空成功发射了三
是创业途中的氛围和精神。 个 航 天 器 和 两 个 望 远 镜 载
“在深圳，我们看到非常多有
荷，其中包括“NEO-01 太空
相同志向的青年，让创业道
采矿机器人”以及“仰望一
路不再孤独，能够互相砥砺
号”太空天文望远镜。未来
前行。”
什么时候能真正的变身太空
当陈振杰的梦想渐渐照
矿工？苏萌志在必得地说，5
进现实时，邓文俊和他的创
年之内一定可以看到技术进
龙科技正在为 AR （现实增
展，25 年之内一定会有规模
强） 技术尝试更多的应用场
性开采。
景。2018 年 3 月，香港屋邨
类似的创业故事在大
长大的 80 后青年邓文俊选
湾区的各大创业产业园区
择裸辞创业，手握 10 万元启
内俯身可拾。《粤港澳大湾
区发展规划纲要》 出台后，
动资金，兜兜转转，最终选择
在东莞松山湖港澳青年创业
港澳青年获得了更多拥抱
基地落脚生根。
大湾区的发展机遇，与内地
邓文俊的创业可谓占尽
青年一道分享大湾区建设
天时。2019 年 2 月，中共中
的时代红利。

北上逐梦
来内地创业前，邓文俊也有过
顾虑。
他曾在香港创办一家 AR 技术
公司，通过与大牌公司的短期合作
项目，半年内迅速实现盈利。但他
认为这样的模式难以持续。
他萌生了“到大湾区其他城市
看看”的想法。在周遭亲朋不解的
目光里，邓文俊收拾行李，暂时放
下香港的业务，花费两个月时间探
访广州、珠海、深圳、佛山、惠州、东
莞、
中山和肇庆八个城市。
然而，当他说要把创业重心转
移到东莞的时候，遭到身边几乎所
有朋友的反对。“他们觉得在不熟
悉的环境中创业，有极高风险，市
场回报完全不能确定”。大家认为
他不出两三个月，肯定会打道回
府。
这些担忧并非没有道理。彼时
的邓文俊是一个地 地道道的香港
仔，既不熟悉内地营商环境和法律
法规，也没有人脉网络。区区 10 万
元启动资金，怎么看都像是要丢进
松山湖里打水漂。
一次偶然的创业路演活动，彻
底打消了邓文俊的顾虑。“当时有
300 多人参加，活动结束后有 200
人添加了我的微信。”
邓文俊的 AR
项目在路演中大受欢迎，他成功对
接了一家凤岗的制造业公司，赚到
了在莞创业的第一笔收入 10 万元。
“拿着 10 万元来莞创业，不到
几天就赚到了 10 万元！”邓文俊很
快就体会到了大湾区的遍地商机，
和极具竞争力的创业成本。他算了

笔账：相比香港，在东莞程序员的
人力成本近乎折半；同样 120 平米
的办公室，在香港 要交 3 万元租
金，在东莞还不到 1 万元。成本大
幅下降，利润空间就浮现出来。
和邓文俊一样，陈振杰把创业
项目从澳门转至深圳，也是看中了
内地的机遇和创业环境。
“我们对人才有很大的需求，然
而起初在澳门并没有足够的人才
供应。我们的产业为什么要在深
圳、珠海落地，核心就是当地有足
够的人才供应。”
陈振杰分析道，虽
然香港和澳门有很多基础的技术
型人才，但相比内地，仍缺少专业
的工程师。
另外，港澳虽然是资金密集型
城市，但更偏向于在后期和金融市
场投资，少有天使投资和风险投
资，难以满足极视角前期发展的资
金需求。而在深圳的 6 年时间里，
陈振杰的项目先后得到了包括中
美创投、华润创新等风投的青睐，
直至不久前获得数亿元的 C+ 轮融
资，投资方为兰馨亚洲、高通
Qualcomm Ventures、经控金融投资
集团、青岛国信、毅仁资本（财务顾
问）。
作为开放程度最高、经济活力
最强的区域之一，大湾区本就拥有
坚实的产业基础坚实、广阔的市
场，与港澳形成优势互补。加上近
年来陆续推出的创新创业扶持政
策，更是为港澳青年的科创项目插
上了一飞冲天的翅膀。
据统计，2019 年 2 月至今年 4

月，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已陆续出
台 231 部涉粤港澳大湾区相关政策
文件，构建起推动粤港澳大湾区高
效、快速发展的完备政策体系。
在这 231 部政策文件中，排在
前三位的关注领域是就业创业、
财税支 持、科技创新。有意思的
是，
“ 港 澳 青 年 ”共 出 现 2810 次 ，
成为了政策文件中出现频次最高
的词汇。
如 2019 年 5 月，广东省政府发
布了《关于加强港澳青年创新创业
基地建设的实施方案》，从政策支
撑、打造平台、营造环境、建立机制
等方面着力，全方位推动港澳青年
创新创业基地建设，优化港澳青年
来粤创新创业环境。
直至当下，支持港澳青年湾区
创业的政策仍在持续加码。9 月 23
日，人社部等四部门联合印发《关
于支持港澳青年在粤港澳大湾区
就业创业的实施意见》聚焦港澳青
年宜业发展和大湾区产业发展需
要，进一步完善港澳青年就业创业
支持体系和便利举措。其中就包括
为有创业意愿的港澳青年提供有
针对性的创业培训，按规定落实税
收优惠、创业担保贷款及贴息、场
地支持等扶持政策。
上世纪 80、
90 年代，港澳人士
热衷于回乡投资建设。时过境迁，
新一代的港澳青年纷纷选择走出
舒适区，带着先进的技术、理念 和
视野，在时代的召唤下投身大湾区
的科创热潮中，找寻最适合自身成
长的土壤。

黄金时代
日前，胡润研究院发布《2021
胡润 Under30s 创业领袖榜》，作为
港澳创业青年的杰出代表，陈振杰
入选其中。在此之前，极视角创始
团队陈振杰、罗韵、陈硕、刘若水成
功入选福布斯 2020 年 30 Under 30
亚洲榜单。
中山大学粤港澳发展研究院发
布的《粤港澳大湾区发展研究报告
（2019—2020）》蓝皮书指出，随着大
湾区协同发展的进一步推进，港澳
青年内地创业呈现向好趋势，在创
业层次上实现了质的变化。
数据显示，
港澳青年开始尝试在

大数据、
物联网和人工智能等战略性
新兴产业领域与内地合作，
实现优势
互补、
价值共创。截至今年 5 月，
在广
东省内有港澳青年创业团队近 600
个，
从业人员超过 4000 人。
粤港澳创业青年们的后浪已滚
滚袭来，渐成不可阻挡之势。
对于背靠祖国的港澳青年创客
而言，眼下无疑是圆梦的“黄金时
代”。在陈振杰、
苏萌、邓文俊、丁克、
辛妮诗等人身后，越来越多的粤港
澳青年正带着各自的创业梦想，在
大湾区聚沙成塔，
蜕茧成蝶。
这一个个在大湾区创业逐梦的

故事，也在寄语更多港澳青年朋友，
到大湾区内地多看一看，
不仅仅是了
解大湾区，
也可以通过大湾区找到在
全国各地发展的大好机会。
在跑遍东莞 20 多个镇街后，邓
文俊俨然一副半个东莞人的模样，
他甚至萌生了在东莞“立业成家”
的想法。一路创业走来，他累积了
不少经验和心得，也因此被邀请为
东莞多所高校的创业导师，和香港
多家 IT 企业的顾问。他常呼吁香
港青年多到内地走走看看，
“ 来东
莞走走，眼界也会更开阔。”
（《边码故事》
《南方人物周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