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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將把香港與廣州南站連接起來，並
途經深圳的福田站和深圳北站。這條
穿梭城際的全新鐵路走廊竣工後，廣

全長142公里的廣深港高速鐵路（廣
深港高鐵）為國家高速鐵路網的一部
分，目標於2018年第三季通車，屆

廣深港高速鐵路盡釋商業潛能
州與香港之間的車程將由100分鐘縮
短至約50分鐘。

http://www.investhk.gov.hk/zh-hk/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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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廣客運專線
（2012年12月開通）

穗莞深城際軌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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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有城際直通車）

杭福深客運專線
（2013年12月開通）

廣深港高鐵蘊含的商機
高鐵香港段是全長26公里的地下鐵路線，行車時速可達
200公里，其西九龍總站位處市中心，而且與港鐵相連，
旅客因此能輕鬆走訪市內各大地點。

高鐵香港段的連接除了有助香港與國內城市，尤其是與
大灣區進一步接軌、促進文化教育和商業的交流，還有
利於香港與內地在金融、貿易及專業服務等各個範疇上
的合作與發展，帶來更多商業活動機會。同時，香港段
有助促進各地群眾之間的聯繫，並鞏固香港作為區域交
通樞紐的地位。

廣深港高鐵亦將吸引旅客以香港作為其旅程的起點或終
點，達到帶旺本地旅遊業之效。

此外，西九龍總站毗鄰西九龍文化區（西九文化區），西
九文化區乃世界一流的綜合藝術文化區，勢必與高鐵香
港段產生協同效應。隨著戲曲中心、M+ 視覺文化博物館
及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等西九文化區設施陸續建成，預

計會有更多喜愛世界級文藝演出和展覽的旅客搭乘廣深
港高鐵來港，進而提升香港作為盛事之都的地位。

香港段亦將在鐵路營運、維修，以及西九龍總站的零
售、餐飲及車站管理方面創造直接就業機會。

廣深港高鐵香港段將接駁擴建中的國家高速鐵路網絡，
包括途經廣州、長沙、武漢、鄭州和北京的京廣客運專
線以及途經汕頭、廈門、福州和杭州等沿海城市的杭福
深客運專線。廣深港高鐵香港段的開通將大大縮短香港
前往內地各大城市的鐵路車程。

國內高速鐵路
中國正在全速發展高速鐵路，國內高鐵網絡的總里程已
於2016年突破20,000公里，載客量超過14.4億人次，現
時的目標是在2020年前把總里程增建至30,000公里，以
覆蓋80% 以上的主要城市。

廣深港高鐵 – 短途服務 
（不停中途站計算）

目的地 預計車程
福田 14分鐘
深圳北 23分鐘
虎門 33分鐘
廣州南 48分鐘

廣深港高鐵 – 長途服務 
（預計車程根據現時中國高鐵 
在平日的最快行車時間計算）

廈門 約4小時
武漢 約4小時30分鐘
福州 約5小時15分鐘
上海 約7小時45分鐘
北京 約8小時45分鐘

此地圖乃摘自《廣深港高速鐵路（香港段）通關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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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
智慧‧互聯城市
是次會議將重點探討如何使用科技推動城市轉型，並從城市
及區域兩個層面，為香港探索智慧城市藍圖，以及解構周邊
國家如何能成功地實現智慧而彈性的規劃。
地點：香港科學園
主辦單位：香港科技園公司、亞太創新峰會
▶apacinnosummit.hkstp.org/en/ais-smart-c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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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
香港「一帶一路」高峰論壇

「一帶一路」高峰論壇匯聚逾2,400名政府官員、國際機構的
高層代表，以及來自中國及「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商業領
袖，旨在發掘「一帶一路」倡議蘊含的新商機。
地點：香港會議展覽中心
主辦單位：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香港貿易發展局
▶beltandroadsummit.hk/en/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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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
科技界酒會
是次聯誼酒會由投資推廣署及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合
辦，旨在為促進科技企業之間的技術交流及合作提供平台。
地點：香港
主辦單位：投資推廣署及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

15

香港
「一帶一路：物流機械人及科技」高峰會
本年度之高峰會將重點探討機械人技術及其他科技如何對物
流業產生正面而深遠的影響，從而抓緊「一帶一路」倡議帶
來的各種機遇。此外，是次高峰會亦為業界提供擴展商業聯
誼、尋找合作機遇以及展示科技的平台。
地點：香港科學園
主辦單位：香港物流及供應鏈管理應用技術研發中心

15-18

四川成都
2017年中國西部國際博覽會進出口商品展
是次展覽活動佔地6萬平方米，包括產業合作館、商品貿易
館及服務貿易館。
地點：中國西部國際博覽城
主辦商：中國國際商會、中國西部國際博覽會組委會
▶www.wcif.cn
▶apacinnosummit.hkstp.org/en/ais-smart-c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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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廈門
廈門「一帶一路，共創新思路」研討會
是次研討會特設在廈門舉辦的2017年中國國際投資貿易洽
談會上舉行，旨在推動香港成為「一帶一路」倡議的「超級聯
繫人」，並為內地企業邁向世界提供一個理想的平台。
地點：福建廈門
主辦單位：投資推廣署、中聯辦經濟部貿易處及香港特別行
政區駐粵經濟貿易辦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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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
Marine	Money	Asia
第十六屆「海運資金新加坡船舶融資論壇」是業界領袖匯聚
交流的盛事。
地點：新加坡瑞吉酒店
主辦商：Marine Money Asia
▶marinemoney.com/forums/SIN17/inde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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奧地利維也納
香港	—	「一帶一路」聯繫人
投資推廣署將以香港作為高科技中心、幫助歐洲企業捕捉

「一帶一路」機遇的聯繫人身份，介紹有關的新措施。此外，
活躍於香港的奧地利公司亦將分享其香港經驗。
地點：Hotel Ambassador, Kärtnerstraße 22, 1010 Vienna
主辦單地：奧中商業協會、投資推廣署
▶acba.at/hongkong/

26

香港
旅遊業及酒店業聯誼酒會
是次聯誼酒會是為感謝旅遊業及酒店業對香港的貢獻。
地點：香港
主辦商：投資推廣署

29

香港
2017年度香港銀行家峰會
本年度之香港銀行家峰會以「改變世界，重塑優先次序」為
主題，探討銀行業如何在地緣政治局勢、經濟政策和客戶喜
好不斷變遷的背景下，透過重塑優先次序、嘗試全新業務模
式以及善用技術，達到提升營運效率和盈利能力的成果。
地點：香港會議展覽中心
主辦單位：香港銀行學會
▶bankingconference.hkib.org/hkib2017/

十月

11

新加坡
2017年度 Payload 會議及頒獎禮
Payload Asia 大獎已來到第六屆，這項盛事旨在表揚成就傑
出、行內領先，並在全球極具挑戰性的航運業中，仍能節節
上升的航運供應商。與此同時，Payload Asia 會議設有六個
小組討論，並匯集業內高級專業人員，他們將就抓緊機會、
適應、革新、實現更高效率及全新業務模式，以保持公司競
爭優勢時遇到的挑戰作出分享。
地點：新加坡
主辦單位：騰世傳媒（Contineo Media Pte Ltd）
▶conference.payloadasi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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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沙市
「一帶一路，共創新思路」投資推廣研討會	（長沙市）
此研討會旨在向湖南省企業介紹香港的營商優勢及在「一帶
一路」下內地企業如何利用香港的平台「走出去」。
地點：湖南省長沙市
主辦單位：投資推廣署

19

香港
運輸物流卓越大獎二零一七
兩年一度之「運輸物流卓越大獎」（CILT Award），以「卓越服
務」（Service Excellence）為主題供業界競逐殊榮，藉此表揚
優勝機構對行業的貢獻，促進行業發展。
地點：香港
主辦單位：香港運輸物流學會
▶cilt.org.hk/webadmin/img/events/1425_2.pdf

十一月

6-9

葡萄牙里斯本
網路高峰會
網路高峰會專注於互聯網科技範疇的科技會議，與會者來自
財富500強企業，以至全球最讓人期待的科技公司。
地點：葡萄牙里斯本
主辦單位：Ci Labs
▶websummit.com

2017

http://www1.investhk.gov.hk/events
https://apacinnosummit.hkstp.org/zh-hk/ais-smart-city/
http://www.beltandroadsummit.hk/tc/index.html
http://www.wcif.cn/12196/index.shtml
https://apacinnosummit.hkstp.org/zh-hk/ais-smart-city/
https://www.marinemoney.com/forums/SIN17/index
https://www.acba.at/hongkong/
http://bankingconference.hkib.org/hkib2017/cnIndex.html
http://conference.payloadasia.com
http://cilt.org.hk/webadmin/img/events/1425_2.pdf
https://websummi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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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盟與香港的關係一向密切，而且將繼續深化。以貿易
為例，香港與東盟的貿易總額在過去10年累積增長達
72%，令東盟成為香港第二大的貿易夥伴，而香港 — 東
盟自由貿易協定預計將於2017年年底前簽署，屆時將進
一步促進香港與東盟在貨物、服務及投資方面的流通。

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林鄭月娥於8月展開上任後首次
外訪，目的地為新加坡和泰國，這說明林鄭特首對於加
強香港與東盟國家的聯繫予以高度重視。

特首出訪新加坡的其中一個目的，是為了尋求更多學
習、交流和合作的機會，在泰國之行期間，則介紹了香
港在「一帶一路」倡議及粵港澳大灣區發展中的獨特角
色，以及香港在金融、建築等專業服務領域的優勢。她
期望促進香港與泰國的貿易及投資往來，並加強兩地政
府在人員交流及旅遊等範疇的合作。

7月26日，財政司司長陳茂波主持香港駐雅加達經濟貿
易辦事處（經貿辦）開幕禮。雅加達經貿辦的成立勢必將
香港與東盟國家之間的合作關係提升到另一個層次，香
港將與東盟攜手合作，抓緊眼前的各種機遇。

在陳司長於「一帶一路：聯繫中國、香港和印尼」商貿研
討會上所發表主題演講中，他強調「一帶一路」倡議可為
香港與印尼開創美好的前景，他表示：「印尼經濟增長迅
速，加上位於東南亞要衝，並擁有龐大的人力和天然資
源，因此將在『一帶一路』倡議中扮演重要角色。」

8月9日，投資推廣署署長傅仲森（Stephen Phillips）於
耶加達經貿辦及香港馬來西亞商會合辦、投資推廣署及
香港貿易發展局協辦的吉隆坡商業論壇上致辭，他強調
香港為面向中國及「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領先國際中
心，因此具有關鍵作用。

傅署長表示：「對國際及內地企業而言，香港是一個不可
多得的經營基地，不但有利企業在『一帶一路』沿線進行
部署，更能促進他們與沿線國家的整體往來，這都有賴
於香港的固有優勢支持 — 包括健全的法律制度、低稅
率、稅制簡單、完善的金融及監管體制、世界一流的基
礎設施、營商環境便利以及強大的人才庫。」

他補充道：「大灣區的發展與覆蓋範圍更廣的『一帶一路』倡
議同樣令人期待興奮，包括廣深港高速鐵路及港珠澳大橋在
內的重大基建項目將重塑和打開充滿活力的全新市場。鐵路
及大橋的接通不但會令香港與澳門及廣州九個高速發展的城
市更緊密相連、打開多達6,700萬人口的消費市場，更能形
成90分鐘交通圈，令大灣區成為世界上最具活力和朝氣的
城市群之一。」

慶賀東盟成立50週年
東盟

歡迎聯絡：

李國煒	
投資推廣總監	（新加坡）	
電話：（65）6330	9338	
電郵：	melvin_lee@hketosin.gov.hk

馬來西亞 
Dr.	Michael	Yeoh	
首席顧問	（吉隆坡）	
電話：（603）2093	5393	
電郵：	myeoh@investhk.com.hk

泰國 
Yada	Saraneeyatham	
首席顧問	（曼谷）	
電話：（66）2	260	8200	
電郵：	ysaraneeyatham@investhk.gov.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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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 – 全球飛機租賃樞紐
香港政府最近將飛機租賃商的企業利得稅稅率由16.5% 減至8.25%，
並只有租賃所得收入的 20% 為徵稅部分

行業焦點

飛機租賃

歡迎聯絡：

羅寶莊			財經金融行業主管	
電話 :	（852）3107	1085	
電郵 :	plaw@investhk.gov.hk

同時，中國內地的航空業發展迅速，帶動國內及國際航
線服務對飛機的需求呈指數式增長。根據業內人士預測，
中國航空公司於未來二十年內將需要近7,000架新飛機，
價值估計超過1萬億美元。而鄰近中國的地理位置，以及
與內地企業擁有極為密切的業務關係，這些都是香港的
其他核心優勢。另外，香港與內地之間的預扣稅稅率已
經下調至5%，較其他飛機租賃樞紐的稅率優勝。

新制度的主要特點

• 條例列明向合資格飛機租賃商及合資格飛機租賃
管理商在2017年4月1日後的應付、應收或應計
合資格利潤給予特惠稅率

• 合資格飛機租賃商及合資格飛機租賃管理商必須
是非飛機營運商公司（獨立實體條件）

• 合資格飛機租賃商及合資格飛機租賃管理商的合
資格利潤稅率為8.25%

• 將合資格飛機租賃商的應評稅利潤訂為租約付款
總額扣減支出的20%

• 針對「經營租賃」

• 建基於租賃業務的特殊目的載體模式上

• 合資格飛機租賃商及合資格飛機租賃管理商必須
滿足「中央管理和控制」及「實質活動」要求，包
括進行飛機租賃的特殊目的載體是否與香港的合
資格飛機租賃管理商有重大關聯

• 無需飛機的實際合法所有權

是項新推行的稅制旨在推動香港的飛機租賃業務，為香
港航空服務增長及多元化發展提供更有力的支持。在新
稅制下，香港飛機租賃業務所享有的稅率屬全球最低之
一，因此我們預期香港將成為世界主要的飛機租賃樞紐

之一。

在亞洲從事飛機租賃業務的首選地點
作為國際金融中心，香港擁有非常強健的股票市場，以
供集資用途，目前便有三間飛機租賃公司選擇在香港交
易所上市。全球百大銀行中，有超過70家已進駐香港，
這裡還有許多提供飛機融資的金融機構，因此，香港匯
聚眾多對投資飛機資產感興趣的機構投資者和私募股權
投資者。此外，香港亦無徵收利息或股息收入的預扣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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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科技

為何香港將成為全球金融科技樞紐
香港正躍身成為全球最令人興奮期待的金融科技樞紐之
一，亞太區對金融科技企業的投資於今年首次超越美國
及歐洲市場。

中國市場的表現幾乎凌駕世界所有其他市場，而更引人
注目的是金融科技的消費者滲透率。根據安永發佈的

《2017年金融科技採納率指數》報告，中國的金融科技採
納率高達69%，是全球最高的市場之一。香港作為通往
中國市場的獨特門戶及連接中國與西方的橋樑，無疑是
世界上最重要的「超級聯繫人」之一。

在這個地區層面的增長背後，存在著推動香港登上金融
科技世界舞台的五大關鍵因素。

歡迎聯絡：

Charles	d’Haussy			金融科技主管	
電話：（852）3107	1016	
電郵：cdhaussy@investhk.gov.hk

香港金融科技周

香港擁有充滿活力的金融科技生態體系，當中匯聚
大量本地及國際企業，而且廣受私營和公營機構支
持，一年一度的香港金融科技周（2017年10月23至
27日）將是展現這個面貌的大好時機。

繁榮開放的金融中心
香港作為全球金融中心，其重要性不容小覷。香港於最
近被 Z/Yen 列為全球金融中心指數前五名，而作為中國
的金融首府、匯聚全球四分之三百大銀行的基地，香港
擁有完善而且運作得宜的法律及監管體制，能為金融業
的發展提供可靠依據。

此外，各大銀行亦積極配合正在迅速發展的金融科技，
根據羅兵咸永道的一項調查，有82% 的香港金融服務機
構正在尋求與金融科技公司合作。

1

吸引人才和企業家的優越環境

 香港的科技業豐富多彩、活力多元，有助推動創業文化
及吸引一流的科技人才。這裡設有1,926間初創企業，共
佔用5,618個工作站，並聘有5,229名員工。本年度的科
技研討會 RISE 證明，科技業的興盛發展對締造上述的環
境面貌有著重大作用。此外，數碼港和香港科學園等香
港機構，以至連接深圳與華南大灣區的邊境區（落馬洲河
套區）提供龐大的協作及投資空間，這意味我們將會陸續
看到來自世界各地的頂尖人才以香港作為發展事業和創
業的平台。

3

蓬勃發展、根基鞏固的生態體系

香港與世界領先的銀行、監管機構、科技企業和創業孵
化器關係密切，這個充滿活力的環境造就了蓬勃有利的
生態體系，推動著每一天的合作交流、新想法及創新發
展。

5

投資及教育
香港的科技創新發展得到來自公共和私人兩方面的強大
資本支持，2016年，亞太區對金融科技企業的投資總額
達到67億英鎊。另一方面，香港亦開始積極提升年輕本
地專才的能力，香港中文大學及香港理工大學獲准開辦
金融科技學士學位課程，便足以證明香港當局的遠見和
決心。目前，有11間銀行參與由香港金融管理局（金管
局）推出的「金融科技人才培訓計劃」，以培育新一代的
金融科技人才。

2

不斷進步的監管環境
成熟穩定的監管環境對於任何行業而言都至關重要，更
不用說這個急速發展又變化萬千的城市。香港的監管架
構由積極從內部推動創新的單位組成，當中尤其以金融
科技及監管科技為革新重點，例如，金管局最近便與德
勤會計師事務所以及香港五大銀行推出了一個應用區塊
鏈科技的貿易金融平台。

此外，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證監會）亦展開了一
項內部的監管科技計劃，以評估在打擊洗黑錢和網絡犯
罪時，那些科技能改善其常規運作和效率。這些措施都
表明了當局致力實現監管現代化的意願。

4

fintech@investhk.gov.hk

立即登記

hongkong-fintech.hk

@HongKongFinTech	/#HKFintechWeek

http://hongkong-fintech.hk
https://twitter.com/@HongKongFinTech
https://twitter.com/hashtag/HKFintechWeek?src=hash
http://www.censtatd.gov.hk/press_release/pressReleaseDetail.jsp?charsetID=1&pressRID=4187
http://www.censtatd.gov.hk/press_release/pressReleaseDetail.jsp?charsetID=1&pressRID=4187
https://itunes.apple.com/hk/app/id1249974275
https://play.google.com/store/apps/details?id=com.attendify.conf3z3mck&hl=zh_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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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屆亞洲海事保險會議 – 11月20-21日
是次會議將提供為期兩天的優質同業交流及對話平
台，屆時，船東、船舶經理、保險業者以及海事界
的所有利益相關者將匯聚一堂，共同探討行業面臨
的威脅及問題，並商討符合保險公司及海運界雙方
利益的可持續發展解決方案。

亞洲物流及航運會議 （ALMC）–  
11月23-24日
ALMC 是亞洲區內同類型活動中最具規模的物流及
海運界盛事。ALMC 2017將邀請約70位來自物流
及海運業界的知名人士擔任演講嘉賓，預計吸引約
100 家參展機構和2,000名海內外人士參與。

Mare Forum Hong Kong – 11月24日
在世界知名的 Mare Forum 上，一眾海運業界的領
袖將就以下議題作出分析：航運及商品市場的復甦；
石油、天然氣和乾貨商品的海上運輸；集裝箱及海
上持續發展；地緣政治風險；即將到來的工業及科
技革命後危機時代對船運及造船業的影響；法規；
環保要求；船舶融資和投資；影響航運業的威脅和
機遇；對未來智能投資的看法；以及全球航運樞紐
和香港的未來。

海運週活動亮點

香港海運週2017
由香港海運港口局、香港船東會及香港海事博物館聯合
主辦之香港海運週2017將於11月19-26日舉行，為期八
天的海運週設有一系列活動，包括業界簡報會、研討會
及會議、企業活動、以海運為主題的競技活動以至交流
活動等，有助進一步加強香港作為區域首要海運服務中
心的角色。

現時，香港有超過800間與海運相關的公司提供多元化的
海事服務，包括船務代理、船舶管理、船務經紀、海事
保險、船舶融資、海事法律及仲裁等。根據政府統計處
去年進行的就業及空缺按季統計報告，於2016年，香港
約有280間公司提供船務代理及船舶管理服務，另有70間
公司提供船務經紀服務。此外，根據保險業監理處，香港
現時有88間保險公司提供海事保險服務。而國際保賠協
會集團的13個成員協會中，有12個於香港設有辦事處，
為倫敦境外最大的代表群組。

以總註冊噸位計，香港船舶註冊於全球排名第四。截至
2017年3月底，於香港註冊的船隻數目為2,536艘，總註
冊噸位達1億920萬。香港船舶註冊的船隊質素在世界上
名列前矛，2016年滯留率低至0.81%。2016年4月，香
港政府成立香港海運港口局，該局專責制定策略，從各
方面推動高增值海運服務的發展，包括人力資源發展、
市場推廣宣傳及行業發展等。

歡迎聯絡：

王國藩			運輸及工業行業主管	
電話 :	（852）3107	1088	
電郵 :	bwong@investhk.gov.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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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T Brand Studio 於香港開設辦事處之初，投資推廣署為
他們引薦潛力夥伴和服務供應商。

Bubar 興奮地說：「香港是一個繁華的城市，在廣告和科技
方面佔有領導地位，在這裡經營業務實在令人雀躍，我們
希望在這裡拓展團隊。」

在短短三年間，T Brand Studio 已獲得多個國際獎項，包
括 AdWeek 最熱門原生廣告，以及由 Native Advertising 
Institute 頒發的年度原生廣告公司獎。另外，他們在虛擬
實境應用上在康城獲得肯定，而最近，他們為瑞銀集團
策劃的廣告更獲得 OMMA、《The Drum》和 The World 
Media Awards 嘉許。

T Brand Studio 成立於2014年，是《紐約時報》旗下的品
牌營銷公司。他們和多個全球知名品牌合作，創造領先品
牌的內容、策略和發行渠道。

最近，《紐約時報》在香港開設 T Brand Studio，旨在和
亞太區內的廣告商更緊密合作，為廣告商創作 T Brand 
Studio 全球知名的高質素製作。

T Brand Studio International 總裁 Raquel Bubar 指出，越
來越多亞太區客戶開始追求高質素品牌內容，所以在香港
開設 T Brand 是必然之舉，以便他們在同一時區，運用本
地專業知識和客戶緊密合作。

Bubar 說：「香港是廣告商百家爭鳴之地，這裡擁有接連
亞洲各地的完善交通系統，方便我們和區內客戶合作。加
上我們早已紮根香港的《紐約時報》區域總部，T Brand 
Studio 得以和一眾經驗豐富的人才團隊通力合作。」

現時，他們聘請了區內頂尖的的團隊，分別擔任內容策略
師、監製、編輯和設計師，在《紐約時報》內外分享品牌故
事。他們也會和巴黎、倫敦和紐約的 T Brand Studio 團隊
合作，開發結合優質品牌故事和多媒體的出色廣告企劃。
Bubar 解釋：「我們採取的策略是先構思品牌故事，然後因
應說故事的方式，將故事和多媒體融合，例如虛擬實境短
片、聊天機械人和資訊圖表。這是實現吸引受眾參與並不
時分享開去的高效廣告內容方程式。

開啟優質品牌故事時代
《紐約時報》看準亞太區對高質素內容
的需求日趨殷切，在香港成立 T Brand 
Studio，應付不斷推陳出新的市場營銷
需求

T Brand Studio

‧		《紐約時報》在2014年成立的品牌營銷公司，香港
辦事處在2017年成立

‧		和多個全球品牌合作，創造領先品牌的內容、策略
和發行渠道

tbrandstudio.com

“ 香港是廣告商百家爭鳴之地，
這裡擁有接連亞洲各地的完善
交通系統，方便我們和區內客
戶合作。”
	 	T	Brand	Studio	International	
總裁	
Raquel	Bubar

http://www.tbrandstudio.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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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的擴張計劃瞄準一些擁有健
康創業文化，以及政府支持創新
發展的一線城市；香港無疑是最
理想的市場，亦是打造成功共用
工作間事業的秘訣。”
	 	naked	Hub	
行政總裁	
Jonathan	Seliger

企業，Seliger 亦看到企業對靈活工作間的需求，他解釋道：
「這類型的共用工作間不但更經濟實惠，而且更富彈性，仍然
在傳統辦公室工作的跨國公司定必會明白到其價值。」

最近，naked Hub 宣佈與新加坡領先的共用工作間 JustCo
合併，naked Hub 因而躍身成亞洲最大的共用工作間營運
商，在中國、香港及新加坡合共擁有41個據點；新據點亦即
將在曼谷、吉隆坡及雅加達陸續開幕。這些據點分佈在上述
6個國家的9個城市，總樓面面積達14萬平方米，預計能匯
聚逾8,000家公司，並吸引32,000名會員。

Seliger 總結道：「我們的擴張計劃瞄準一些擁有健康創業文
化，以及政府支持創新發展的一線城市；香港無疑是最理想
的市場，亦是打造成功共用工作間事業的秘訣。」

正在冒起的 naked Hub 是上海 naked Group 旗下的共用
工作間，目前在中國內地及越南經營共21個工作空間。
公司的首個香港據點最近於上環開幕，佔地16層的空間
設有流動辦公桌、開放式辦公室及獨立辦公室。

naked Hub 將會陸續設立更多據點，包括位於西營盤佔
地四層高的工作間，以及位於觀塘的新據點，兩者皆預期
在2017年底前啟用。

naked Hub 行政總裁 Jonathan Seliger 指，公司的目標
是在一至兩年內，在香港開設至少10個主要據點，他表
示：「估計香港於2030年將會有百分之三十的辦公空間被
靈活的共用工作間取代，這表示人們的工作模式已經開始
轉變，而我們只是處於起步階段。」

儘管共用工作間市場競爭激烈，但 naked Hub 成功證明
他們所提供的不僅是一個工作空間。憑藉團隊強大的酒店
服務業背景，naked Hub 擅於透過空間設計、互動社群
以及會員專享服務，為用戶打造一流的體驗。Seliger 表
示：「我們希望創造一個充滿活力的真實社群來解決客戶
的商業需求，我們稱之為『社群即服務』（Community as 
a service）」。

為達成這個目標，naked Hub 設有一隊專門的社群團隊，
Seliger 說：「我們在非常短的時間內，在香港成立了一支
強大的團隊，招攬了很多來自酒店業、具有高度客戶服務
意識的人才。我很高興擁有這樣的團隊，他們足以證明香
港人才的質素。」

naked Hub 認為，共用工作間的使用對象並不局限於初創

集工作間與社群於一身
總部設於上海的共用工作間 naked Hub 將在香港開設10個據點，
以實現其雄心壯志的擴展版圖

naked Hub

‧		在香港，naked	Hub 現於上環經營一棟樓高16層
的共用工作間，提供800張辦公桌

‧		西營盤及觀塘據點正在施工中，並將於2017年底
前落成

‧		最近與新加坡共用工作間品牌 JustCo 合併，以	
擴大其亞洲版圖，並預計於2020年前在亞洲開設
200個據點

nakedhub.com

http://www.nakedhub.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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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享有資本的流動
自由、穩健的法制和
簡單的稅制，而對外
國人而言，香港是一
個治安良好的城市。
至今，香港依然保持
這些優勢。”
	 	亞洲博聞	
執行副總裁	
麥高德

石油和天然氣以及通訊。麥高德說：「我們希望創造協同作
用，讓我們的業務在區內更具實力，不斷茁壯成長。」

除了高質素展覽會外，麥高德指出香港的展覽空間達到世界
一流水準，加上擁有完善的管理配套，因而造就香港成為成
功的展覽之都。另外，麥高德相信一國兩制讓香港得以從其
他國內城市中脫穎而出。他說：「香港是中國的一部分，享
有能夠和大灣區內各城市緊密協作的優勢。港珠澳大橋和其
他跨境基建讓香港能夠直接接觸超過6,800萬人口，進一步
鞏固其作為區內樞紐的地位。」

現時，香港地區辦事處聘有超過200名員工，當中八成是本
地人。麥高德認為香港人教育水平高，工作態度積極而且非
常勤奮。

這部成功史始於1994年，當時亞洲博聞收購了一家本
地展覽公司，該公司在香港和亞洲舉辦過多場成功的商
貿活動。其後，亞洲博聞在香港設立地區總部，並銳意
在此拓展業務。時至今日，亞洲博聞所主辦的展覽會有
部分已成為亞洲甚至全球市場中規模最大的同類型展覽
會，包括香港珠寶首飾展覽會、亞洲最大型的美容展覽會
Cosmoprof，以及歷史悠久的亞太區皮革及時尚匯集展。

坐在剛完成翻新的辦公室中，執行副總裁麥高德回想：
「在起步初期，香港已是亞太區內最適合舉辦商貿展覽會
的地方。香港享有資本的流動自由、穩健的法制和簡單的
稅制，而對外國人而言，香港是一個治安良好的城市。至
今，香港依然保持這些優勢。」另外，優越的地理位置及
會展業界的專業服務也造就香港成為全球最大電子產品
展、禮品及贈品展；亞洲最大的娛樂博覽、時裝展以及金
融、科技會議的理想舉辦目的地。

亞洲博聞的成功建基於他們的專業精神。他們致力提供優
質服務，每年籌劃多個具針對性的商貿展覽會，連繫全球
超過200萬名優質參展商、觀眾，專業買家及會議代表。
他們主辦的展覽會吸引來自世界各地的買家與業務夥伴會
面，讓他們了解最新行業趨勢，加強業界間的聯繫。

最近，亞洲博聞收購私人企業 AllWorld，該公司在東盟國
家和中國主辦過多個成功的活動，主題包括美食和酒店、

亞洲領先活動主辦商百尺竿頭更進一步
亞洲博聞每年在亞洲舉辦超過290個商貿活動，並透過企業併購加強業務版圖

亞洲博聞

‧		於1994年在香港成立地區辦事處，每年在亞洲主
辦超過290個商貿會議展覽活動

‧		連繫全球超過200萬名優質參展商、觀眾、	專業買
家及會議代表

Ubm.com

http://www.ubm.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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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一地區。隨著『一帶一路』沿線國家政府全力加強發展基
礎設施，『一帶一路』倡議將為我們的全球策略提供有力的
支持，協助我們取得地區以至全球層面的成功。」

隨著「一帶一路」倡議及大灣區發展規劃全面展開，Zankel
認為企業應利用香港的優勢把握商機，他表示：「香港擁有
健全的法律及銀行體系、可自由兌換貨幣、民眾教育水平
高並設有自由貿易港口，這些優勢為這個地方創造了龐大
的機會。」

目前，GW 香港辦事處的團隊由25名分別負責行政、營
運、會計及營銷工作的人員組成，在未來三個月，團隊將
專注於成立銷售及業務發展部，以建立其專屬的地區客戶
網絡。

Gebrüder Weiss （GW）於1473年成立，為奧地利歷史最
悠久的運輸及物流公司之一。憑藉其500多年歷史，這間
家族企業演變成的頂尖國際公司在業界屹立不倒。

與其眾多海外辦事處一樣，GW 在過去17年來一直以合
資企業的模式經營香港的業務。2017年7月，公司決定全
面進駐香港，並宣佈全新的品牌策略 ─ 將香港、中國、
台灣、越南、阿聯酋，美國及加拿大的辦事處統一歸於

「Gebrüder Weiss」品牌旗下，此舉反映公司擴展全球網絡
的雄心壯志。

此外，香港辦事處亦掌管深圳、廣州和湛江辦事處的運
作，董事總經理 Michael Zankel 透露，GW 將這些地方視
作一個整體進行策略發展，他表示：「最近我們經常聽到大
灣區這個概念。事實上，我們過去多年目睹區內各地的經
濟逐漸融合成一體，因此，我們必須清楚不同據點的用途
以及相互合作的方式。」

在東歐，奧地利扮演著該區的樞紐角色，而香港擁有完善
的基礎設施，還設有世界級的國際機場，航線覆蓋40多個

「一帶一路」沿線國家，所以大灣區的主要樞紐角色便落在
香港上。

在過去十年，公司不但致力拓展歐洲的運輸業務，更日漸
走向東方的舞台，Zankel 表示：「遠在中國公佈『一帶一
路』倡議之前，我們已開始在中亞地區和中國內地成立辦
事處，因為我們相信，世界經濟發展的重心將逐漸轉移到

Gebrüder Weiss

‧		Gebrüder	Weiss 的總部位於奧地利福拉爾貝格
邦勞特阿赫，在全球設有150個據點並僱用逾
6,500名員工

‧		香港辦事處將致力在區內逐漸擴充Gebrüder	
Weiss 的服務網絡

gw-world.com	

借助香港作為大灣區主要樞紐的地位
奧地利物流公司Gebrüder Weiss充份利用香港的優勢，全速把握「一帶一路」帶來的機遇

“  香港擁有健全的法律及銀行體
系、可自由兌換貨幣、民眾教
育水平高並設有自由貿易港
口，這些優勢為這個地方創造
了龐大的機會。”
	 	Gebrüder	Weiss	
董事總經理	
Michael	Zankel

https://www.gw-world.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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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擁有健全的法律制度，是
向國際及內地企業提供國際仲
裁服務的理想中立地點。”
	 	CMS	
常務合夥人	
Nicolas	Wiegand

上『一帶一路』倡議沿線國家陸續推出重大基建項目，我們
將把握機會，透過香港涉足更多中國內地業務。」

Wiegand 指，相較區內其他大型律師事務所，CMS 的與眾
不同之處在於公司是一家來自歐洲大陸，並善於結合民法法
系及普通法系的事務所，他表示：「我們的團隊中有許多從
事民法法系的律師，與內地及其他亞洲民法法系國家的企業
有著共同的法律理解。此外，我們更了解客戶的期望以及熟
識處理糾紛的手法。」

CMS 香港辦事處的團隊正在日益壯大，Wiegand 預計這個
情況將會持續下去，他補充道：「我們計劃長期立足於區內
市場，並聘請更多本地及國際員工。」

在 CMS 踏足香港之前，Wiegand 早已與投資推廣署駐柏林辦
事處聯繫，並獲轉介予投資推廣署的香港總部，香港團隊為
公司提供了各種支援服務，以助其成立香港據點。Wiegand
總結道：「若沒有投資推廣署的幫助，我們今天就不會站在這
裡。在得到正確的建議下，一切都進行得很輕鬆順利。」

CMS 是一家以法蘭克福為基地的律師事務所，在全球
40個國家設有71間辦事處，致力於提供全方位的法律服
務，例如覆蓋歐洲、亞洲及拉丁美洲市場的公司法及糾紛
調解服務等。

為推進其拓展中國內地及亞洲市場的計劃，CMS 於2016
年9月在香港開設辦事處。這是繼北京及上海分行後，公
司在亞洲開設的第三間分行，其位於新加坡的第四間分行
亦剛於2017年加入亞洲的服務網絡。

香港辦事處主要專注於兩大範疇：國際仲裁及金融。當
中，國際仲裁團隊由常務合夥人 Nicolas Wiegand 帶領，
負責就商業及投資領域中的仲裁糾紛提供諮詢服務，服務
重點包括併購、基礎設施以及知識產權或資訊科技的相關
事務，而條約仲裁事務更設有專門的團隊負責處理。另一
方面，由合夥人 Tim Elliot 帶領的金融團隊則專注於資產
融資，並擅於處理多個資產類別，包括船運、航空、能源
和基礎設施等。

Wiegand 指，無論是希望在中國內地及亞太區營商的歐
洲企業，抑或是希望進駐歐洲市場的內地或亞太企業，成
立香港辦事處都是奠定根基的重要一步。香港擁有健全的
法律制度，是向國際及中國企業提供國際仲裁服務的理想
中立地點，他表示：「香港是世界最重要的仲裁中心之一，
因此，成立香港據點對 CMS 而言至關重要。」

由於中國與歐洲擁有友好的經貿關係，CMS 銳意藉此進
一步擴張業務，Wiegand 表示：「中國是德國最重要的貿
易夥伴之一，兩國之間貿易往來頻繁，投資規模龐大，因
而帶動法律諮詢服務的需求不斷增加。隨著需求上升，加

歐洲律師事務所通過香港擴展亞洲業務
CMS 利用香港的領先國際仲裁中心地位，為全球客戶提供支援

CMS

‧		CMS為創立於歐洲的領先律師事務所，在全球設
有71間辦事處

‧		提供全方位的法律服務，涵蓋公司法、糾紛調
解、銀行及金融以及勞工法等範疇

cms.law

https://cms.law/en/HKG/


13投資案例

Ryan 表示，AnalogFolk 的獨特之處是其企業型的業務模
式：每個分部的總監都有投資自己管理的業務，獲得從零
開始的創作自由，貫徹我們的全球使命，也符合地區的特
殊需求。他說：「這模式鞏固了我們的創業思維和態度，也
使營商過程更有趣。」

AnalogFolk 認為創意產業在亞洲市場具有龐大潛力。許多
跨國企業客戶發現隨著市場成熟，他們需要在亞洲投資更
多，這裡有待發掘的商機仍然非常龐大，因此對提供創新
數碼方案的公司有極大需求。

為支持亞洲的擴展計劃，Ryan 認為 AnalogFolk 團隊必須
包括來自香港和中國內地的人才，而且他有信心在這裡找
到合適人才。本港有很多國際學校和大學的畢業生，他們
不僅熟悉本地文化，亦兼具國際視野。他熱切地說：「他們
也熱衷於創業，而且表現了堅毅熱誠的學習態度。我們希
望我們團隊也具有這種創業思維。」

AnalogFolk 香港分部於2015年成立，自此以後增長迅速。
香港分部是 AnalogFolk 在亞洲的首個辦事處，兩位駐香港
創辦人最初只在咖啡店內討論他們的創業計劃，後來遷到
鰂魚涌的 Blueprint 共享辦公室。時至今日，這家總部位於
倫敦的全球數碼創作公司已擁有一支由20名員工組成的香
港團隊，在繁華的銅鑼灣佔用了半層商業大廈。亞洲區董
事總經理兼合夥人 Christopher Ryan 表示：「我們預計在
一年內，員工人數會增加一倍。」

不僅本地團隊的人數大幅增加，他們的角色也在演變。由
於公司早期的規模，AnalogFolk 香港團隊最初只擔任支
援的角色，但逐漸已發展為其他分公司和客戶真正的策略
夥伴。」

AnalogFolk 是法國保樂力加（Pernod Ricard）、耐克
（Nike）、英國戴森（Dyson）等多家全球消費品牌的策略
合作夥伴，正因如此，公司有需要在香港發展業務。他
說：「最初，我們在這裡開設分公司，為我們的全球客戶
業務提供支援，因為仍有很多跨國公司以香港為亞太區業
務基地在我們成立一年之後，已經得到保樂力加（Pernod 
Richard）任命為其亞洲區數碼創作代理。今年我們被任命
為 Steelcase 的亞太區數碼創作代理。過去數年來，我們
也注意到香港快速增長的創業文化，使我們對這裡的未來
充滿信心。我們的客戶 Biorna Quantics 是其中之一，他
們是開拓者，與他們合作讓人充滿靈感。」

亞洲區執行創意總監兼合夥人 Harry Llufrio 補充說：「我們
的公司模式讓我們能在每個地區的策劃和創意保持一致水
平，而香港辦事處也不例外。有些全球項目更是由香港分
部在創作方面擔任牽頭角色。」

AnalogFolk

‧		於2008年成立的數碼創作公司，總部設在倫敦
‧		AnalogFolk 在倫敦、紐約，波特蘭、悉尼設有公
司，並於2015年在香港開設首個亞洲分部

‧		目前在香港聘有20名員工，公司預計在未來一
年，員工人數將增加一倍

analogfolk.com

從香港出發　領導創意及創新思維
英國數碼創作公司 AnalogFolk 鞏固香港分公司的策略角色，進一步擴展亞洲業務

“  仍有很多跨國公司以香港為亞
太區業務基地；過去數年來，
我們也注意到香港快速增長的
創業文化，使我們對這裡的未
來充滿信心。”
	 	AnalogFolk	
亞洲區董事總經理兼合夥人	
Christopher	Ryan

http://analogfol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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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表示：「雖然 Capco 在香港已佔一席位，但我們希望能
更深入滲透這個市場，並以國際化的內地銀行為目標對
象。我們短期內的重點目標是在不影響現有服務質素的情
況下，擴大客戶基礎。」他補充，Capco 亦將致力實現客
戶組合多元化，例如開拓保險業領域。

Ramchandran 表示，自開拓業務以來，投資推廣署便成
為公司的長期合作夥伴，他說：「在我們開拓業務以來，投
資推廣署是一個值得信賴的夥伴。我們今天的成就有賴他
們的支持。」

Ramchandran 已在香港工作3年，他認為無論是對公司或
是個人而言，遷往香港都是一個正確決定。他說：「公司認
為在香港成立區域總部是促使我們成功的主要原因之一。由
於香港是一個國際化的城市，在招攬人才方面事半功倍。」

Capital Markets Company N.V. （Capco）是一間致力為金
融業服務的全球性商業及科技顧問公司，專門從事資本市
場、零售商業銀行、數碼監管合規及科技等領域的業務。

亞太區主管合夥人 Neil Ramchandran 稱，Capco 最初進
軍亞洲的原因十分簡單：「我們跟隨跨國公司客戶的腳步來
到香港，以便與他們保持緊密合作，並繼續在這裡為其服
務。香港作為亞洲的金融中心，有利 Capco 服務區內的跨
國及本地客戶，尤其是銀行業的客戶。」

Capco 香港辦事處於2014年2月成立時聘有4名員工，作
為公司的區域總部，香港團隊現已超過400人，負責管理
其他位於馬來西亞、泰國、中國、新加坡和日本的區域辦
事處。

Ramchandran 認為香港為 Capco 提供了成長的土壤，他表
示：「香港是一個充滿熱誠和魄力的地方。香港政府亦對創
新的想法持開放態度，更會配合新的付款結構作出改變。」

他補充：「香港擁有健全的架構和監管制度，同時給予追求
創新的空間，因此是孕育創新事業及人才的理想之地，這
項條件正好能滿足我們在此工作的需要。」

自香港辦事處成立後，Capco 成功從多間擁有穩固亞洲市
場地位的一線全球投資銀行手上，贏得重大的監管合規項
目。Ramchandran 透露，公司現正致力鞏固其香港市場
份額，同時保持多元化的客戶及業務組合。

Capco （Hong Kong） Limited

‧		Capco 的總部設於倫敦，在北美、歐洲、亞洲
和非洲設有辦事處，其分佈全球的23個辦事處
共聘有4,000多名員工

‧		於2014年2月成立香港辦事處以作為其區域總
部，員工人數已由最初的4人增至2017年超過
400人

www.capco.com

孕育金融創新之地
憑藉香港的健全監管框架和創新空間，倫敦金融及科技顧問公司 Capco 計劃 
透過其香港區域總部進一步擴展區內業務

“  香港擁有健全的架構和監管制
度，同時給予追求創新的空
間，因此是孕育創新事業及人
才的理想之地，這項條件正好
能滿足我們在此工作的需要。”
	 	Capco	（Hong	Kong）	Limited	
主管合夥人	
Neil	Ramchandran

http://www.capco.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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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是進入亞洲 — 特別是
中國市場的理想地點，有利
於企業在市場贏得一席位。”
	 	Davines	S.p.A	
集團主席	
Dr.	Davide	Bollati

Davines 集團於2016年12月獲得 B 型企業（B Corp）認證，
該認證由非牟利機構 B Lab 為符合社會、環保性能、企業責
任及透明度等嚴格標準的營利公司所頒發。自成立以來，集
團便以促進可持續性發展為經營理念，並勇於參與別具挑戰
性的項目，致力透過喚起意識及積極尋求持份者的支持，將
盈利與對大眾和社會有利的正面影響結合。為實現「恆久及
可持續性的美麗」的願景，公司一直踴躍參與各式各樣的項
目，力求為環境和社區創造最大的正面價值。

除了提供最新的市場信息外，投資推廣署亦就進入市場之潛
力及商機等方面為 Davines 集團提供建議，讓其對香港市場
有更透徹的了解。

自1983年在帕爾馬創立至今，Davines 的營運據點已遍
及全球97個國家，專門為各地的專業髮型屋和水療中心
製造及提供高質素的護髮和護膚產品。除了位於帕爾馬的
總部外，公司還在紐約、巴黎、倫敦、墨西哥城和代芬特
爾設有分部，最近更在香港成立了代表辦事處。

在香港，Davines 將其髮型產品分銷予專業髮型屋，同
時為美容中心及酒店的水療中心供應 [comfort zone] 品
牌的護膚品。此外，公司還設有培訓中心及陳列室，旨
在讓專業髮型師更深入地了解品牌，並促進彼此的互動
交流。集團主席 Dr. Davide Bollati 指，大眾對美容的興
趣提高以及可支配收入增加，一直是帶動香港理髮及護
膚產品增長的主要因素，估計專業護髮市場的年增長率
為2.9%，而在年輕消費者需求不斷上升的推動下，預計
未來數年的美容院數目將隨著市場對專業美容服務的需
求增加而有所上升。

香港不但擁有龐大的市場潛力、位處戰略性地理位置，而
且擁有國際化的環境，也因此為選擇在香港成立辦事處以
作為其亞洲分銷樞紐的 Davines 集團提供了巨大商機。
Dr. Bollati 表示：「香港是進入亞洲 ─ 特別是中國市場的
理想地點，有利於企業在市場贏得一席位。」

藉由香港在亞洲孕育恆久及可持續性的美麗
意大利美容品牌 Davines 以香港作為分銷樞紐，將旗下優質髮型產品及護膚品的
部署拓展至亞洲市場

Davines S.p.A

‧		於1983年在意大利創立，在紐約、巴黎、墨西哥
城和代芬特爾設有分部，並於香港設有代表處

‧		製造 Davines 護髮產品及 [comfort	zone] 護膚品
‧		於2016年12月獲得 B型企業（B	Corp）認證

Davines.com

http://www.davine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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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中環紅棉路8號東昌大廈25樓     電話：（852）3107 1000     電郵：enq@investhk.gov.hk 

以下為近期獲投資推廣署協助成功在香港成立或擴展業務的企業。投資推廣署歡迎他們
進駐香港，並且祝願他們發展成功。

公司 行業

奧地利
Gebrüder Weiss 運輸及物流

比利時
Capco 管理與 IT 諮詢

加拿大
Rocketbots 人工智能 / 聊天機械人

法國
Boogie Woogie Photography 
Limited

創意產業

ENEA Consulting HK Limited 能源及環境策略諮詢

Palo IT Hong Kong Limited 資訊科技及服務

德國
CMS 律師事務所

匈牙利
European Trading House  
Hong Kong Limited

食品貿易

意大利
Davines 護膚產品的分銷及銷售

Unigra SRL 餐飲業

日本
圓森（香港）有限公司 茶葉、茶器、甜品及貿易

Sansiao Gallery HK 藝術

中國
裸心社 合作空間開發商

瑞典
GAFELL Limited 食品

公司 行業

英國
Analogfolk 創意代理

BridgeU 教育科技

啟民創社有限公司 社會設計及設計研究

KplusK Associates 建築、總體規劃及室內設計

UBM Asia 貿易及電子商務

美國
Centric Software HK Ltd 軟件服務 

（產品生命週期管理軟件）

捷會易 營商服務、SaaS 平台、 
一站式互動管理雲端平台

MapR Technologies 企業軟件

Mathnasium Center Licensing  
HK Limited

教育

T Brand Studio 品牌內容代理

Thriveful 教育科技、軟件、 
人工智能

Turnbury Limited 北美活海鮮分銷

https://twitter.com/investhk
http://www.linkedin.com/company/invest-hong-kon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