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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劃未來
創新發展路向
繼2017年 StartmeupHK創業節錄得逾5,000名與會者及130名講者參與
的盛況後，本屆 StartmeupHK創業節將於2018年1月29日至2月2日假
香港會議展覽中心舉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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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althTech O2O

作為領袖人物雲集的健康科技界盛
事，HealthTech O2O 致力凝聚利用尖
端科技革新健康、醫療和保健領域的人
才。是項活動將展示正在改變醫療服務
的全球及本地創新科技，並就人類最迫
切的問題探索新的解決辦法。

 2月1日

Internet of Life Summit

Internet of Life峰會由Brinc和南豐作
坊創辦，其目標是將科技融入日常生活，
讓與會者深入了解科技如何在不久的將來
對生活產生影響。屆時，南豐作坊（新經緯
初創企業的商業培育基地）將在專門會議
室內探討嶄新的「新經緯」行業。

 2月2日

立刻報名參加：

www.startmeup.hk

www.facebook.com/startmeuphk

#startmeuphk

FinTech 2018總決賽

FinTech 總決賽由 Next Money 主辦，邀得來自世
界各地的60名講者出席（包括平安銀行首席創新執行官
Jonathan Larsen、萊斯銀行創新總監 Claire Calmejane
及 Atom Bank 創辦人兼董事長 Anthony Thomson 等），務
求為現場觀眾帶來有關金融科技設計和創新的獨到見解。
是項為期兩天的活動包括講座、專題討論、研討會、導覽
和聯誼交際環節。此外，全球排名前24位的金融科技初創
企業將展示他們的創業方案，以競逐最佳表現的殊榮。

1月
30-31日 

The Connected City

是次會議由畢馬威（KPMG）舉辦，來自世界各地的行
業領袖、政府代表和創業家將聚首一堂，分享和展示
下一代都市生活的創新形態，並研討城市景觀技術趨
勢等議題，探索如何提高城市的宜居性、宜業性和可
持續性。

 1月
30日

Retails’Cutting Edge 

總結去年首屆 Retail’s Cutting Edge 的成功，大會今
年將再次召集各大零售商、初創企業、投資者和創業家，
讓參加者有機會向零售專家學習各項秘訣，並從全新視角
審視零售行業。是項為期一天的活動邀得15名講者、逾
10名參展商參加，期間將舉辦圓桌討論、初創企業路演
競賽及酒會。

 1月
31日

由投資推廣署悉心策劃之 StartmeupHK 創業論壇將於1月29日下午舉行，為為期一周的 
盛事拉開序幕。論壇將重點探討新興科技帶來的機遇和挑戰，已確定的專題討論題目包括 

「中國遊戲業發展狀況」等熱門話題。屆時，GoGoVan創辦人林凱源及金融科技公司 WeLab 
創辦人龍沛智將分享其漫長迂迴的「獨角獸」（Unicorn，估值超過10億美元的初創企業）打造之路。 
此外，James Giancotti、Bonnie Cheung 及 Jonathan Teo 等風險投資家亦將講解行業的最新
發展趨勢以及全球早期科技風險投資者面對的挑戰。

為期一周的創業節將涵蓋五個範疇：

1月
29日

www.startmeup.hk
www.facebook.com/startmeup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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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12日 
| 

2月1日

香港、深圳
城市 / 建築雙城雙年展
此項目將於香港和深圳共9個交通便利的城市閒置或共享空
間和文化場地舉行，今年主題為「城市執生：留得青山在的
傳奇」（City Smarts：Density 2.0）。屆時，展覽將展示香港
建築物的智慧設計，並提供公眾互動平台，以提高公眾對香
港建築及城市規劃可持續性的關注和了解。
地點：香港
主辦：香港建築師學會雙年展基金會
▶uabbhk.org

一月

11

香港
法國社群聯誼酒會
是次聯誼酒會旨在感謝法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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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16

香港
亞洲金融論壇2018
亞洲金融論壇匯聚全球金融及商界極具影響力的人士，共同
探討亞洲市場的最新發展和趨勢。
地點：香港會議展覽中心展覽廳5F-G
主辦：財經事務及庫務局、香港貿易發展局
▶hktdc.com/ncs/aff2018/en/main/index.html

22-24

香港
香港全球離網太陽能論壇及博覽會
本活動將提供一個學術交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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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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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目
標是在長達兩天的會議中聚集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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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黎布隆尼亞爾宮
主辦：Altéir
▶parisfintechforum.com

二月

1-3

香港
樂活博覽2018
樂活博覽是一個集中展示天然、健康、綠色和可持續發展產
品的國際貿易博覽會，博覽會致力提供符合可持續、健康及
環保生活方式的產品，包括有機食品、天然產品、健康和營
養補充品，以及天然個人護理、生態休閒和綠色生活產品等。
地點：香港會議展覽中心
主辦：盈柏廣告策劃有限公司、柏堡活動策劃有限公司
▶lohasexpohk.com

亞洲素食展2018
亞洲素食展是香港首個及唯一以素食和純素為主題的商貿展
覽，旨在推廣健康、可持續的素食主義生活方式，同時作為
素食產業的商貿平台，把全球各地的買家和賣家聯繫起來。
地點：香港會議展覽中心
主辦：盈柏廣告策劃有限公司、柏堡活動策劃有限公司
▶vegfoodasia.com

8

瑞典 斯德哥爾摩
斯德哥爾摩金融科技圓桌會議
是次活動旨在幫助會與者深入了解如何利用香港拓展其於 
中國和亞洲的金融科技業務。
地點：待定
主辦：投資推廣署、斯德哥爾摩金融科技孵化器
▶stockholmfin.tech

2月26日 
| 

3月1日

西班牙 巴塞隆拿
世界流動通訊大會
GSMA 世界流動通訊大會是全球最大型的流動通訊業展覽會，
亦是流動通訊營運商、設備製造商、技術提供商、供應商和 
內容擁有人派出重要高層代表參與的全球會議。
地點：Fira Gran Via, Av. Joan Carles I, 64 08908 L’Hospitalet 
de Llobregat, Barcelona；Fira Montjuïc, Avda. Reina Maria 
Cristina, s/n 08004, Barcelona
主辦：GSMA
▶www.mobileworldcongress.com

三月

5

香港
「走向以色列」投資高峰論壇2018
20多年來，「走向以色列」投資高峰論壇（其前身為「走向歐
洲」） 一直是以色列最具影響力的商務會議之一。會議主要探
討如何在以色列企業和國際投資者之間進行募資活動並建立
戰略聯盟，其平行會議將於特拉維夫舉辦。
地點：香港
主辦：以色列庫克曼投資集團
▶goforisrael.com

14

英國 倫敦
英中貿易協會中小企業會議
是次活動旨在提供交流機會以及有關香港及中國商機的資訊。
地點：倫敦
主辦：英中貿易協會
▶www.cbbc.org

19-20

英國 倫敦
全球創新金融峰會
作為金融科技業的年度盛事，峰會將為世界各地的全球性機
構、初創企業、決策者和投資者提供一個分享理念和解決方
案的平台，以應對金融服務面臨的挑戰。
地點：Guildhall, Gresham St, London EC2V 7HH
主辦：創新金融組織
▶ifgs.innovatefinance.com

21-24

香港
創新科技節
為期四天的創新科技節將有助於創新理念的共享，藉以推動
自由貿易的未來發展，並促成長久的合作夥伴關係。是次活
動將為來自英國、香港、中國、日本及南韓等地的參加者提
供一系列發人深省、生動有趣以及由行業領袖、企業家、藝
術家、教育家和未來學家主導進行的主題演講、大師講座、
展覽、裝置及表演。
地點：香港
主辦：英國國際貿易署
▶great.gov.uk/innovation

27

比利時 布魯塞爾
比利時金融科技研討會
是次活動旨在幫助會與者深入了解如何利用香港拓展其於 
中國和亞洲的金融科技業務。
地點：待定
主辦：投資推廣署、startups.be
▶startups.be

29-31

香港
巴塞爾藝術展香港展會
2018年巴塞爾藝術展將呈獻來自32個國家及地區，共248間
頂級藝廊的藝術作品。為秉承巴塞爾藝術展支持亞洲藝壇發
展的承諾，今年再次有半數的參展藝廊於亞洲及亞太地區設
有展覽場地。是次展會將透過歷史素材及資深與新晉藝術家
的前瞻作品，讓觀眾深入了解區內的多元藝術創作概況。
地點：香港會議展覽中心
主辦：Asian Art Fairs Limited （AAF）

2017 • 2018

http://uabbhk.org
www.hktdc.com/ncs/aff2018/en/main/index.html
www.offgridsolarforum.org
www.parisfintechforum.com
www.lohasexpohk.com
www.vegfoodasia.com
www.stockholmfin.tech
www.mobileworldcongress.com
www.goforisrael.com
www.cbbc.org
ifgs.innovatefinance.com
great.gov.uk/innovation
www.startups.be
www1.investhk.gov.hk/events


4 市場焦點

東盟是香港第二大貨物貿易夥伴和第
四大服務貿易夥伴。

《自由貿易協定》（《自貿協定》）全文共
有14個章節，共計4,000頁，協定內
容涵蓋範圍全面，影響深遠，當中載
列的承諾不但能提供法律保障、更佳
的市場准入條件，還能提供公平與公
正的貿易和投資待遇，從而帶來新的
商業機會，並促進兩地的貿易和投資
流動。

此外，《自貿協定》載有經濟和技術合
作的章節，旨在透過能力提升及技術
支援，提高協定的效益。

協議實施後，香港鼓勵並預期有更多
東盟企業在香港進行貿易和投資。作
為奉行法治及司法獨立精神的全球最
自由經濟體之一，香港擁有許多經得
起時間考驗的根本優勢，其中包括簡
單的低稅率稅制、高質素的服務、具
有全球視野的高技術人才，以及資訊
和資金自由流動等。

簽訂《自貿協定》只是個開始，從現在
起，香港與東盟成員國之間將有大量
的機會會面並審視貿易投資機遇及相
關舉措的成效，以促進更深層次、更
廣範圍的經濟及社會融合。

東盟

香港與東盟
簽訂《自由貿易協定》

《自由貿易協定》是香港、中國內地與東盟成員國雙邊貿易投資關係中的重要里程碑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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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與東盟《投資協定》重點

就香港和東盟投資者在對方的投資，《投資協定》與
《自貿協定》互補，為非服務行業的投資提供非歧視
性待遇，以及為所有投資提供保護。有關保護包括
要求各方：

• 給予投資公正和公平的待遇；

• 給予投資實體保護和保障；

• 在投資被徵收時按商定的標準作出補償，並以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定義的可自由使用貨幣支付；

• 在戰爭、武裝衝突、內亂或類似事件引致投資
損失或損害時給予非歧視性補償待遇；以及

• 容許投資和收益自由轉移。

香港與東盟自由貿易協定重點

貨物貿易
東盟成員國同意逐步對香港原產貨物撤銷或削減
關稅，個別成員國作出的承諾如下：

• 當《自貿協定》於新加坡生效時，新加坡承諾
所有貨物將徵收零關稅；

• 文萊、馬來西亞、菲律賓和泰國將於10年內撤
銷其約85% 關稅稅目的關稅，並於十四年內削
減額外約10% 關稅稅目的關稅；

• 印尼和越南將於十年內撤銷其約75% 關稅稅目
的關稅，而另外約10% 關稅稅目的關稅將於
14年內削減；以及

• 柬埔寨、老撾和緬甸將於15年內撤銷其約65%
關稅稅目的關稅，另外約20% 關稅稅目的關稅
將於20年內削減。

關稅削減承諾涵蓋不同類型商品，包括珠寶、服
裝及衣服配件、鐘錶和玩具等。舉例而言，文萊
將於三年內為香港原產服裝及衣服配件提供免關
稅安排，而泰國將於3年內撤銷香港原產鐘錶及
其配件的關稅。

符合有關的優惠產地來源規則及相關規定的香港
出口商，向東盟成員國出口貨物時可享有優惠關
稅待遇。

香港承諾在《自貿協定》生效後，對所有東盟成
員國的原產貨物給予免關稅的安排。

服務貿易
除特定豁免外，雙方的服務及服務提供者可
在對方的市場享有以下優惠︰

• 在類似的情況下，雙方的服務提供者可享
有國民待遇，即獲得與對方本地服務提供
者同等的待遇。

• 雙方承諾取消或減少多方面的限制，包括
經營模式、外來資金參與、服務提供者或
服務業務數量、服務交易價值、僱員人數
等。例如泰國、菲律賓和越南在多個行業
容許香港企業的資金參股上限達50% 甚至
全資擁有。

在商務臨時入境逗留安排方面，東盟成員國
為香港服務提供者提供不同程度的便利，例
如承諾香港商務旅客的一般逗留時間可達
90日，而企業內部調動人員一般可在當地
逗留不超過兩年，並容許續期兩年。另外，
馬來西亞和越南的承諾均進一步擴展至其他
類別，即獨立專門人員 / 專家 / 業人士和合約
服務提供者。

香港也在廣泛服務行業對東盟成員國作出 
承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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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3月香港藝壇最熱鬧活躍，在這香港藝術月期間，城
中會舉辦一系列藝術盛事，包括藝術展覽、藝術裝置以至
研討會等。以下是部分重點節目：

巴塞爾藝術展香港展會（2018年3月29至31日）

作為同類型展覽中首屈一指的藝術展，2018年巴塞爾藝 
術展香港展會將匯聚來自32個國家和地區的248間頂級 
藝廊，參展的藝廊中有半數來自亞太區。是次藝術展除了
為世界各地的藝廊提供平台，向香港觀眾呈獻最高水平的
作品外，還會透過資深及新晉藝術家的歷史題材及前衛 
作品，深入介紹區內的多元藝術創作。
artbasel.com/hong-kong

Art Central 中心藝術博覽會（2018年3月27至4月1日）

自2015年首辦以來，Art Central 中心藝術博覽會已發展成
為不斷推動當代藝術和實驗性創作界限的國際平台。博覽
會於地標中環海濱舉行，屆時將雲集超過100間參展商，
除了展示新一代藝術家的才華外，還會呈獻來自亞洲以至
全球知名當代藝廊的作品。此外，博覽會還有各式精彩節
目，包括互動裝置、尖端新媒體以及互動小組討論。
artcentralhongkong.com

亞洲當代藝術展（2018年3月23至26日）

是次藝術展將橫跨豪華酒店的多個樓層，展出超過2,500件 
獨特的藝術品，當中包括由全球最引人注目的新晉及中生
代藝術家創作的原創畫作、限量版作品、雕塑和攝影作
品，還有一些私人珍藏、公開展品以及曾被拍賣的作品。
asiacontemporaryart.com

創意產業

香港 – 亞洲創意樞紐

香港被視為亞洲當代藝術圈的文化中心，這裡不僅對進出
口的藝術品給予免稅待遇，更能接觸到亞太區內的龐大收
藏群體及高淨值人士。此外，這裡的藝術地帶圍繞中環和
蘇豪區，而黃竹坑和觀塘等地的舊工廈區正演變成藝廊叢
集的藝術集中地，香港無疑已準備好躍身成為活力四射的
亞洲藝術文化國際中心。

詳情請聯絡：	
創意產業行業主管	方婉兒		
電話：（852）	3107	1011	
電郵：dfong@investhk.gov.hk

為實現將香港打造為國際文化藝術大都會的願景，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在其施政報告中
提出向創意智優計劃注資10億元，以加強對設計業及創意產業發展的支持

www.artbasel.com/hong-kong
www.artcentralhongkong.com
www.asiacontemporaryar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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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作為主要的外來投資樞
紐，毫無疑問匯聚了眾多追
求優質教育的家庭，因此，
對我們而言，香港是個理所
當然的開校地點。”
	 	史丹福美國學校	
校長	
Malcom	Kay

Kay 補充道：「我們的目標是改變社會對教育議題的討論，
啟發人們反思何謂優質教育，以及甚麼才對孩子的未來最
有幫助。」

學校處於開校第一年，現有350多名學生，校方打算每年
穩步增加收生名額，預計將於四年內達到1,000名的最高
收生上限。另外，學校現有72名教學及行政人員，預計團
隊規模將隨著學生人數增加而穩步壯大。

早在開設分校前，史丹福美國學校便已和投資推廣署聯繫， 
Kay 表示投資推廣署為他們的籌備工作提供了莫大幫助。
他說道：「在開設分校前，我們主要透過投資推廣署了解香
港的本地環境，在進駐前獲得他們的協助極具重要意義。
此外，他們在吸引外國投資者及其家人駐足香港方面具關
鍵作用，這些人士均屬我們的服務對象。」

史丹福美國學校香港分校於2017年9月在香港名校網之一
何文田開幕，學校隸屬於 Cognita 教育集團旗下，該集團
在全球擁有68間國際學校。香港分校目前提供學前至第
7年級程度的探究式課程，並將逐漸發展為可升讀至第12
年級的「一條龍」學校。

校長 Malcolm Kay 表示，新加坡分校已營運了八年，鑑
於他們看到香港對優質教育的需求不斷上升，因此希望將
其教育模式帶到香港。

Kay 表示：「我們一直在國際企業具舉足輕重地位的地方
開校，主要是因為這些公司能吸引大量外國人才駐足。香
港作為主要的外來投資樞紐，毫無疑問匯聚了眾多追求優
質教育的家庭，因此，對我們而言，香港是個理所當然的
開校地點。」

學校的願景是培育擁有創新思維的未來領袖，因此致力於
提供富有前瞻性的教育課程，重點關注兒童的個人成長，
而非以一貫傳統的方式追求成績分數。此教育課程與紮實
的核心標準課程相結合，以確保培養學生的核心數學和讀
寫能力達至高水平，同時繼續創造創新思維。

Kay 表示：「我們的教學方法並非基於過去的經驗，而是
針對我們認為孩子於未來所需要的能力。我們希望所有學
生，包括香港的孩子在內，都能達成超越他們自己所預期
的成就。」

學校的 STEMinn（科學、科技、數學和創新）課程著重
培養解決問題的能力和創造力，校方認為，能於全球市
場中取得成功的未來領袖必須具備這兩項能力。這個
STEMinn 課程融入整體教學課程中，因此每週均有多個
重點課時。在 STEMinn 實驗室內進行的專門課程強調批
判性思考，還會透過編碼程式設計以及科技的訓練，以構
思能應用於現實的理念來解決社會問題。

培育香港未來領袖及創新人才
史丹福美國學校香港分校隆重開幕，矢志提供注重創新並放眼未來的優質教育

史丹福美國學校

•		為5歲或以上學生提供兼具探究形式和學術嚴格
的美國 AERO 及標準課程的融合學術框架

•		將為第11和12年級的學生提供美國文憑或國際文
憑大學預科課程（IB）

•		校園內設有各種設施，例如游泳池及配備
STEMinn 專用設施的創新實驗室等，每間課室更
設有圖書館

•		優秀的世界語言課程，可選擇雙語（英語 /普通
話），或不同程度的普通話或西班牙語課堂

sais.edu.hk	

https://www.sais.edu.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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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為國際大都會，
亦是聯繫中國內地與
亞太地區的橋樑，因
此，我們已加緊投入
資源，在這個短期內
將有重大發展的地方
拓展服務樞紐。”
	 	CDP	
集團技術副總裁兼華南區總經理	
翟海鋒

翟海鋒表示：「在香港，企業運作暢順無阻，任何困難都速
戰速決我們希望利用香港的便利營商環境，進一步拓展區
內及海外市場。」

CDP 現時在香港的員工主要負責銷售與營銷、技術和營運
等工作，集團計劃在不久的將來進一步壯大香港團隊。翟
海鋒補充道：「我們能在香港找到大量人力資源人才，而他
們大多兼具地區和國際經驗，這對我們公司非常重要。另
外，這裡的人才滿腔熱誠，而且抱持專業及敬業的工作態
度。」

翟海鋒總結道：「在擴展商業人脈網絡方面，投資推廣署提
供了極大的幫助，他們邀請我們參與各種業界會議和商業活
動，還在初期階段協助我們在香港成立辦事處，並確保整個
過程順利進行。因此，我強烈推薦創業家採用他們的服務。」

CDP 集團不僅只是人力資源專家，作為行內其中最早提
供人力資源 SaaS 軟件的供應商之一，公司成功建立全新
服務模式 EcoSaaS，這個一站式人力資源數碼平台所涵
蓋的商業服務範圍相當廣闊，包括企業薪酬、員工福利以
至健康保險等，力求提升員工福祉，並最大限度地提高企
業效率。

不久前，CDP 集團提供系統加服務的解決方案，是作為
內地唯一人力資本管理服務商入選《Gartner 2017年多國
薪酬解決方案市場指南》，以及《多國薪酬支付解決方案
市場指南》。CDP 還獲得眾多世界頂尖投資者垂青，當中
包括摩根士丹利、富達和住友商事株式會社。為拓展全球
業務及服務國際客戶。CDP 於2015年開設香港辦事處，
在策略性的世界版圖上再添一筆。

集團技術副總裁兼華南區總經理翟海鋒指出，香港是
CDP 開拓華南區、澳門和台灣市場的策略性據點，隨著
粵港澳大灣區的發展，集團將充分利用香港的獨特優勢，
拓展業務。

翟海鋒表示：「香港為國際大都會，亦是聯繫中國內地與
亞太地區的橋樑，因此，我們已加緊投入資源，在這個短
期內將有重大發展的地方拓展服務樞紐。」

目前，CDP 的 SaaS 產品獲得620多間跨國公司採用，並
服務超過100萬白領員工。當中包括數間知名投資銀行，
而許多公司都將 CDP 視為長期的優秀合作夥伴翟海鋒補
充指，由於許多跨國公司都將其區域總部設於香港，集團
進駐香港自然是理所當然之舉，他表示：「香港的人力資
源市場發展成熟，市場的接受程度很高，這對我們有莫大
裨益。」

CDP 藉香港進軍海外市場
總部位於上海的創新人力資源管理解決方案供應商將充分利用香港的人文地理優勢，
更好地服務粵港澳大灣區，拓展亞太地區乃至更廣大的市場

CDP

•		總部位於上海，在中國內地和亞太地區設有12個
辦事處，員工總數約有10,000人

•		香港辦事處於2015年成立
•		作為市場嚮導，進入《Gartner	2017年多國薪酬解
決方案市場指南》及《Gartner	2017年人力資本管
理軟體市場指南》

cdpgroupltd.com

http://www.cdpgroupltd.com/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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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是個便於營商的地方，
我絕對建議擁有優秀產品或
服務的公司來港發展。”
	 	British	Essentials	
亞太區總監	
Faraz	Amir

要負責物流和質量控制工作。為優化物流能力，公司正計
劃擴展其送貨團隊並新增四至六輛客貨車。

Amir 表示：「香港是個便於營商的地方，我絕對建議擁有
優秀產品或服務的公司來港發展。儘管這裡競爭激烈，但
若想發展事業或進行業務擴張，香港無疑是不二之選。」

Amir 已在香港生活超過10年，他尤其享受這裡四通八達的
優勢。他表示：「香港處於亞洲正中心，我們因此能輕鬆往
來許多亞洲國家，到訪外地實屬輕而易舉。」

Amir 在一次香港的貿易博覽會上獲引介給投資推廣署。他
回憶道：「透過投資推廣署舉辦的社交活動，我們得以與其
他創業家聯繫互動發展網絡，這確實對提高知名度有很大
幫助。因投資推廣署為政府屬下部門，更覺可靠。」

British Essentials 是最先售賣英國直送食品及家居用品的
網上超市之一。公司亦是英國其中最大的超級市場零售商
Morrisons 自家品牌的官方網上零售商。現時網站提供超
過850款產品，並由自設的物流團隊將貨品送到顧客手中。

公司專門售賣英國品牌產品，香港是其首個進軍的海外市
場。亞太區總監 Faraz Amir 認為香港的超市電商市場具
有龐大潛力，他表示：「這裡的主流超市售賣來自世界各
地的產品，然而，我們專營英國品牌產品，能提供符合歐
洲法規及標準的高質素食品。」

他補充道：「由於香港的外籍人口眾多，我們預計這市場
具有吸引力，因我們可引進他們的祖國食品。我們的目標
對象不只是在港居住的英國人，還有歐洲人以及所有曾在
英國生活或喜愛英國美食和文化的人士。」

公司選擇香港為首個海外市場據點，是打算利用這裡作為
亞洲市場的試驗基地。Amir 表示：「如果我們這種業務模
式能於香港取得成功，我們便可將其套用至其他地方，例
如中東或其他亞太地區。」

British Essentials 主打包裝食品和個人護理用品，現計劃
將產品範圍擴大至新鮮食品、嬰兒用品及冷凍乳製品。此
外，除透過與 Morrisons 獨家合作，Amir 透露未來幾個
月內將有更多英國品牌登陸其平台。

目前，British Essentials 的香港辦事處聘有核心團隊，主

British	Essentials 借助香港加速擴張
British	Essentials 致力提供便捷的英國雜貨購物及上門送貨體驗

British	Essentials

•		於2017年5月開設香港辦事處
•		提供逾850款產品，包括家居用品、包裝飲品和
食品

•		香港辦事處目前聘有核心團隊，主要負責物流和質
量控制工作，並計劃在未來幾個月內擴展送貨團隊

britishessentials.hk

https://www.britishessentials.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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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擁有優越的地理位置和便於
營商的優勢，為我們進軍內地提
供了理想的平台。”
	 	 Iskra		
亞太區國際經理	
Marko	Batic

希望藉此機會，將 Iskra 重新定位為區內領先的優質無源
元件及系統解決方案供應商。」

Iskra 最初與投資推廣署駐柏林辦事處聯繫，其後獲引介給
投資推廣署香港總部的創新科技團隊，團隊為其提供了專
業的資訊和聯誼交流機會，Batic 對此總結道：「他們的免
費服務對於任何希望在香港開業的公司而言都極具價值。」

Iskra 擁有豐富的設備開發及製造經驗，並具備廣博的工程
知識，即使是難度極高的項目，亦能順利完成。公司現已
躋身歐洲領先企業之列，於全球80多個國家設有辦事處。

Iskra 的核心業務包括提供適用於能源業、電訊、鐵路和
道路交通的一站式解決方案，致力幫助客戶改善現有的應
用方案、採用新科技、提高效率、控制耗電量及改善連接
性。此外，公司還開發、製造和銷售變電站自動化與保護
產品、電容器、低壓開關設備、電子測量儀器及電訊設
備，所有產品均在歐盟製造，價格具競爭力之餘，還輔有
專業的售後技術支援。

鑑於區內，尤其是中國內地市場極具潛力，Iskra 最近在香
港成立區域辦事處，務求使公司更富靈活彈性，並能更迅
速地響應市場的需求。香港辦事處不但是 Iskra 在區內的
品牌代表，還負責協調和管理香港的倉儲庫存和分銷事務。

亞太區國際經理 Marko Batic 指，Iskra 最先於1980年開
拓亞洲市場，當時透過代理商處理其區內業務，由於亞洲
業務於過去數年來一直穩步增長，公司於是決定在香港成
立辦事處。Batic 表示：「香港擁有優越的地理位置和便於
營商的優勢，為我們進軍內地提供了理想的平台。我們亦

Iskra	

•		國際知名的智能工業解決方案及尖端電子科技產
品供應商

•		創立於1946年，於全球80多個國家設有辦事處，
區域總部設於香港

www.iskra.eu

踏出智慧城市生活的	
新一步
斯洛文尼亞公司 Iskra 創立於1946年，
現已發展成為國際知名的智能工業解決	
方案及尖端電子科技產品供應商

https://www.iskra.e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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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是全球最大金融中心之一，
是國際貿易及物流中心，更是全
球最自由經濟體。在香港設點，
絕對有助公司邁向全球。”
	 	威豹金融押運護衛（香港）有限公司	
常務董事	
黎曉峰

運輸服務有一定的需求；加上內地仍未有中資的國際性的
貴重品物流服務公司，種種條件及機遇令威豹在香港得以
穩步發展。

威豹更看準商機，開拓新市場。港深兩地早前開通了「黃金
深港通」，威豹被指定為兩地的黃金、白銀等貴金屬的倉儲
管理、交割與押運配送的服務供應商。威豹的長遠目標是要
將公司業務多元化，成為一流的國際跨境及環球押運公司。

黎曉峰認為，香港位於亞洲中心，位置優越，稅率低及稅
制簡單；加上擁有世界級的基礎建設以及具市場觸覺、並
熟悉內地和國際商務的優秀人才，是營商的理想地點，有
利跨國企業發展。

威豹在香港聘有約100名員工。為配合公司在港的業務發
展，黎曉峰表示公司計劃繼續擴充香港的業務規模，中短
期目標是將駐港人手及資源增加一倍。

他總結道：「投資推廣署從一開始便給予了我們很大的支
持，無論是宣傳推廣，或是擴闊商務社交網絡等，都對公
司尤其重要，令我們知道政府的支持，加強了我們在港發
展的信心。」

威豹金融押運護衛（香港）有限公司是首家從內地到香港
創立具規模業務的專業押運公司，專注於提供往來香港，
內地以及海外地區之間的現鈔、黃金和珠寶等貴價品的押
運、護衛以及點到點保安運送等綜合保安物流服務。其母
公司是位於深圳的威豹金融押運股份有限公司，在1997年
成立時，更是中國人民銀行試點計劃中指定的第一家專業
押運公司。

有見香港的業務成功起步並發展理想，威豹更加強與本地
及國際同行合作，積極開拓港幣、人民幣等現金，貴金屬
及鑽石珠寶的環球保安航空物流等增值服務。

常務董事黎曉峰指出，威豹之所以拓展到香港，是要緊隨
粵港澳大灣區規劃步伐，支援區內愈趨緊密的經濟融合及
發展所產生的商機。他說：「粵港澳大灣區的建設，加快了
香港與區內城市的經濟深度融合，通過深化與內地市場的
互聯互通，有助於拓展香港經濟發展的新空間。」

黎曉峰續說：「香港是全球最大金融中心之一，是國際貿易
及物流中心，更是全球最自由經濟體。在香港設點，絕對
有助公司邁向全球。」

他補充，現時東南亞甚至全球對人民幣需求增加，而香港
是全球最大的人民幣離岸中心，中港兩地對於現鈔清分及

威豹金融押運護衛（香港）有限公司

•		「黃金深港通」指定的保安倉儲及跨境運輸服務供
應商

•		在香港聘有約100名員工，共有30台各類型押運車
提供本地及跨境貴價品押運服務

v-power.com

於香港設點接軌	
國際市場
威豹金融押運護衞（香港）有限公司看
準商機，透過粵港澳大灣區及黃金深港
通等機遇，開拓區內新市場以發展多元
化押運業務

http://v-power.com/?lang=z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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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裡具備完善的基建設施，
能連接眾多全球樞紐中心，
因此，對於打算拓展中國內
地及區內市場的英國律師事
務所來說，香港是個別樹一
幟的地方。”
	 	思雅仕律師行	
合夥人	
簡偉卓

其後，則由投資推廣署的駐港商業及專業服務團隊為其提
供市場情報和交流機會等。

簡偉卓認為香港是個充滿生機和活力的城市，這裡不但具
備新舊交錯、中西薈萃的特點，還擁有理想舒適的居住環
境。此外，香港人擁有開明思想及多元文化，完美融合了
各地不同文化和美食。

簡偉卓總結道：「以網絡聯繫及基礎設施發展而言，香港 
都是一個非常現代化的城市。這裡具備完善的基建設施，
能連接眾多全球樞紐中心，因此，對於打算拓展中國內地
及區內市場的英國律師事務所來說，香港是個別樹一幟的
地方。」

思雅仕律師行的總部位於倫敦，在英國、歐洲和中東地區
均設有辦事處，並於最近夥拍香港律師莫子應在香港開
設了其首間亞洲辦事處，旨在為個人客戶、家族理財事務
所、私人銀行、受託人及金融機構提供綜合私人客戶及商
業服務，以協助他們將資產國際化並為其提供保障。

思雅仕律師行合夥人簡偉卓指，公司落戶香港而非別處成
立首間亞洲辦事處，是由於香港的法制度與英國的法律，
尤其是家事法，產生強大的協同效應，讓公司得以運用在
倫敦業界累積的豐富經驗，支援香港辦事處。他表示：「香
港有許多長久富裕的家庭。太平洋地區2016至2026年的
超高淨值人士數目預計增長91%，而香港將是上述增長的
焦點之一。」此外，簡偉卓認為香港是一個便於營商的地
方，對創業型家族企業而言充滿吸引力。

香港辦事處共有五名合夥人，主要從事私人客戶、家事和
糾紛相關的執業範疇，而思雅仕律師行的其他辦事處亦
會定期派遣律師到港。這些律師精於多項專業領域，例如
英國物業諮詢、英國稅務諮詢，英國及歐洲大陸的境內投
資，以及英國、法國、瑞士和盧森堡的投資基金諮詢等。
所有辦事處聯合以一間公司的形式運作，在這種模式下，
客戶只需透過單一聯絡點進行協調，便能得到不同辦事處
和專業領域的建議。

為成立香港辦事處，思雅仕律師行的英國辦事處最先與投
資推廣署駐倫敦辦事處聯絡。

頂尖律師事務所把目光放在香港的高淨值客戶上
領先律師事務所思雅仕律師行與香港律師事務所合作，為高淨值客戶提供專業諮詢

思雅仕律師行

•		在英國、歐洲和中東地區設有辦事處的頂尖律師
事務所，在香港開設了其首間亞洲辦事處

•		香港辦事處共有五名合夥人，主要從事私人客戶、
家事和糾紛相關的執業範疇

Charlesrussellspeechlys.com

https://www.charlesrussellspeechly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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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在地理位置及文化上依然處於亞洲
的核心，因此有助於推動我們的業務發
展，並為CSM的區域經營提供了理想
的根據地，讓我們有效利用公司在亞洲
的地位，團結整個地區的所有辦事處。”
	 	CSM	
亞洲區客戶管理部負責人	
Simon	Drake

香港取得空前成功。2016年，香港在中環街頭舉辦首個電
動方程式賽車錦標賽，該項盛事將於今年12月載譽重臨，
一連兩日在香港舉行兩場賽事。此外，香港亦將於2018年
初在啟德郵輪碼頭（啟德機場舊址）舉行一場 Volvo Ocean 
Race 環球帆船賽。

公司的香港辦事處目前共有超過20名員工，當中匯聚本地
及外地人才。團隊除了具備大量的當地知識和語言外，還
能從亞洲以外地區的角度分享獨到的見解和經驗，因此，
Drake 認為香港是中西文化交融的理想之都。

Drake 總結道：「投資推廣署是香港業務支援及交流方面的
重要一部分，其創意產業團隊致力為我們這些尋求發展的
機構提供支援，這不但能將新企業引入到香港，更能確保
香港人能體驗到最高水平的體育運動盛事。」

在過去十年，體育娛樂業的發展和投資在全球範圍內不斷
擴張，體育贊助業總值已超過400億，其中亞洲市場超過
150億並正以最快的速度於全球各大陸增長。為捕捉這個
龐大的機會，CSM 於2017年較早時候完成業務整合後，
便將公司架構重整為三大垂直式業務部門 — 品牌、權利
和生活。品牌部專注於面向消費者的客戶，藉著體育運動
創造商業利益；權利部專責處理權利持有人，旨在平衡他
們在特定系列賽、錦標賽或個人體育人才方面的利益；而
生活部則設有一隊專家團隊，致力為消費者在各方面的體
育運動體驗注入活力，範圍廣及品牌塑造與定位、擴增實
境、虛擬實境及社交媒體內容等多個方面。

未來三年將有三項四年一度的大型盛事在亞洲舉行，由於
CSM 的服務能幫助品牌和權利持有人成熟壯大，並滿足客
戶及消費者的需要，市場對其服務的需求因此日益增加。
亞洲區客戶管理部負責人 Simon Drake 表示：「香港在地
理位置及文化上依然處於亞洲的核心，因此有助於推動我
們的業務發展，並為 CSM 的區域經營提供了理想的根據
地，讓我們有效利用公司在亞洲的地位，團結整個地區的
所有辦事處。」

以香港為體育樞紐
Drake 亦留意到愈來愈多香港人喜愛體育運動，除了參與
有關活動及觀賞賽事外，生活方式亦更趨健康平衡。僅舉
公開水域泳賽、障礙跑及電競耐力賽為例，這些盛事都在

CSM

•		於2017年更名為「CSM	Sports	and	Entertainment」，
並設立三大垂直式業務部門	—	品牌、權利和生活

•		位於香港的區域總部共有逾20名員工

csm.com

全球領先的體育娛樂營銷公司	
放眼潛力巨大的亞洲市場
CSM集團於2011年成立時，旗下擁有多家行內領先的體育及營銷專業公司，
後於2017年重組並更名為「CSM	Sports	and	Entertainment」，整合業務，
力求為客戶帶來更多利益，以達至業務上的成功

https://www.csm.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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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40億美元，胡宇力指，這些資金大部分來自債務融資，
當中涉及大量債券發行。他表示：「我可以預見，向尋求在

『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籌集資金的中國基礎設施公司提供信
貸意見蘊藏著巨大的機遇。由於香港市場的資金充裕，這
些公司將利用香港作為在海外市場集資的橋樑。」

鵬元的香港辦事處共有16名員工，主要負責公司海外業務
的分析、業務發展和營運工作。

胡宇力總結道：「投資推廣署非常熱心服務，還幫助我們
取得證監會牌照。我們由衷感謝該署一直以來為我們提供
的協助。」

自1994年開始，鵬元便已獲得中國人民銀行批准於全國範
圍內從事企業債券信貸評級業務。2012年，公司成為首家
獲得香港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證監會）第10類牌
照的中國信貸評級機構，因此能提供信貸評級服務，例如
就公司、債券及國家主權的信貸能力編制報告，其發佈的
評級結果更得到香港和歐盟認可。

在2016年發生股東變動後，公司決定擴大香港辦事處，以
把握香港的商機。行政總裁胡宇力指，公司進行擴張的主
要原因有三個，他表示：「香港的法律和金融體系極具透明
度，因此吸引不少金融機構進駐。同時，證監會的指引清
晰，充分說明企業所需或能夠採取的行動，這些都有助我
們順利在香港設點，而取得證監會第10類牌照更大大增強
了國際投資者對我們的信心。」

另外，香港鄰近鵬元位於深圳的公司總部，而且是世界公
認的國際金融中心，加上債券通的推行令中港兩地的相關
金融基礎設施機構互聯互通，內地及海外投資者因此可在
對方的債券市場進行買賣，這進一步增強中國企業利用資
本流更具彈性的香港邁向世界舞台的信心。胡宇力表示：

「我認為，香港是區內最重要的集資樞紐。」

而對公司未來發展有著關鍵作用的第三項優勢在於「一帶
一路」倡議。今年初，中國政府承諾向絲路基金注資 

鵬元資信評估

•		總部設於深圳，香港辦事處是公司首間海外辦事處
•		已獲得證監會第10類牌照，因此能提供信貸評級
服務

pyrating.cn

信貸評級機構發掘「一帶一路」的龐大機遇
在頂級內地金融機構的支持下，鵬元資信評估已完成逾4萬次發行人、債券發行及
公司治理評級，並致力於為銳意進軍國際的企業提供綜合信貸管理服務

“		香港是區內最重要
的集資樞紐。”
	 	鵬元資信評估（香港）有限公司	
行政總裁	
胡宇力

http://pyrating.cn


“		香港是亞洲、東南亞與中國內地之間的重
要聯繫，從這裡出發可輕鬆抵達全世界任
何地方，而且集活力、資金流和人才於一
身，各方面的品質水平都相當高。一切皆
恰到好處，這正是我們喜歡香港的原因。”
	 	CallisonRTKL	
南亞區商業業務主管	
Darryl	J.	Custer

業蘊藏龐大潛力。」最近，團隊與旅遊零售營運商 CDFG-
Lagardere 合作，設計香港國際機場的免稅店。

Custer 指，香港擁有大量富才華的建築師和設計師。多得
這裡深厚而多元的人才庫，CallisonRTKL 的團隊匯聚了來
自本地及國際的專業人士。他表示：「香港是個非常國際化
的城市，這對作為設計公司的我們來說極具吸引力。這個
城市融合了各種文化，讓我們得以把不同的想法注入項目
中。」在未來數年間，CallisonRTKL 將積極擴展香港辦事
處的規模至45名員工，並以開展更多香港項目和拓展團隊
的能力為目標。

設計顧問公司 CallisonRTKL 於2015年成立，為國際工程
顧問公司 Arcadis 旗下的成員企業。CallisonRTKL 在全球
設有24間辦事處，聘有1,700名專業人員，公司於商業、
零售、醫療和辦公空間四大領域設有業務團隊，專門提供
建築、室內設計和城市設計服務。

南亞區商業業務主管 Darryl J. Custer 認為，香港不單是一
個市場，更是聯繫中國內地和東南亞的橋樑。他表示：「我
們在亞洲有著悠久的歷史，並已在內地市場取得成功，不
過，我們看到中國南方和東南亞市場正在再次活躍起來。」

「香港對我們而言是一個理想的據點。只要環視我們在全球
的網絡，便能發現我們傾向把重心放在那些四通八達或能
促進地區間互聯互通的城市，我們稱之為『門戶城市』。」
Custer 續說：「我們視香港為亞洲、東南亞與中國內地之
間的重要聯繫，從這裡出發可輕鬆抵達全世界任何地方，
而且集活力、資金流和人才於一身，各方面的品質水平都
相當高。一切皆恰到好處，這正是我們喜歡香港的原因。」

公司已在香港建立一支強大的團隊，專責於亞洲和本地市
場的商業建築、城市設計以及零售室內設計領域。Custer
表示：「對 CallisonRTKL 而言，首要任務是提升價值，而
非純粹推崇風格主義。我們致力幫助客戶找到其資產的
價值，並將其延伸至下一個世代。我們正在香港物色一
些大型的多用途商業項目，此外，我們認為這裡的零售

CallisonRTKL

•		CallisonRTKL 為 Arcadis 旗下兩間建築設計公司
Callison 及 RTKL 合併而成立的公司

•		於2016年6月在香港開設辦事處，業務重心包括商
業、零售、醫療保健和辦公空間

•		香港辦事處團隊目前由24名專業人員組成，預計
團隊人數將在未來幾年內增至45名

callisonrtkl.com

藉亞洲市場構建未來
建築、規劃及設計公司CallisonRTKL洞悉東南亞市場的增長機遇

https://www.callisonrtk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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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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levate Digital 數碼營銷

Ka-BLOOM 集團 人力資源管理諮詢

XLMS Limited 城市規劃、建築設計、 
零售、室內設計及項目 
管理等設計顧問服務

加拿大
Sunnybrook Wine Canada  

（Asia Pacific） Ltd.
酒精飲料製造商

法國
Agorize 商業及專業服務

I-Tracing Ltd Hong Kong 資訊科技保安

Les Gens Asia 數碼營銷公司

德國
Colloq 會議及活動平台

愛爾蘭
Intuition Publishing Ltd 知識管理服務

意大利
DO IT – IDEAS INTO THINGS 設計及開發服務

日本
愛德蘭絲香港有限公司 全面頭髮護理服務

Heguru Education Limited 教育

旬香堂有限公司 飲食

食之劇團（香港）有限公司 優質日本食品出口商、 
進口商和分銷商以及餐廳

中國
總部基地香港控股有限公司 房地產投資開發

CDP 系統軟件解決方案

成都蜀大俠餐飲管理有限公司 餐廳

鵬元資信評估有限公司 信用風險評級服務

The Beam Co., Limited 時裝品牌

威豹金融押運護衛（香港）有限公司 安全運輸服務

公司 行業

墨西哥
SERA Hong Kong Limtied 物流及供應鏈管理

俄羅斯
Interfax 資訊及通訊科技

新加坡
Apex Retail Ltd 高級美容護膚

I Can Read Limited 英語教育

Taiger Hong Kong Limited 資訊科技

西班牙
LaLiga 體育及娛樂

瑞典
BIMobject Hong Kong Ltd 建築資訊模型（BIM）技術

台灣
大樹先生股份有限公司 親子餐廳

英國
British Essentials 網上超市

Cheryl China Wow 創意、時裝、品牌內容創作

思雅仕律師行 律師事務所

CSM 廣播

Stamford American School 教育

西倫敦大學香港教學中心 高等教育

美國
BiteUnite 社區共享廚房及食品電商

平台

CallisonRTKL 建築事務所

可承資本有限公司 獨立資產管理

德勤亞太區區塊鏈實驗室 專業服務

Polygon Tea Limited 咖啡店

Verrex Asia Limited 視聽系統

WatchBox HK Limited 高級手錶電子商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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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