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創業 ‧ 粵港澳大灣區》



一年半可以做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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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out Us

ChunsGroup delivers innovative, actionable

solutions to help the world reapproach

problems with the latest technologies. By

connecting to new ways to leverage digital

innovation, ChunsGroup continuously

dedicates its time and resources to better our

neighbourhoods, where we live and

love. Associating with hundreds of

multinational brands, government agencies,

NGOs, and universities, ChunsGroup has

dared to imagine and then create solutions

for a better future. Our mission is to advance

technology to positively impact people’s lives,

from improving the education technology for

our next generation to revitalizing elderly

care services and everything in between.

4
Offices

200+
Completed

Projects

100%
Completion

Rate

Subsidiaries & Associated Compan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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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 Clients

Copyright © 2022 ChunsGroup All rights reserved



中國管理科學研究院學術委員會 – 特約研究員

香港創新科技署香港紡織及成衣研發中心 – 合約工程師

社會福利界資訊科技聯合委員會 – 委員

深圳市南山區青年聯合會 – 第四屆委員

深圳市羅湖區僑聯青年委員會 – 第六屆委員

東莞市松山湖光大WE谷創業園 (光大產業 )  – 創業導師

飛躍莞港灣區薈 – 副主席兼總幹事

廣東醫科大學 (創新創業院 ) – 創業導師

東莞理工學院城市學院 (創新創業院 ) – 創業導師

東莞理工學院 (港澳青年創業東莞夥伴訓練營 )  – 講師

廣東科技學院 (灣區科技成果轉化生產實驗班 )  – 講師

大灣區先鋒創業者鄧文俊先生
SKY TANG

鄧先生是知名的大灣區先鋒創業家，受中央電視台、人民日報、TVB及經濟日報等不

同媒體廣為報導，經常受到官方邀請分享大灣區的創業經驗。同時，他亦是中港兩地

多所大學及不同機構的創新創業導師，在各個城市教授了總人數超過 5000 位學生。

個人獎項：

2021年度優秀青年企業家【南方都市報】

2019年度先鋒企業家大獎【光大集團】

創新創業導師



Speaking Occasions with Top-notch Business Leaders
Addressing audiences from HKTDC, Cyberport, Alibaba, the Dongguan Government, and 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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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iversity Seminars
Engaging over 1,000 students from Hong Kong and mainland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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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 2017 的那年 …



40K 的大內總管



你的將來會如何？









2017年年底突然的一個下午







裸辭後日日華山論劍



人生交叉點



本人不精密統計科學結論

99% 1 %



人的人生都是不停在抉擇



絕不後退!!!



2018 年 2 月 27 日正式創業



Augmented Reality 增強現實



完全唔識點做 AR …



市場定位



AR 的市場定位



質疑! 否定! 從不被看好!

Google Glasses 停產 你識做嗎？ 怎樣賺錢？

你覺得自己比谷歌更厲害? 你以為什麼都懂? 客戶從那裡來?

你憑什麼覺得自己會成功? 你又不是最厲害的! 客戶為什麼要買?





究竟怎樣才可以成功？



市場?! 空間?!

當每個人都知道這個市場有空間的時候，

這個市場已經沒有空間了…



堅持自己信念



「鬼叫你窮呀，頂硬上」

當一個人幾努力都無辦法改變現況

就是真正的

貧窮所以你有幾 呀?



「窮」盡多少個晚上















努力 + 熱血 + 創作力





UNIQLO
Interactive AR elements in Marvel theme

Making their marketing campaign

pops out from the crowd, UNIQLO

partnered with ConceptFound to

create AR selfie filters to let its

customers selfie with their favorite

Marvel superheroes. The app was an

immediate success and drove

tremendous physical and digital traffic

to interact with the brand.

Description Key Features

AR Image Recognition Technology

3D Model Creation 

App Development and Product Launch

Dynamic User Interfaces

AR Selfie Fram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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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IQLO
Interactive AR elements in Kakao Friends theme

Making their marketing campaign

pops out from the crowd, UNIQLO

partnered with ConceptFound to

create AR selfie filters to let its

customers selfie with their favorite

Marvel superheroes. The app was an

immediate success and drove

tremendous physical and digital traffic

to interact with the brand.

Description Key Features

AR Image Recognition Technology

3D Model Creation 

App Development and Product Launch

Dynamic User Interfaces

AR Selfie Fram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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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不斷努力前進



做唔到第一，做專一



2018 年 9 月再開公司



半年創業成果



A.      買樓首期

B.      擴展業務

C.      分散投資

D.      吃喝玩樂

人生就是不停的抉擇



2018年時的大灣區 …







2018年10月出發到東莞 ...



2018 年 9 月 23 日



兩個月去了「8+2」



放下了香港賺錢的公司



创龙科技
ConceptFound

旺角旺角花园街2-16号好景商业中心 2719 室

广东省东莞市松山湖高新开发区松山湖人才大厦8楼

www.conceptfound.com



創龍集團受到東莞松山湖港澳青年創業基地邀請，並進駐東莞

「松山湖人才大廈」，成立了創龍智慧科技 (東莞) 有限公司。

鄧先生更與東莞政府進行了重大的簽約儀式，確立了 AR 智能

商業方案作為松山湖港澳青年創業基地的重點推廣合作項目。

與此同時，創辦人及 CEO鄧文俊先生亦受到東莞松山湖港澳青

年創業基地的邀請，出任基地的資訊科技總監，為不同的港澳

企業提供科技的咨詢及指導服務。

東莞松山湖高層次人才簽約儀式



人才大廈



創龍智慧科技(東莞)有限公司







東莞跟了我差不多四年的同事







為什麼到東莞松山湖創業?



廣深科創走廊



避其鋒芒，進退得宜



避其鋒芒，進退得宜



廣納賢才



左右開弓



2018 年 10 月 24 日



晚上 11 點去珠海 …



珠海口岸



珠海公交車



日常生活地方



珠海高新區



仱仃洋通道 (未落實)



港灣 1 號



港澳科技成果轉化基地



港灣1家 App



2018 年推出的港澳優惠政策

政策概覽

• 「1 元租金」

• 人才公寓

• 項目獎金

• 專利或知識產權申請

• 科研項目資助 (需取得具體成果)

• 稅務減免 / 優惠

• 引入專才

• 其他細項等



創龍信息科技(珠海)有限公司





十所大學

• 珠海大学

• 中山大学珠海校区

• 暨南大学珠海学院

• 北京师范大学

• 珠海校区北京理工大学

• 珠海校区遵义医学院

• 珠海校区广东科学技术职业学院

• 珠海校区中央音乐学院

• 珠海校区吉林大学

• 珠海软件学院

• 中国医科大学珠海校区



中央電視台拍攝團隊採訪

香港 2022-05-22



一場大灣區之旅

港青鄧文俊決定落戶東莞

https://bit.ly/3Dm9BIG

《廣東廣播電視台 – DV 現場》 2019-09-15

港青鄧文俊 ( Sky ) 用兩個月時間走訪大灣區多個城市最後選擇在東莞

落戶。以 IT 服務，軟件開發和 AR 科研為主項，其中的 AR 名片更是

打破傳統名片的實體卡形式，令人眼前一亮，並獲得多方的注意和支

持。鄧文俊更把公司設立於華為對面，以此勉勵自己儘管創業的路挑

戰和困難重重，亦要勇敢面對，以華為的規模作為自己長遠的目標。



硬核港青「90後」鄧文俊，

玩轉創業融資朋友圈

2019-08-24《廣東台觸電新聞》

鄧文俊 ( Sky ) 是一名來自香港的「 90 後」創業青年。今年 5 月，

他帶著專案「 AR 引發無限商機」在一場投融資對接會上亮相，

這次亮相讓他的朋友圈一下子多了 200 多人，直接打通他在廣東

東莞創業的人脈。



TVB -大灣區解碼

第37集港青大灣創業

https://bit.ly/3bmxnvi

《TVB – 大灣區解碼》 2022-01-20

大灣區九個內地城市，有大大小小不同專為港人而設的創業基

地，內地早前重整它們在大灣區內的布局，鄧文俊（Sky）獲

TVB邀請，有幸分享對其中位於廣州的龍頭基地，最新的發展

情況。



Now新聞台
邁進北部都會區：融合挑戰

https://ppt.cc/fmmT5x《Now新聞台》 2019-01-30

內地改革開放四十多年，深圳由一個城鄉小鎮變身成全國其中一個大城市，更

是創科企業集中地。港府發展北部都會區，提出「雙城三圈」新概念，期望加

快深港兩地融合，帶動本地創科及物流產業發展。鄧文俊 ( Sky )有幸受 Now

新聞台邀請探討兩地在加快融合過程中，所涉及的交通、規劃、法律以至社會

制度等議題。新界北部居民在面對新格局下，工作及生活又會有甚麼轉變。

https://ppt.cc/fmmT5x


香港特工:《職場Sure Win》

https://bit.ly/3OhCWtp

《有線電視》 2021-02-23

鄧文俊（Sky）在是次有線電視的採訪中，較以往為深入地剖析了

大灣區的戰略佈局，以及城市間的創業優勢及條件等。接着在與出

版社編輯的書本中，會更詳細分析不同的戰略方針，以及內地營商

的重點綱要。

與此同時，受到了諸位的盛意邀請，將有意籌備有關灣區的創業講

座及課程。盼望藉此能為新一代青年能聚集更多訊息及資源，成為

強而有力的平台，組織大灣區青年網絡，成就更多有為青年進入大

灣區發展。



東莞市「啟航計劃」青年人才交流會由共青團東莞市委員會、市委組織部、市人力

資源和社會保障局、松山湖管委會主辦，在東莞會展國際大酒店舉行。這是「啟航

計劃」青年人才交流會首次亮相今年高層次人才活動週。東莞市「啟航計劃」的青

年人才代表、創業青年代表、東莞各大高校師生代表和來自台灣、香港、澳門的青

年代表等，共約 260 人參加了活動。本人有幸受邀作為香港代表參與活動，分享其

創業經驗，幫助青年創業。

活動邀請海內外高層次人才專家 30 多人，港澳人才代表 20 多人。鄧文俊（Sky）

有 幸參與是次活動與各位人才交流。首場創新創業環境推介會吸引了我市「倍增計

劃 」 企業、高新技術企業代表、新型研發機構、孵化器、風投機構代表和高層次人

才代表約 450人參加。會上共成功簽約重點人才項目 7個，意向落戶項目 9個。

受邀出席東莞市「啟航計劃」青年人才交流會

成為港澳創業青年分享嘉賓

https://bit.ly/3FoC8PH東莞 2019-11-21



粵港澳青年在穗分享就業創業經歷

鄧先生：「除香港、澳門以外，我走訪了八個城市，我發現原來內地的發展遠遠
超乎我的想象，每一座城市都有各自特色和可愛之處。」

本人在廣州參加「我為大灣區代言」粵港澳青年就業創業分享沙龍時，講述了自
己創業成功的故事。本人現在是創龍智慧科技（東莞）有限公司行政總裁，大灣
區就是我發展的人生舞臺，讓我可以從「雙失青年」逆襲創業成功。

https://ppt.cc/fjq6Wx《中國新聞網》 2019-11-15

https://ppt.cc/fjq6Wx


超過 200 位香港及廣東省服務業界代表今日（8 月 16 日）出席由香港

特區政府駐粵經濟貿易辦事處(駐粵辦)、香港貿易發展局、及中國香港

（地區）商會-廣東在廣州聯合舉辦的「粵港服務業交流會」暨《 2018

在粵香港服務業企業名冊》發佈會。駐粵辦主任鄧家禧、廣東省自貿辦

副主任馬行裕、香港貿易發展局廣州代表何俏媚、及中國香港（地區）

商會-廣東會長彭浩賢為主禮嘉賓。本人有幸成為嘉賓參與其中，分享

他成功的創業之道。

「粵港服務業交流會」暨

《2019 在粵香港服務業企業名冊》發佈會

https://bit.ly/302ayax廣州 2019-08-16





要捨得捨不得的，才得到得不到的



千里之行，始於足下！



一年半後變成怎樣？



Wechat: 
sky_0526

WhatsApp: 
6571 3074

唔好唔記得香港都係大灣區一部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