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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長官
2017年 
施政報告

行政長官林鄭月娥於10月11日發表其首份《施政報告》，內容包括大幅減低小型企業的
稅率，以及推出新的稅務優惠政策，推動研發能力和提升香港在創新及科技上的資歷

香港將更積極及全面掌握國家「一帶一
路」建設及「粵港澳大灣區」發展的機遇，
並提出以下建議以確保經濟長足發展：

•	紓緩中小企稅務負擔，建議將企業首
200萬元利得稅率降至8.25%，其後
利潤按標準稅率16.5%評稅。

•為推動企業投資科研，建議首200萬
元合資格研發開支獲300%扣稅，餘
額獲200%扣稅。

•	預期在未來數年，與其他稅務管轄區
簽訂全面性避免雙重課稅協定的數目
增加至50份。

•	進一步拓展經濟貿易辦事處（經貿辦）
網絡以加強對外推廣工作，計劃在泰
國增設東南亞國家聯盟（東盟）第三
個經貿辦。

•	繼續加強雙邊關係，包括於今年11月
與東盟簽訂自貿協定及投資協定。與
澳門在今年內正式簽署《港澳CEPA》
的自貿協定。

•	將灣仔北會展中心毗鄰的三座政府大
樓拆卸重建，連結成為可互相通達的
會展新翼，新增23,000平方米會展設
施面積。

•	進一步發展旅遊業，包括發展文
化、古蹟、綠色及創意旅遊，並開
拓多元化及高增值的客源市場。

•	研究將更多不同的投資產品納入雙
向互聯互通機制，例如交易所買賣
基金及把債券通擴展至「南向通」。

•	香港金融管理局明年推出「快速支付
系統（Faster	Payment	System）」，
推動市場進一步發展更多元化便利
市民和商戶的靈活支付產品。

http://www.investhk.gov.hk/zh-hk/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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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動創新及科技
•	除提供稅務誘因鼓勵企業投資研發外，為大學研究資金
額外預留不少於100億元。

•	啓動5億元的「科技專才培育計劃」，訓練和匯聚科技人
才；透過向研究基金注資30億元，為修讀大學教育資
助委員會（教資會）資助的研究院課程的本地學生提供
助學金；並以配對形式資助本地企業人員接受先進製造
技術的培訓。

•	與深圳共同發展落馬洲河套地區「港深創新及科技園」；
並透過「粵港澳大灣區」發展和深港合作，打造大灣區
國際創科中心。

•	利用20億元的「創科創投基金」，以配對形式，與私人
風險投資基金共同投資本地創科初創企業。

•	利用5億元撥款促進政府部門善用科技提升服務質素。

發展智慧城市
•	投放7億元，推展協助發展智慧城市的重要基礎建設項
目，包括提供「數碼個人身分」；在選定的市區地點進
行「多功能智慧燈柱」試驗計劃；革新電子政府系統的
開發技術及設立大數據分析平台。

•	政府牽頭提供經濟誘因鼓勵電訊商擴展光纖網絡至位於
偏遠地區的鄉郊。

•	繼續發展智能運輸系統，包括安裝新一代停車收費錶，
支援流動應用程式遙距繳付泊車費及提供實時空置泊車
位資訊等。

鼓勵創意產業
•	建議向「創意智優計劃」注資10億元，加強對設計業及
創意產業發展的支持。

•	向香港設計中心增撥資源以推行多項措施，鞏固香港作
為亞洲設計之都的地位。

投資推廣署署長傅仲森表示：「投資推廣署會繼續致力向
世界各地的投資者推廣香港獨特的營商優勢。『一帶一路』
倡議，粵港澳大灣區發展所帶來的新機遇，以及施政報
告的各項新措施，將有助香港發展經濟，吸引公司來港
開業，尋找商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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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投資推廣署主辦					詳情請瀏覽本署網站：www1.investhk.gov.hk/events

十一月

10

北京
「把握政策機遇	借助香港資本市場	助力一帶一路」研討會
本次研討會旨在匯聚監管機構、金融服務機構和大型國企領
導和高管代表，共同探討如何借助香港資本市場，助力國企
參與「一帶一路」倡議。
地點：北京市西城區復興門外大街真武廟路1號中國職工之家
主辦：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國務院國有資產監督管
理委員會

13-14

香港
第九屆世界華人經濟峰會
世界華人經濟峰會旨在加強中國與東南亞以及中國與歐洲的商
業聯繫，以配合「一帶一路」倡議。此外，峰會亦將透過商業
交流活動，以及分享知識和實務典範來促進創業和創新發展。
地點：香港香格里拉大酒店
主辦：亞洲策略與領導研究院
▶asli.com.my/event/16/9th-World-Chinese-Economic-
Summit-2017/

15

英國 倫敦
Routes	to	Growth	Conference	2017
會議旨在幫助英國的中小企業探索內地和東南亞市場的商
機，並邀得關鍵企業專家分享自身的亞洲經驗。
地點：倫敦
主辦：國泰航空
▶routestogrowthasia.com/conference2017

17

香港
2017年創新與突破論壇
論壇為機構內負責財務、資訊、科技、策略、教育和營銷的高
級管理人員和決策者，以及肩負推動行業創新發展為己任的人
士而設。今年，論壇將聚焦於現時極為熱門的區塊鏈技術。
地點：JW萬豪酒店
主辦：創新專才學會
▶cii-ibf.com/index.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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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 北京
「一帶一路」香港法律及解決爭議服務研討會	
（「第九屆中國對外投資合作洽談會」專場之一）
研討會將在北京第九屆中國對外投資合作洽談會上舉行，其
目標是推動香港作為國際仲裁及處理跨境糾紛的中心。
地點：北京國家會議中心
主辦：投資推廣署及中國產業海外發展協會
▶chinagoabroad.com/zh/event/23545

22-25

香港
2017香港生物科技視界		世界生物技術大會：	
診斷與治療
推廣香港作為生物科技產業創新樞紐的角色，通過亞太地區
生物技術多學科方面的信息交流，並提供一個商業夥伴平
台，將香港打造成亞洲生物醫學技術中心。
地點：香港科技園
主辦：香港生物科技協會
▶www.hkbio.org.hk/hkbh2017/index.php/tc/

23

荷蘭 阿姆斯特丹
中國商業獎及香港明日之星獎	－	頒獎晚會
大會將頒發2017年中國商業獎及2017年明日之星獎，屆時
預計有約150名來賓出席，包括中小企業、政府和企業組織
的代表以及外交官等。
地點：荷蘭阿姆斯特丹
主辦：國泰航空、荷蘭香港工商總會及荷蘭國家貿易促進中
心中國理事會
▶www.cathaypacific.nl/cba

23

香港
日本社群聯誼酒會
是次聯誼酒會旨在感謝日本企業為香港作出的貢獻。
地點：香港
主辦：投資推廣署
（只限受邀者出席）

11月 
27日 

| 
12月 
1日

墨西哥城、多倫多和西雅圖
「粵港澳大灣區	—	您在中國的理想業務夥伴」研討會
香港、廣東省及澳門將聯合在墨西哥城（11月27日）、多倫
多（11月29日）和西雅圖（12月1日）舉辦研討會，介紹粵港
澳大灣區的最新投資商機。
地點：墨西哥城、多倫多和西雅圖
主辦：投資推廣署、廣東省商務廳及澳門貿易投資促進局
（只限受邀者出席）

28

英國 曼徹斯特
香港商業研討會
是次研討會的目的是讓與會者更清楚了解如何利用香港拓展
中國和亞洲的業務。
地點：曼徹斯特
主辦：香港駐倫敦經濟貿易辦事處及投資推廣署

十二月

5

香港
投資推廣署週年酒會
投資推廣署舉行週年酒會，讓客戶、支持機構、領事館、	
商會及海外代表互相交流和聯誼。
地點：香港
主辦：投資推廣署
（只限受邀者出席）

5-8

上海
2017年中國國際海事技術學術會議和展覽會
是次亞洲最大的海事科技展覽將吸引世界各地的參展商、業界
人士及傳媒代表參與。為加強海外推廣，香港海運港口局將連
同香港貿易發展局設立香港館，為參展商提供一個有效的平
台，讓他們接觸來自不同國家的潛在客戶。
地點：上海新國際博覽中心
主辦：亞洲博聞及上海市船舶與海洋工程學會
▶www.marintecchina.com/zh-cn/

二零一八年一月

22-24

香港
香港全球離網太陽能論壇及博覽會
本活動將匯聚離網太陽能領域的專才，提供一個學術交流、
聯誼交際和展示離網太陽能產品及服務的獨特平台。活動旨
在加快全球離網太陽能的銷售與發展，以實現2030年人人
皆可取得能源的願景。
地點：香港會議展覽中心
主辦：全球離網照明協會及點亮全球
▶offgridsolarforum.org

1月 
29日 

| 
2月 
2日

香港
StartmeupHK	創業節2017
為期一週的活動，探索創業精神和突破性創新的未來方向，
活動包括專題演講、實用互動工作坊、程式設計馬拉松活
動，並有來自金融科技、數碼保健、智慧城市科技、物聯
網、零售創新等多個界別的資深創辦人及投資者分享經驗。
地點：香港會議展覽中心
主辦單位：投資推廣署

30-31

法國 巴黎
2018年巴黎金融科技論壇
在2017年取得空前成功後，2018年巴黎金融科技論壇在長
達兩天的會議預期滙集逾2,000名與會者，讓他們聆聽200
多位來自全球銀行、保險、電訊、監管及金融科技界的行政
總裁及管理人員的想法和見解。
地點：法國巴黎布隆尼亞爾宮
主辦：Altéir
▶parisfintechforum.com

2017 • 2018

http://www1.investhk.gov.hk/events
http://asli.com.my/event/16/9th-World-Chinese-Economic-Summit-2017/
http://asli.com.my/event/16/9th-World-Chinese-Economic-Summit-2017/
http://routestogrowthasia.com/conference2017/
https://cii-ibf.com/index.php
http://www.chinagoabroad.com/zh/event/23545
http://www.hkbio.org.hk/hkbh2017/index.php/tc/
http://www.cathaypacific.nl/cba
http://www.marintecchina.com/zh-cn/
https://www.offgridsolarforum.org/
http://parisfintechforum.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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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投資推廣署及政府統計處發表的按年統計調查
結果顯示，海外及中國內地的駐港公司數目攀升至
8,225間，按年上升3%。

根據今年的調查結果顯示，該8,225間公司包括
1,413間地區總部、2,339間地區辦事處及4,473間
當地辦事處。

按母公司所在的國家／地區分析，日本居榜首，	
共有1,378間公司，美國居第二位，共有1,313間，
第三、第四及第五位分別為中國內地（1,264間）、
英國（675間）及新加坡（408間）。

按行業分類而言，進出口貿易、批發及零售業居首
位，共有3,810間公司；其次是金融及銀行業，共
有1,621間，第三位為專業、商用及教育服務業，
共有1,200間。

投資推廣署署長傅仲森表示：「最新的統計調查結果
顯示，在香港設立業務的海外及內地公司數字持續
上升，反映投資者對香港營商環境充滿信心。投資
推廣署會繼續致力向世界各地的投資者推廣香港獨
特的營商優勢，包括我們在區內的優越地理位置，
『一帶一路』倡議及粵港澳大灣區發展所帶來的新機
遇。我相信此等優勢將有助香港發展經濟，吸引公
司來港開業，尋找商機。」

按就業職位而言，海外及中國內地企業所聘請的
員工數目較2016年的435,000人，上升約2%（共
443,000人）。

按行業分類而言，這些海外及中國內地企業的前三
大業務以進出口貿易、批發及零售業居首位，（共有
3,810間）；其次是金融及銀行業（共有1,621間）及
第三位為專業、商用及教育服務業（共有1,200間）。

詳細的統計調查結果，可於政府統計處的網站免費
下載：www.censtatd.gov.hk

海外及中國內地企業在港數目持續增長
最新的調查結果顯示，在香港經營業務的海外及中國內地企業數目有所增長

1,413 
地區總部

4,473 
當地辦事處

2,339 
地區辦事處

首五個來源國家/地區

就業機會

日本

1,378

美國

1,313

中國內地

1,264

英國

675

新加坡

408

8,225
公司

+3%

+2%

創造了 

443,000 個 
就業機會

地區總部調查結果

http://www.censtatd.gov.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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歡迎聯絡：	
初創企業主管	陳幗貞	
電話：（852）	3107	1014	
電郵：jchan@investhk.gov.hk

望為業務引進創新的企業實體，StartmeupHK 創業節將為
您帶來難得機會，透過交流和學習獲取靈感。

2017年 StartmeupHK 創業節有超過5,000人參加，其
中主題涵蓋零售科技、時裝科技、智慧城市、金融科技	
（FinTech）	和醫療科技等範疇。

StartmeupHK 創業節2018將於1月29日至2月2日假	
香港會議展覽中心舉行。為探索創業精神和突破性創新的
未來方向，活動包括專題演講、實用互動工作坊、程式設
計馬拉松活動，並有來自金融科技、數碼保健、智慧城市
科技、物聯網、零售創新等多個界別的資深創辦人及投資
者分享經驗。

為何參與
對初創企業而言

投資推廣署主辦的 StartmeupHK 創業節是一個難得的平
台，吸引數以千計本地及海外創初企業、投資者、創業加
速器、創業培育中心及其他社區夥伴雲集香港。透過創業
節，您更有機會認識到各個製造商、推介您的業務並物色
「走出去」或進駐中國內地 / 亞洲市場的合作夥伴。

對投資者而言

緊貼香港、中國內地以至全球最熱門行業的最新科技趨
勢，並認識新生或新晉初創企業。藉此連繫同業、天使投
資者、風險資金和共用工作空間，從已投資初創企業的投
資者身上汲取經驗。

對初創社群而言

不論您是希望向高增值方向發展的廠商、希望將業務推向
多元化發展的工業家、教授創業精神的學術機構，還是希

世界創業之都
共襄 StartmeupHK 創業節2018，成為讓香港聲名大噪的一分子

1月29日	 StartmeupHK 創業論壇
1月29日	 The	Connected	City
1月30至31日	 2018	FinTech	Finals
1月31日	 Retail’s	Cutting	Edge	
2月1日	 Internet	of	Life	物聯網
2月2日	 亞洲醫療科技

日程

此外，還將舉辦其他社群活動，包括全球創業展示，
專家對談，研討會和投資者提案。

mailto:jchan@investhk.gov.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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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金融科技周2017

由投資推廣署帶領策劃的金融科技周（10月23至27日）
吸引了逾300名講者以及超過四千名來自50多個國家的
人士參與。除了主場館活動和多眾工作坊外，更有逾	
150場一對一的諮詢會議，為企業家、監管機構、企業
孵化器、風險投資者及服務供應商提供交流機會。

投資推廣署金融科技周的節目合作夥伴NexChange 和
Finnovasia 分別籌劃兩日的活動，探討區塊鏈及人工智
能這兩大主題，並從中詳細剖析保險科技、財富科技及
網絡安全等金融科技的核心範疇，吸引大批人士參與。

來自多間企業的講者分享各自行業的知識、經驗和分
析，展望大數據和人工智能於未來數年將如何徹底改變
並推動金融服務行業轉型。參與公司包括點融、平安、
眾安、螞蟻金服、雲鋒、百度、Aviva、瑞士再保險、
Sentient	Technologies、First	Data、羅兵咸永道、渣打
銀行、花旗銀行和 Facebook 等。

金融科技周的第三天則聚焦本地和區內的合作議題。香港
金融管理局（金管局）在10月25日舉辦金融科技日，並獲
得重要監管機構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證監會）與
保險業監管局（保監局）參與。金管局總裁陳德霖在致辭
中宣布，金管局與新加坡金融管理局就金融科技合作與貿

香港在金融科技周展示領先地位
易融資達成協議。同時，陳德霖公布金管局將與深圳市人
民政府金融發展服務辦公室合作，在粵港澳大灣區內推動
金融科技發展。

財政司司長陳茂波表示：「這年的金融科技周參與者的國
際化，正好說明香港具有潛力發展成為環球金融科技的
樞紐。事實上，在政府、各監管機構和業界共同努力之
下，香港以市場主導的金融科技生態圈已逐漸形成。去
年香港共有138家新創立的金融科技公司，按年增長率
為60%。現時我們有四個金融科技相關加速器，每年舉
辦超過200項與金融科技有關的活動。上月香港金管局、
證監會和保監局公布有關金融科技沙盒的措施，以推動
金融科技發展。」

有關香港金融科技周的其他精彩活動，
請瀏覽 www.hongkong-fintech.hk。

歡迎聯絡：	
夏多希	金融科技主管	
電話 :（852）	3107	1016	
電郵 :	cdaussy@investhk.gov.hk

http://www.hongkong-fintech.hk
mailto:cdaussy@investhk.gov.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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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MEMSI 並不拘泥於分數和講課式教學，其重點在於
企業家精神和創造力。這對於本地和MIT 的學生來說都是
一個拓寬視野的大好機會，並能有效引導他們想出切實可
行的構思。」

除了MEMSI 外，Node 正在籌劃推出更多活動計劃，其中
包括以中學生為對象的濃縮版MEMSI「MIT 創新學院」，及
於週末開放的創客活動，以鼓勵公眾在Node 內體驗以先
進器材來進行實驗。

此外，Node 的團隊計劃為國際專業人士開設科技創業訓
練營，為有需要的人士提供有關創辦科技企業的訓練。
Yen 表示：「香港是發展科技創業公司的理想地點，因此，
我相信訓練營可吸引來自世界各地的人紛至沓來。」

麻省理工學院（MIT）最近於香港成立，致力透過教育及公
眾活動計劃將MIT 及香港的學術界、商界和社區聯繫起
來，為其提供協同空間。

MIT 之所以選址香港，MIT 電機工程系 LeBel 主席蘇東來
教授道出原因：「香港優秀大學的密度與波士頓接近，更擁
有便利的經營環境，而且處於大灣區內，與深圳毗鄰，初
創企業因此能輕鬆地製作原型和打造實體物件。這對MIT
而言極具吸引力。」

MIT	Hong	Kong	Innovation	Node	（Node）坐落於九龍塘
香港生產力促進局大樓，佔地5,000平方呎，能作課室、
共用工作間及製作空間等多功能用途，還配備先進的原型
製作設備和教學媒體中心。

執行董事Brian	Yen 認為 Node 能成為促進創新發展的催
化劑，他表示：「藉著提供獨特的活動計劃，我們致力引入
MIT 在創新、創業方面的理念和教學方法，以至其整體教
育模式，供香港的學生和教育工作者體驗。」

Node 的旗艦MIT 創業與製作技能工作坊（MEMSI）於
2017年1月開辦，匯聚30名來自MIT 和本地大學的學生。
這個密集的體驗式「科技創業訓練營」為期兩星期，學生須
於最後階段構想出一個可行的業務計劃，並就該潛在創業
機會打造概念原型。此外，工作坊的內容還包括到深圳和
東莞工廠進行實地考察，以及由MIT 講師負責的小組討論
和指導活動。

蘇東來為Node 的學系總監，他認為MEMSI 能為香港及
MIT 現行的教育體制注入創新元素，彼此相輔相成，他表

MIT Hong Kong Innovation Node

•		MIT	Hong	Kong	Innovation	Node 於2016年6月
在香港成立

•		中心於2017年9月正式啟用
•		現時提供主要以大學生和中學生為目標對象的教
育及社區活動計劃

•		正在籌劃的項目包括金融科技創業計劃，以及針
對深層次科技事業的創業計劃

hkinnovationnode.mit.edu

麻省理工學院於香港開設 
MIT Hong Kong Innovation Node
美國頂尖大學致力將其學生與香港學生聯繫起來，以共同構思科技業務計劃，
培育未來創業家

“  香港優秀大學的密度與波
士頓接近，更擁有便利的
經營環境，而且處於大灣
區內，與深圳毗鄰，初創
企業因此能輕鬆地製作原
型和打造實體物件。這對
MIT 而言極具吸引力。”
	 	麻省理工學院	
電機工程系 LeBel 主席	
蘇東來教授

http://hkinnovationnode.mit.ed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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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作為世界頂級都會，吸引全
球各地的人才紛至沓來，因此孕
育出一個多元化的巨大人才庫。
這裡亦擁有穩健的法律制度和靈
活的金融基礎設施，有利我們擴
大公司的全球影響力。”
	 	美圖公司	
首席財務官	
顏勁良,	CFA

沓來，因此孕育出一個多元化的巨大人才庫。這裡亦擁有
穩健的法律制度和靈活的金融基礎設施，有利我們擴大公
司的全球影響力。」

他補充道：「此外，香港本地大學畢業生的能力愈來愈高，
影響力亦愈來愈大。這個城市發展成科技樞紐的潛力相當
龐大。」

目前，美圖在香港有約10名員工，主要負責廣告銷售、市
場推廣及企業融資等工作，在國際總部投入運作後，公司
將增聘更多專責於全球營銷策略工作的人手。

展望未來，公司將專注於吸納更多全球用戶、透過旗下多
個平台擴大美圖社群，並積極探索利用自動化及人工智能
技術的電子商務服務。

作為中國最大的科技企業之一，美圖肩負的使命非常簡
單，就是讓世界變得更美。透過公司旗下的「美圖秀秀」、
「BeautyPlus」修圖程式，以及主打強大自拍功能的智能
手機，用戶能修飾和編輯其照片和影片，將經過潤飾的生
活分享給全世界。

美圖成立於2008年，目前在全球擁有4.8億月活躍用
戶，當中有超過9,000萬用戶來自日本、韓國和美國等
海外市場。

公司總部設於廈門，並於2016年12月在香港上市，創下過
去十年來香港規模最大的一宗科技公司首次公開招股紀錄。

美圖公司首席財務官顏勁良表示：「香港可能是全球唯一
同時允許中國和海外投資者直接購買我們公司的股票的地
方。我們希望盡取『滬港通』及『深港通』的優勢，吸引更
多資本，讓世界各地的用戶都能成為我們的股東。」

顏勁良指，美圖已準備好展開邁向國際的旅程，並計劃在
香港成立其國際總部，他表示：「我們的業務版圖已擴展
至華人地區以外的地方，我們認為美圖有潛力發展成一家
真真正正的國際企業。」

他續說：「我們選擇在此成立公司國際總部有幾個主要原
因。香港作為世界頂級都會，吸引全球各地的人才紛至

內地科技龍頭利用香港走向國際
繼在香港聯合交易所成功上市後，中國流動互聯網企業及智能硬件製造商美圖公司
計劃在香港成立國際總部，以將業務擴展至全球

美圖公司

•		於2008年成立，總部設於廈門
•		公司於2016年12月在香港聯合交易所主板上市
•		公司正籌備在香港成立國際總部

corp.meitu.com

http://corp.meitu.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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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的自由港政策亦有助我們
輕易將公司產品引進本港。因
此，香港是亞太區內一個非常
便捷的物流平台。”
	 	Devialet	
亞太區總經理	
Julien Bergère

樂演出收錄於珍貴的黑膠母帶（Lacquer	Vinyl），並通過
Expert	Pro 揚聲器的突破性音響科技將演出者的細膩情感
重現聽眾耳畔。此外，他們亦與一家五星級酒店合作，結
合按摩治療與聲頻療法，推出香港獨突的水療護理。

Devialet 的香港團隊最初只有兩名成員，目前已擴展至40
多名員工，負責管理區內的零售業務、銷售與市場推廣、
財務、物流、客戶服務、工程和人力資源等事務。這個國
際性的團隊，包括本地和外籍成員。此外，Bergère還表
示，香港的工作假期簽證計劃能吸引年青人加入團隊，他
們對團隊來說是非常重要的資產。目前，公司正在迅速發
展，幾乎每季都有新的轉變。公司能夠在本港找到適應力
強和敢於改變的人才，令 Bergère甚感鼓舞。

投資推廣署協助Devialet 在港發展，為該公司提供市場及
行業資訊、就進軍香港市場和擴展業務的策略提供意見，
並向公司介紹潛在的合作夥伴及供應商。

最後，Bergère說：「我們非常高興香港越來越多人藉著口
碑和市場推廣活動認識我們的產品。此外，我們亦非常榮
幸能夠在香港主辦的「亞洲最具影響力設計大獎」中贏得品
牌全球第70項國際設計殊榮。」

Devialet 是2007年成立於法國的聲學工程企業，透過分
銷商和經銷商以及巴黎的一家零售店，銷售高端揚聲器。
2015年，Devialet 在香港設立區域總部，目前在全球設有
30個銷售點，其中五個位於香港。

亞太地區總經理 Julien Bergère表示：「我們在香港成立
區域總部，基於香港位處亞太區的中心地帶，鄰近中國大
陸，前往韓國、日本、澳洲或新西蘭等地的交通便利，方
便公司日後在這些地區擴展業務。香港的自由港政策亦有
助我們輕易將公司產品引進本港。因此，香港是亞太區內
一個非常便捷的物流平台。」

七年前，Devialet 通過經銷商和高級音響公司，以其第一
款旗艦產品—革命性揚聲器「Expert」進入香港市場。品牌
在2015年推出第二款產品 Phantom 後，Devialet 產品已
在著名百貨商店、多品牌電子產品零售店及在人流暢旺的
高級商場的自家專門店有售。Bergère表示：「我們的產
品以聲學工程為核心，並在法國設計和製造。我們希望讓
音響愛好者來訪我們的商店時，在獨一無二和賓至如歸的
環境下，享受真正的音樂體驗。」

最近，Devialet 在香港舉辦了名為 The	Lost	Recordings	
的爵士音樂會，將一系列曾被錄製卻又遭遺忘的經典爵士

Devialet

•		2007年成立於法國，並於2015年在香港設立區域
總部

•		產品設計以聲學工程為核心，產品在法國製造

devialet.com

創新聲學工程技術   
呈現極致音樂體驗
屢獲國際大獎的初創企業 Devialet
為香港引進革命性的音響技術， 
並計劃進軍潛力龐大的亞太區市場

https://www.deviale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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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香港政府對飛機租賃業作出了一項廣受業界歡迎的
舉措	─	給予飛機租賃商企業利得稅寬減。查爾敦指，該稅
務優惠為博聞這類型的律師事務所提供了良好的機遇，他
表示：「中國內地的飛機租賃及採購市場十分龐大，市場盛
況更將持續一段很長的時間，有關稅務優惠勢必為中國內
地的航空公司及航空業務的發展帶來莫大益處。我們將交
通運輸業的專門團隊設於香港，無疑是個明智的選擇。」

麥建安說道：「對於希望來港發展的品牌而言，投資推廣署
是了解相關業界措施和政策的實用渠道。即使是成立辦事
處、辦理簽證等實在的工作，投資推廣署都能迅速而準確
地完成，其支援對海外投資者非常有幫助。」

博聞律師事務所（博聞）是擁有逾200名合夥人並在全球	
14個地方設有據點，專門為全球客戶提供法律服務，當中
包括許多《財富》500強及富時指數100強企業。自2011
年成立香港辦事處以來，博聞已成功在亞洲房地產、基礎
設施、交通運輸及能源業建立專業地位。

為配合持續擴張的亞洲業務，公司新的辦公室座落鰂魚涌
太古坊。亞洲房地產與基礎設施業務負責人及酒店集團業
務全球負責人麥建安認為香港是博聞從事法律工作的理想
地點，他表示：「香港是一個專業服務樞紐，無論是法律、
會計、稅務，抑或是金融服務均發展成熟，我們亦看到大
量資金從亞洲流向歐洲及美國市場，因而造就香港成為理
想的營商中心。」

他補充道：「對於希望獲得優質法律服務的資深及成熟投資
者而言，香港所提供的服務和機會依然較佳，這令我們獲
益不淺。」

合夥人兼亞洲區負責人查爾敦指出，在中國推行「一帶一
路」倡議的背景下，北亞地區的房地產、基礎設施及交通
運輸業將在未來20年繼續保持強勁增長，對此，他表示：
「我們希望能盡可能地保持自身的優勢和重要性，以把握未
來十年各大交易所帶來的好處。」

博聞律師事務所

•		英國國際律師事務所
•		博聞於亞洲設有三間辦事處，分別位於北京、	
香港及新加坡

•		香港辦事處於2011年成立，目前有70名員工，	
並預計於未來數年壯大團隊規模

www.blplaw.com

坐擁香港優勢 迎接成功
在「一帶一路」倡議下，國際律師事務所博聞將全力把握香港房地產、基礎設施及
交通運輸業篷勃發展的機遇

“  香港是一個專業服務樞紐，無
論是法律、會計、稅務，抑或
是金融服務均發展成熟，我們
亦看到大量資金從亞洲市場流
向歐洲及美國市場，因而造就
香港成為理想的營商中心。”
	 	博聞律師事務所	
亞洲房地產與基礎設施業務負責人及酒店集團業務
全球負責人	
麥建安

http://www.blplaw.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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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鄰近中國內地及東南亞，而
且是一個文化薈萃之地，這些獨
有優勢有利初創企業將其業務模
式複製至其他新市場。”
	 	KLOOK 客路旅行科技有限公司	
聯合創辦人兼總裁	
王志豪

他補充道：「香港鄰近中國內地及東南亞，而且是一個文化
薈萃之地，這些獨有優勢有利初創企業將其業務模式複製
至其他新市場。」

KLOOK駐港員工，主要負責區域及全球營銷、業務發展
和產品管理工作。在公司快速擴張下，KLOOK一直積極
羅致志同道合的人才加入團隊。王志豪表示：「香港深厚的
跨國人才庫為我們這樣的全球企業提供了優勢，讓我們在
全世界範圍內迅速擴張。」他續指，香港所處的優越位置亦
有利公司吸引區內的科技及電商人才，以助其提升技術和
應用程式的使用體驗。

王志豪鼓勵希望提升市場曝光率和擴大本地網絡的初創企
業充分利用投資推廣署的服務，他總結道：「投資推廣署的
團隊一直熱心幫助我們與合適的業界人士聯繫，並樂於分
享資源，以助我們在香港市場拓展，我們對此非常感激。」

科技初創企業KLOOK是亞洲最大的旅遊體驗預訂平台，
旅客可透過平台瀏覽和預訂亞洲熱門景點門票、一日行程
和各種活動的精選行程。KLOOK於2014年在香港推出，
最初只覆蓋香港、澳門和新加坡三個目的地，今天，公司
覆蓋全球120個目的地，並與超過3,000個營運商合作，透
過其網站和流動應用程式提供逾30,000個遍及世界各地的
旅遊行程。此外，KLOOK日前宣佈完成由紅杉資本、高
盛及經緯創投聯合領投的6,000萬美元 C輪融資。至此，
KLOOK在創立三年之際已共獲近一億美元投資。

公司現時在亞洲設有13個辦事處，全球總部紮根香港，
除香港本地營運團隊外，更設有部分核心部門如增長行銷
（Growth	Marketing）團隊，與地區用戶獲取團隊緊密合
作，確保公司的策略得以順利本地化及執行。	

公司的聯合創辦人兼總裁為入選2017年《福布斯》「亞洲30
位30歲以下領袖」之一的王志豪，他表示公司計劃在2018
年進軍歐洲和美國市場。

他認為，香港興旺的旅遊業是Klook 客路能迅速壯大的關
鍵因素，他說道：「無論是到訪的國際旅客人數，抑或是出
境旅遊次數，香港皆冠絕全球，這為好像KLOOK一樣的
旅遊體驗服務商提供了可觀的增長空間。」

王志豪表示，在香港政府支持發展新經濟環境下，本地的
創業前景更為樂觀，加上智慧城市藍圖等政府制定的數碼
化措施亦將帶動樂於接受新想法和科技的社會氣氛，因此
有助吸引更多公眾選擇新的生活方式。

KLOOK客路旅行科技有限公司

•		於2014年在香港創立
•		目前在亞洲設有13個辦事處，並擁有逾400名員工
•		其全球總部位於香港

www.klook.com

KLOOK 力求透過其
香港全球總部進軍 
歐洲和美國
旅遊科技公司利用香港蓬勃發展的 
旅遊業、政府有關科技的倡議和 
國際人才庫持續壯大

http://www.kl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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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與香港理工大學擁有合作
關係，加上政府倡導推廣遠程
醫療、許多醫療機構渴望實現
數碼化發展，我們因此能於顛
覆醫療浪潮中走在前沿。”
	 	卡斯柏康健	
董事總經理	
韋頓馬克

港、新加坡和中國內地市場推出服務的計劃的一部分。

縱觀香港的營商環境，韋頓馬克認為香港是一個服務導向
的經濟體，大家充滿活力，行動迅速，因此卡斯柏能在這
輕鬆成立辦事處，並接觸到形形色色能啟發和支持團隊實
現目標的人。

卡斯柏最初與投資推廣署駐柏林辦事處聯繫，團隊成員抵
港後即繼續由香港總辦事處的人員提供支援和協助。韋頓
馬克總結道：「投資推廣署提供高度個性化的支援服務，尤
其在商務簽證和建立本地網絡等關鍵問題上幫助很大。」

卡斯柏的總部設於柏林，其開發的軟件史無前例地將治療
的所有必要環節及溝通以數碼形式進行，確保治療進展能
持續。治療師能透過卡斯柏的網頁或流動應用程式，按照
患者的個人需要制定個人訓練計劃，而患者亦能在網上進
行諮詢，毋須再親身前往治療中心或診所。治療形式及訓
練計劃可透過卡斯柏在家中實行，並使用卡斯柏影片庫的
視頻作輔助。此外，患者可對有關鍛煉進行評分、記錄進
度，並與治療師討論成效。

香港為卡斯柏在亞洲推出的第一站。董事總經理韋頓馬克
認為香港擁有超卓的康復治療知識，他表示：「我們與香港
理工大學擁有合作關係，加上政府倡導推廣遠程醫療、許
多醫療機構渴望實現數碼化發展，我們因此能於顛覆醫療
浪潮中走在前沿。」

為展示其遠程醫療方案的效用，並幫助合作夥伴向客戶提
供數碼服務，卡斯柏致力與香港康復治療界中頂尖的醫療
中心合作。長遠而言，公司希望提供他們為歐洲市場所提
供的服務，讓所有人能隨時隨地取得一流的醫療技術。

現時，卡斯柏香港辦事處設有一支四人團隊，並計劃今年
增聘四名員工，負責處理銷售及業務發展工作，此乃在香

數碼康復平台  
超越國界
藉著開發尖端技術，卡斯柏康健給
治療師與患者建立更強的聯繫和緊
密互動

卡斯柏康健

•		總部位於柏林，香港辦事處為公司首間海外辦事處
•		專門開發多治療網上平台，讓治療師根據患者的
個人需要制定個人訓練計劃

caspar-health.com

https://caspar-health.com/z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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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是唯一可讓我們同時接觸
亞太區和內地市場的地點。”
	 	LINKBYNET	East	Asia	Ltd	
亞太區總裁	
Benjamin	Detroye

們主要通過業務網絡和推薦來獲取新的客戶。這裡所有人
都對業務合作和發展商機抱持開放態度。」	

他補充說：「本地的高中和大學提供優質教育，我們必定可
以為任何職位物色到適合的高技術人才。這為發展迅速的
企業來說非常重要。」	

投資推廣署從最初便一直協助 LINKBYNET 在香港發展，
而 Benjamin	Detroye 認為該署提供的免費服務對任何業務
都很重要。他說：「最初實在有點令人望而卻步，但投資推
廣署的團隊為我們講解開展業務的整個過程，並協助我們
與本地的重要合作夥伴建立聯繫。這真的很有幫助，當我
知道有人總是在提供支援，便感到更有信心。」		

LINKBYNET 成立於2000年，總部設於巴黎，專門從事數
碼轉型，為客戶提供資訊科技管理及寄存服務、雲端運算
諮詢、項目管理以及資訊與通訊科技解決方案。該公司
在歐洲、亞太區、北美及中國大陸設有分公司，聘有超過
600名員工，目前在全球各地服務800多家客戶，包括中小
企及大型跨國企業。	

2014年，LINKBYNET 在香港設立亞洲區總部，此後一直
在區內迅速擴展。該公司在越南開設技術中心後，亦在
新加坡和越南開設銷售辦事處，並於今年在上海開設營
運辦事處。LINKBYNET 計劃在2018年進軍日本市場，在
未來兩年內將亞洲區的員工人數增加一倍。亞太區總裁
Benjamin	Detroye 表示：「我們也在開拓其他商機，因為
亞洲市場正在高速增長，我們不想錯失機會。」			

Benjamin	Detroye 認為香港是 LINKBYNET 在亞洲部署業
務策略的理想地點。他說：「當初的計劃是尋找一個位處中
心地帶、方便往來歐洲和其他亞洲市場的地點，在那裡發
展業務並趕上市場增長的步伐。香港是唯一可讓我們同時
接觸亞太區和內地市場的地點。」	

LINBYNET 的業務得以迅速擴展的另一個主要原因，就是
幾乎每個行業都對雲端和保安技術有極高需求。他說：「新
科技有助許多行業提供創新服務；香港擁有完善電訊基建
設施，在這裡的企業更願意為他們所提供的服務投資於新
技術。」	

Benjamin	Detroye 也對香港的開放營商環境及其優秀人才
深感滿意。他表示：「香港是建立業務網絡的理想地點。我

LINKBYNET East Asia Ltd

•		成立於2000年，總部設於巴黎
•		於2014年設立香港分公司作為亞太區總部
•		在亞太區現有120名員工，預計在兩年內人數將增
加一倍	

•		最近 Linkbynet 集團籌集了5,000萬歐元資金作業
務擴展用途

www.linkbynet.com	

香港 — 進軍亞洲高
增長市場的連結
隨著亞洲經濟迅速增長，法國資訊科
技解決方案專家 LINKBYNET 繼續以
香港為區域總部，進軍其他市場 

http://www.linkbyne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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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無論對內或對外的交通基建都完善無比，
堪作典範。此外，香港還擁有靈活的匯款和付
款機制及資訊流通自由等獨特的競爭優勢。”
	 	哈其德物流香港有限公司	
香港與華南地區董事總經理	
楊博岢

間的鐵路貨運，提供一個替代空運和海運的完美方案，而
我們亦注意到越來越多內地和歐洲的客戶要求採用倡議沿
線的陸上路線來運輸貨物。」

在「一帶一路」倡議的基建網絡下，未來將有更多國家與哈
薩克等中亞地區的新市場連接，為亞洲和歐洲企業打開機
遇大門。

哈其德的香港辦事處全方位負責營運、行政、會計、銷售
和業務拓展等工作，預計香港團隊將於短期內穩步壯大。
為培育年輕人才，並吸引他們投身物流業，公司還為德國
和香港的學生提供在職培訓。楊博岢總結道：「香港擁有
高質素的人才資源，我們由衷希望能將我們的專業知識和
經驗傳承下去。這對我們公司甚至整個物流行業的發展來
說，都是意義重大的。」

哈其德於1887年創立，為歐洲歷史最悠久的運輸公司之
一，至今仍是由創辦人家族持有。這家以漢堡為基地的私
人企業今年迎來成立130週年紀念，目前在全球80個國家
設有逾100間辦事處，擁有2,000名員工，並致力於提供本
地及國際海運、空運、貨運及倉儲等全方位的運輸及貨物
代理服務。

2002年，哈其德在香港成立辦事處，作為公司的大中華區
總部。除了監督本地市場的事務外，香港辦事處現時亦負
責拓展中國內地市場的業務。由於區內的食品進口及餐飲
業務發展蓬勃，哈其德還專門成立了一個食品及飲料物流
部門，以滿足日益增長的食品運輸需求。

香港與華南地區董事總經理表示，對於像哈其德這樣的公
司而言，香港從多方面來說都是一個成立區域總部的理想
地點，他表示：「香港的基建令人讚嘆不已。另外，在空間
有限的情況下，香港人習慣善用每一吋空間以提高成本效
益。香港無論對內或對外的交通基建都完善無比，堪作典
範。此外，香港還擁有靈活的匯款和付款機制及資訊流通
自由等獨特的競爭優勢。」

楊博岢補充道：「香港使出差成為一件輕鬆簡單的事。從這
裏出發，在四小時內便可飛抵亞洲任何地方，航線更幾乎
覆蓋全球。」

隨著中國的「一帶一路」倡議不斷推進，哈其德迎來了更多
新機遇。楊博岢表示：「『一帶一路』將促進亞洲與歐洲之

把握「一帶一路」沿途新機遇
歷史悠久的德國物流公司哈其德利用其香港區域總部抓緊新市場的機遇

哈其德物流香港有限公司

•		於1887年在德國漢堡創立
•		香港辦事處於2002年成立，為公司的大中華區	
總部，負責管理公司位於中國15個城市的17間	
辦事處

•		成立了專門的食品及飲料運輸團隊

www.hartrodt.com

http://www.hartrod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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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的營商環境優良，所有品牌
在香港都有一個公平的競爭環
境及良好的經商環境。”
	 	內蒙古蒙牛乳業（集團）股份有限公司	
常溫事業部銷售管理中心海外大區總經理	
溫風亮

現時，蒙牛在香港擁有60多名本地員工，主要負責銷售及
推廣工作。溫風亮說道：「香港是一個國際化大都市，聚集
了世界各地優秀專業人士，給企業提供了高品質的頂尖人
才，對企業的發展尤其重要。」

溫風亮表示，投資推廣署所舉辦及邀請他們出席的活動，
都能幫助公司建立人脈網絡。他總結道：「投資推廣署舉辦
及邀請我們出席很多商務活動，包括帶領中資企業來香港
考察，特別是『一帶一路』高峰論壇，讓企業之間有更多的
交流與溝通，同時對蒙牛產品進一步走向海外提供了有利
的平台。」

總部設於內蒙古的蒙牛乳業是內地領先乳製品生產商。自
1999年成立以來，透過多元化的產品系列，及不斷將內地
的乳製業水平提升，逐漸將品牌推向亞洲甚至全球市場。
蒙牛目前擁有4萬多名員工，在內地建立了33個生產基地
以及一個位於紐西蘭的海外基地。

蒙牛早於2004年起已在香港上市，並於2014年成為入選
恒生指數成分股的中國乳業第一股。常溫事業部銷售管理
中心海外大區總經理溫風亮指出，在港上市能為蒙牛帶來
優勢。他說：「香港是一個世界性的金融大平台，在香港上
市，一方面可以利用國際化的資本來運作蒙牛的事業；另
一方面，由於香港是一個國際品牌的大市場，公司在香港
上市以及銷售，可以為蒙牛的品牌及產品加分。」

溫風亮指出，進軍香港市場是蒙牛將業務向全球拓展的第
一步。他說：「香港作為東南亞市場的品質指標，向來是
國際品牌集中地。蒙牛選擇先將業務拓展到香港，是為了
能將優質的乳製品帶給這裡的消費者，也為了能夠讓蒙牛
品牌走出國內，邁向國際。」他續說，「香港優良的營商氛
圍，令所有品牌均有公平、均等的競爭機會。」	

他補充，隨著內地「一帶一路」的不斷深入以及蒙牛「走出
去」的部署，公司在未來幾年將會重點拓展海外市場，並
創新產品類型結構及提升品質，加快發展的步伐。

內蒙古蒙牛乳業（集團）股份有限公司

•		內蒙古蒙牛乳業（集團）股份有限公司於1999年	
成立，總部設於內蒙古和林格爾縣盛樂經濟園區

•		在香港擁有60多名本地員工，主要負責銷售及	
推廣工作

www.mengniuir.com

蒙牛透過香港　 
進一步拓展全球業務
內地領先乳製品生產商利用香港優良
的營商環境及國際化的資本市場， 
帶領品牌邁向國際

http://www.mengniuir.com/c/index.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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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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我們聯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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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澳洲
Shirlaws	Asia 企業培訓及顧問

開曼群島
TTB	Partners	Limited 金融服務

智利
7	Colores 葡萄酒製造商

法國
Devialet 聲學工程

LINKBYNET	East	Asia	Ltd 資訊科技顧問

德國
哈其德物流香港有限公司 運輸及物流

卡斯柏康健有限公司 數碼醫療保健

迪比卡科技有限公司 電子元件及控制技術

希臘
Levant	Foods	Limited 食品進口及分銷

印度
OkSir	（Hong	Kong）	Limited 自由職業配對平台

意大利
Givi	Italia	International	Ltd. 進出口商

Maimex	International	Ltd. 物流及供應鏈管理

Padus	Consulting	（HK）	Limited 咖啡及咖啡機銷售

日本
香港大正製藥（力保健）有限公司 製藥

中國
中國蒙牛乳業有限公司 乳製品生產及分銷商

美圖公司 互聯網企業及智能硬件	
製造商

慕容沙發香港有限公司 沙發及家具製造生產、	
出口及零售

公司 行業

新加坡 	

睿思新銳諮詢有限公司 公關及市場推廣

新康膳 健康飯盒供應服務

斯洛文尼亞
Iskra	d.d. 電子技術產品及智能工業

解決方案

台灣
丸茶手作（香港）有限公司 餐飲業

萬里雲互聯有限公司 雲端技術

橘焱胡同（香港）有限公司 餐飲業

荷蘭
Bleckmann	Fashion	&	Lifestyle	
Logistics

供應鏈管理	/	物流

英國
博聞律師事務所 律師事務所

Stufish	Asia 現場娛樂活動

The	Change	Group 豪華酒店業人事顧問

Time	Out	Hong	Kong	Company	Ltd 媒體及娛樂

美國
Alton	Aviation	Consultancy		
（Hong	Kong）	Limited

航空與航天業管理諮詢	
服務

客路網絡科技有限公司 網上旅遊平台

MIT	Innovation	Node 教育

Proficio 網絡安全託管服務供應商

ScoolSmart	Hong	Kong	Limited 軟件應用開發與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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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