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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戶簡介
比利時

比利時 BAUNAT 公司是精工鑽石珠寶以及投資
鑽石電商品牌的領軍者。他們致力於為全球睿智
的買家，提供性價比絕佳的產品。由於 BAUNAT
擁有鑽石行業一手貨源，進行高效網絡營銷，並
以智能監控的方式管理庫存，他們的銷售範圍不
斷擴大，已覆蓋全球50多個國家。

該品牌建基於線上線下互聯，若該市場的網上銷
售強勁，即會在當地開設實體店，以支持線下銷
售增長，持續全球擴張。目前，他們的精工珠寶
及鑽石，近七成銷售通過官網旗艦店完成，網店
有八種語言服務，顧客可用七種貨幣購買。剩下

三成的銷售通過體驗店完成，分別位於阿姆斯特
丹、安特衛普、日內瓦、孟買、尼斯和巴黎。今
年，該公司在香港開設首家體驗店，以支持亞洲
市場的迅速擴展。

精工鑽石珠寶以及投資鑽石電商品牌
Baunat.com
Baunatdiamonds.com

加拿大

法國

Korah 於2011年由一班信譽優良的資訊科技專才
創立，至今已為多間加拿大電訊、保險、政府及
金融界的大型企業完成各種不同類型的項目。公
司團隊在流程自動化、商業智能、技術集成和定
制應用程式開發方面擁有豐富經驗，並致力與客
戶緊密合作，以確保其制定的每一項終端解決方
案均切合客戶的個別需要。

憑藉公司在資訊科技及系統集成方面的豐厚經
驗，其自行開發的人工智能聊天機械人 ccRobot
已成功於2016年在加拿大面世。有別於傳統的智
能聊天機械人，ccRobot 是一項應變彈性極高的
解決方案，有助各大機構應付日新月異的經營環
境。有了這個自助機械人構建平台，企業能更輕

鬆快捷地啟動聊天機器人，而當中的風險和所需
的投資都較以往要低得多。

為提高 ccRobot 的服務效益，並擴闊現有資訊科
技及人工智能服務於亞太區的覆蓋範圍，Korah
於2017年把業務拓展至香港。

人工智能科技
korahlimited.com

Astrakhan 是一間專門提供 IT 管理、創新和新科
技咨詢服務的公司。為滿足客戶的需求，公司於
2018年初從巴黎擴展到香港，並預計在年底前增
聘至少12名顧問。

自2012年以來，Astrakhan 致力幫助各類機構實
行數碼化轉型。數碼科技潮流促使各大機構審視
其文化、營運模式和定位，全新的管理手法配合
創新科技改變消費者和員工的體驗。Astrakhan
與多間機構保持緊密合作，務求設計、建構和創
造出讓客戶脫穎而出的項目和解決方案。

公司的服務主要分為三大類：靈敏、創新和管理；
DevOps、雲端和數碼工作間位址；架構、數據和
整合。Astrakhan 把這些服務集合起來，以幫助
客戶在管理及科技變革中領航。

資訊科技顧問
www.astrakhan.fr/en

http://www.investhk.gov.hk/zh-cn/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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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yx 是一家法國科技公司，並且是全球領先的 
可程式邏輯裝置（FPGA）超低延遲技術和解決方案
供應商，專注於市場連通性和網絡基礎設施領域。
此外，公司亦提供現成的交易和電訊解決方案，
同時協助將其整合和部署到客戶的基礎設施中。

2018年2月，Enyx 在香港中環開設了亞太區辦事
處，配合其巴黎總部和紐約分部，公司現可為全
球客戶群提供最嶄新的尖端 FPGA 技術。

隨著連接美國和亞洲的無線網路於最近展開部
署，市場對高性能解決方案的需求正在不斷增

加。鑒於成交量上升、與中國市場的連線速度加
快，地處亞太區中心的香港無疑是 Enyx 拓展業務
的理想地點。現在，Enyx 能為區內客戶以及銳意
擴張的企業提供更佳的支援服務。

超低延遲技術和解決方案
enyx.com

ePITsolutions 正在積極開發專門講解技術知識
（例如民用航空法則和標準）的電子學習模塊。由
於香港擁有蓬勃的民航環境。ePITsolutions 已成
為香港航空業協會會員。

香港是個便於創辦新企業的好地方，除了因為香
港人普遍能操中英雙語，令開發多語言培訓材料
變得輕而易舉外，這裡完善的基礎設施也為資訊
科技企業提供迅速、可靠的傳訊服務。

ePITsolutions 的總部設於香港，主要負責銷售、
行政、項目管理及客戶支援等工作。

電子學習
epitsolutions.org

GIDA Limited 是一間富有法國及日本文化色彩的
香港公司。GIDA 專門為零售、酒店、餐廳、咖
啡廳及私人住宅等不同類型的空間提供簡單而精
緻、美觀而實用的方案。GIDA 相信，奢華的設計
元素有助於創造永恆不朽的設計。憑藉度身定制
的非凡概念，公司致力為客戶提供超越期望的高
端體驗。

公司的首席設計師在高級消費品零售領域擁有強
大的背景，他曾於 Louis Vuitton 法國建築部門工

作五年，另於日本設計工作室 Curiosity 工作了 
五年。GIDA 之所以選址香港創辦公司，是因為 
這裡不但擁有充滿活力的設計產業和龐大的發展
機遇，更具備公司信賴的堅實國際及本地供應商
網絡。

室內設計
gida.hk

Le Petit Croissant 由一位年輕的法國企業家於
香港創立，自2017年初開始製作及送遞美味早
餐。除了向香港各大企業供應精緻的法式糕點
外，亦為個人顧客提供上門送貨服務。Le Petit 
Croissant 提供各色各樣的早餐餐點，是辦公會議
或家庭早午餐的理想之選。

食物高質、交貨及時、包裝精美以及與顧客建立
良好關係是 Le Petit Croissant 脫穎而出的關鍵所
在，亦是眾多企業信賴其供應每日、每週或每月
早餐的原因。

Le Petit Croissant 由每天早上七時開始把早餐送
到位於香港島各處的顧客手中，而顧客需於送貨
前一天下午六時前在網上完成訂單。

早餐送遞服務
lepetitcroissant.hk

http://www.investhk.gov.hk/zh-cn/index.html
http://www.enyx.com
http://www.epitsolutions.org/zh/
https://gida.hk
https://www.lepetitcroissant.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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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ink it Twice 專門為銷售團隊（尤其是零售業）
量身定制 B2B 手機培訓計劃，透過重塑企業培
訓，增強僱員銷售技巧。Think it Twice 每天均會
提供具針對性的內容，讓用戶能學習產品知識、
銷售技巧並得知市場情報，以助精品業人員進一
步加強技能，面對見多識廣以及習慣從網上資源
汲取知識的客戶時，亦能使他們信服。

公司於2014年在香港成立，客戶遍佈世界各地。

零售業手機培訓
thinkittwice.com

德國

Vigeo Eiris 是一間專門為投資者、公眾、私營
機構及非政府機構提供全球環境、社會及管治

（ESG）研究和服務的獨立供應商。

憑藉多年與責任投資領域中最盡責、有抱負的企
業合作的經驗，Vigeo Eiris 在 ESG 研究的嚴謹性
和深度上成功建立了優良信譽。此外，其於全球
綠色及可持續債券市場亦屢見佳績。

Vigeo Eiris 於全球17個國家設有辦事處，其中 
7間由合作伙伴營運，因而組成了集合28種不同
國籍的多元文化團隊。

鑑於香港是亞洲的資本市場中心，在此持續發
展將有助 Vigeo Eiris 偕同長期合作伙伴，日本
Quick 公司及澳大利亞 Caer 公司，加強其在亞太
地區的影響力。Vigeo Eiris 的香港團隊以綠色及
可持續固定收入市場為重心，並致力幫助投資者
和發行人進一步發展有關市場。

環境、社會及管治研究服務商
vigeo-eiris.com

WHAT’sIN 是網上初創企業，專門為家庭、個人
和企業上門送遞驚喜鮮果籃。

在現今香港，美味健康的水果往往與定價昂貴的
高檔超市掛勾。公司認為，每個人都應以合理價
格獲得新鮮美味又健康的時令水果。既能補充維
生素，又能享受樂趣，這就是驚喜時令水果籃的
理念所在。

WHAT’sIN 的水果盒由來自法國留尼旺島和西歐
其他地區的高質有機認證水果組成，其平均售價
比零售店同等質量的水果便宜三至四成。企業客

戶方面，WHAT’sIN 會根據企業的需要量身定制
水果盒，以助締造更健康的工作環境。

此外，WHAT’sIN 致力使用循環再造及可生物降
解的物料來包裝，力求將業務對環境造成的影響
減至最低。

網上水果盒送遞服務
whatsin.hk

Beautiful Brands 代理超過80家德國製造商的產
品，這些製造商來自消費品、化妝品、食品及飲
料、手錶和玩具等行業，而且全是擁有悠久傳統
的家族企業。

Beautiful Brands 認為中國內地商機處處，因此
致力把更多德國消費品引入市場。幾年前，駐
紮香港的德國製造商寥寥可數，公司因而選擇
在此擴展業務，向幾間內地和香港的主要零售
商提供品牌產品和私家品牌產品，例如 Brauns 
Heitmann、Goki 和 Pololo 等。

目前，Beautiful Brands 正聯同本地合作伙伴於香
港建立倉庫方案，為本地和內地客戶提供更佳的
服務。此外，公司亦不斷壯大旗下的德國製造商
組合，務求透過為數更多的龍頭企業，向客戶提
供全方位銷售方案及營銷計劃。

德國製消費品分銷商
beautifulbrands.hk

http://www.investhk.gov.hk/zh-cn/index.html
https://www.thinkittwice.com
http://www.vigeo-eiris.com
https://whatsin.hk
https://beautifulbrands.shoplineapp.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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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爾蘭
Aergo Capital 於1999年在愛爾蘭創立，是一
個發展迅速的國際飛機租賃平台，在都柏林、紐
約、內羅比和雅加達皆設有辦事處。作為全球領
先的飛機租賃公司之一，Aergo Capital 擁有和管
理42架飛機，其機隊分佈在19間航空公司和14
個國家，並已成功在全球七大洲與50多間航空公
司完成超過250宗飛機交易。Aergo 目前市值約
十億美元。公司致力為其航空公司客戶提供全面
服務，包括飛機租賃、飛機融資、售後回租及飛
機貿易。

鑑於香港為飛機租賃活動提供新的稅務優惠，
Aergo 因此選址香港成立區域辦事處，以透過新辦
事處，在這個日益增長的市場進一步提升公司的影
響力，並繼續滿足亞洲現有和潛在客戶的需求。

飛機租賃
aergocapital.com

DYM 與饒富經驗的家庭醫生攜手提供可靠服務，
目前在全球三個城市設有診所，每年為約十萬名
病患者提供服務。

DYM 的香港診所有兒科及全科醫生駐診，除了簡
單的健康評估外，還提供疫苗接種及醫療咨詢服
務。即使幼童在其他國家接種過疫苗，醫生亦能
為其制定注射疫苗的時間表。此外，公司還為外
遊的幼童和成人提供瘋狗症、日本腦炎及甲、乙
型肝炎等疾病的預防接種服務。

DYM 診所毗鄰太古地鐵站，不論是預約以至處方
配藥，其團隊都為患者提供無微不至的協助。 

患者可透過電話、網站和流動應用程式
（WhatsApp 或 Line）以英、中或日文進行預約，
並可使用現金或信用卡付款。DYM 已與大部分日
本保險公司簽訂直接結算協議，未來會把範圍延
伸至國際保險公司。

醫療服務
dymhongkong.com

株式會社東京技研在日本的牙科行業具有50多年
歷史。作為牙科中央負壓抽吸系統的供應者，被
稱為日本國內的頂尖公司。其研製的中央負壓抽
吸系統獲日本全體29所齒科大學採用。

TG Trade （Hong Kong） Co., Ltd （TGTHK）為
東京技研成立的子公司，致力於為香港和亞洲各
地的牙醫、醫院和大學提供東京技研的產品及售
後服務。

東京技研在日本提供長者口腔護理產品已有超過
10年經驗。鑑於日本很快會成為全世界第一“超
老齡化”社會，而香港亦正緊追其後，因此，
TGTHK 還會專注提供長者口腔護理產品，以幫助
香港長者維持健康生活。

醫療儀器買賣
tokyogiken.com

德威航空是韓國增長最快的廉航公司之一，自
2010 年以來，公司從內陸航空公司擴展為國際
航空公司。香港作為亞太區內熱門城市之一， 
德威航空於 2016 年開通了韓國大邱往返香港的
定期航班。

有別於其他廉航公司，德威航空除了在網站上 
售票外，更在香港設立了銷售團隊，與香港旅行
社緊密合作。公司希望香港旅客能與其一起探索
韓國。

德威航空計劃推出更多連接香港和韓國城市的航
線，為更多旅客提供優質的航空服務。

航空業
twayair.com

日本

韓國

http://www.investhk.gov.hk/zh-cn/index.html
http://aergocapital.com
https://www.dymhongkong.com
http://www.tokyogiken.com/en/
https://www.twayair.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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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LS Aviation Group 是一間新成立的飛機經營
租賃公司，其總部位於上海，並在都柏林和香港
設有服務平台。

CALS 認為，香港秉承中國傳統，加上給予飛機
租賃業優惠待遇，在此設立全面的飛機租賃服務
及管理平台是合理不過的選擇。再者，亞洲是航
空業發展最蓬勃的市場，而香港處於亞洲心臟地
帶、提供大量股票融資渠道及良好的生態系統，
包括普通法系統。公司的全球機隊中有絕大部分
將歸香港分部所擁有。

除了聘用本地人才及投入資源培訓員工外，CALS
亦與香港理工大學緊密合作，支持飛機租賃和融
資課程的發展，從而鼓勵香港的下一代投身這個
行業。

飛機經營租賃、租賃管理及咨詢服務
calsaviation.com

中國火鍋連鎖品牌重慶麻辣老火鍋分別於2012年
榮登《重慶火鍋50強》及在2014年成為央視 

《舌尖上的中國2》唯一推薦的重慶火鍋。

渝味曉宇對於鍋底的選料相當嚴謹，堅持選用最
好的料炒鍋底，創辦人張平先生多年來有兩樣不
變的原則：不麻不辣不叫重慶火鍋；只有用牛油
熬製的才是正宗重慶火鍋。憑藉這兩樣堅持的鑽
研，才能成就今天的火鍋傳奇，創造出讓人一試
難忘的正宗重慶火鍋。

目前，渝味曉宇在全國擁有200多家分店，成為
全國一線火鍋品牌；而在2016年進駐香港後， 
至今已開設至4間門店。今年，公司正積極拓展
門店數目，以鞏固在市場上的競爭優勢。

餐飲業

珠海作為珠江口西岸核心城市，現已成為粵港澳
大灣區參與國家“一帶一路”的重要支點。珠海
擁有電子資訊，家電電氣、電力能源、生物製藥
和醫療器械、石油化工、精密機械等六大基礎產
業，以及列印耗材和遊艇製造兩大特色產業。

珠海市駐香港經貿代表處於2017年正式成立。
主要職能是協助到珠海發展的世界各國企業迅速
打開局面，根據企業的不同商業需求提供有針對

性、高效的全方位服務，具體包括：投資與貿易
政策、策略規劃、項目推介、融資服務、法律服
務、政府協調與溝通等。

政府部門

絕味在全球擁有超過8,000間分店，於2017年更
將產品帶到香港市場。

鮮、香、麻、辣是絕味的主要特色，研發師特地
登上川陝3,000米以上山谷，從千多種辣椒進行
搭配，研製出色澤、肉質、口感及味道獨特的休
閒小食。

絕味的每件產品都經由專業人員嚴格挑選，進行
化冰、清洗等多達十項工序，全程經由中央嚴
格監控，配備德國高科技氮氣包裝技術。從源

頭上保證產品無污染及優質可靠。品牌已獲得
ISO22000及 HACCP 等多個管理體系認證，以確
保食品安全衛生。

今年，絕味計劃於香港擴展至20間分店，同時亦
為產品開發注入更多新元素以提升市場優勢。

食品零售

中國內地

http://www.investhk.gov.hk/zh-cn/index.html
http://calsaviatio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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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telier Awards 在香港和上海均設有辦事處，
獎項旨在表揚酒店界專業人士的卓越貢獻，以感
謝他們為酒店注入活力。其香港辦事處主要負責
管理中國內地和亞洲的合作伙伴關係，以及安排
於2018年7月在香港公佈決賽入圍名單的事宜。

Hotelier Awards 是一個別樹一幟、獨立營運的平
台，致力於表彰酒店業內最優秀，卻往往被人忽
略、行事低調的工作人員，對象包括總經理以至

前線人員。隨著 Hotelier Awards 踏入第五個年
頭，大會在香港這個位處亞洲心臟地帶的城市開
設辦事處，為區內的合作伙伴和報名者提供更多
機會。

酒店業
hotelierawards.com

紫光科技（控股）有限公司是一家在香港聯交所上
市的公司，股票代碼365.HK，是紫光集團在海外
的主要投融資及資本運作平台。

公司提供表面貼裝技術 SMT 裝備設備的生產銷
售，具有國內領先的自主研發實力，擁有38項專
利和兩項軟體著作權，並成功研發及推出高端選
擇性波峰焊產品（選擇焊）及 SMT 行業整線資料
資訊化管控方案 — BIMS 智慧製造系統，榮獲第
四屆工業設計“紅帆獎”金獎。此外，公司同時開

展金融投資與資產管理，將在香港設立科技產業
基金，圍繞重科技領域產業鏈及自主技術創新積
極佈局，形成產融一體的多元化發展格局。

表面貼裝技術 SMT 裝備設備製造、金融投資和資
產管理
unistech.com.hk

蒼穹數碼技術股份有限公司成立於2001年，是中
國地理空間資訊化的領航者，致力於為政府和企
業提供專業的地理空間信息解決方案。目前，蒼
穹已經在國內建立了42家分支機構和5家技術中
心，同時也在主要的東盟國家，包括馬來西亞、
泰國和印尼建立了市場推廣中心。

香港是國際金融中心之一，業務多元化且覆蓋全
球市場。在香港設立蒼穹國際有助於企業掌握國
際市場趨勢，開拓海外業務。同時，香港擁有眾
多熟悉內地和國際商務的優秀人才，對於企業發

展大有裨益。現時蒼穹在港駐有核心團隊，而未
來將繼續加大對香港分公司的投入，將其作為橋
頭堡，推進蒼穹的國際化進程。

地理空間資訊服務
www.kqgeo.com

青島是中國內地首批進一步擴大對外開放城市，
是中國沿海重要中心城市和濱海度假旅遊城市、
國際性港口城市、國家歷史文化名城，是國家商
務部確定的《內地與香港關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
係的安排》模範城市。

青島（香港）工商中心於2017年正式開幕，利用
香港的國際地位，協助青島企業“走出去”及為當
地市場引入更多外商，提升青島市的國際形象。

青島（香港）工商中心代表青島市政府向外宣傳青
島市，並進一步加強青島市與香港兩地的經濟合
作，提升雙向經貿投資合作水準。

政府部門
www.qdbofcom.gov.cn

http://www.investhk.gov.hk/zh-cn/index.html
http://hotelierawards.com
http://en.unistech.com.hk
http://www.kqgeo.com
http://www.qdbofcom.gov.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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紐西蘭

菲律賓

Mezcalito 是一間具洛杉磯風格的酒廊，主打梅
斯卡爾酒及其他墨西哥龍舌蘭酒品。

酒廊東主希望締造一個能放鬆心情、享受流行音
樂以及品嚐香醇雞尾酒的社區，讓顧客猶如置身
美國西岸和歐洲的 Mezcalito 裡一樣。

Mezcalito 位於四通八達的中環，不但環境雅緻，
更坐擁醉人景色，絕對是下班後輕談淺酌的好去
處。此外，酒廊正積極推廣新穎的深夜舞蹈節
目，更會利用場內的活動房間和投影機，為來自
藝術、時裝和科技領域的初創企業舉辦多種活動。

公司將配合市場的發展，並密切留意在香港及其
他亞洲其他地區開設分店的機會。

酒廊及酒吧
mezcalito.com.hk

178 Degrees 是香港一間專營紐西蘭優質食品的
進口商，其產品包括太平洋生蠔、藍鮑魚和天然
麥盧卡蜂蜜。其主打產品庫克山出產的淡水帝王
三文魚，獲美國海洋關注團體 Seafood Watch 評
為最具可持續性的海鮮食材。

鑑於大眾對安全、來源可靠的食品需求不斷增
長，來自紐西蘭的 Benjamin So 於2015年創辦
178 Degrees，致力把親自於紐西蘭採購的優質
食品直接帶給香港消費者。

178 Degrees 的產品主要供應五星級酒店和
餐廳，例如麗思卡爾頓酒店和米芝蓮星級餐廳
Arcane 等。公司最近更推出了網店，並提供上門
送貨服務。

可持續性和責任資源管理是178 Degrees 的業務
基礎，因此，公司致力與深切關注品質及產地的
供應商合作，當中有許多是秉承“kaitiaki（守護紐
西蘭自然資源）”精神的家族企業。

紐西蘭優質食品進口商及分銷商
178degrees.com

作為一個線上影響者營銷平台，AlphaConcepts
致力為品牌提供與影響者（即關鍵意見領袖，

“KOL”）聯繫的有效渠道。商家在平台發佈推廣活
動的資訊及要求後，“KOL”將透過流動應用程式
看到有關資料，而最適合品牌形象的“KOL”會被
選出參與活動。自平台於2017年4月推出以來，
AlphaConcepts 已成功招攬不同領域的微型、中
層以至最頂級的“KOL”。

公司的創辦人分別來自時裝、科技及金融業背
景，並於東南亞市場擁有豐富經驗，團隊深受香
港蓬勃發展的初創生態系統所吸引，因此把總部
設在香港，目前為時尚、美容、消費商品與服

務、酒店與旅遊、科技和電子商務等行業的本地
及國際品牌以及由中小企業經營的品牌提供服
務。鑑於香港人口多元的特點，AlphaConcepts
認為香港是拓展亞太區市場的策略通道。

“KOL”營銷平台
alphaconcepts.co

墨西哥

http://www.investhk.gov.hk/zh-cn/index.html
http://mezcalito.com.hk
https://178degrees.com
https://alphaconcepts.c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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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羅斯

新加坡公司 Cocoba Pte Ltd 旗下管理多個正在
快速拓展的食品及飲料品牌，當中包括 IRVINS 
Salted Egg。公司在發展早期專注於打造各式
餐廳，包括以例如鹹蛋蟹等菜式而聞名的 Irvin’s 
Live Seafood，因而奠下發展 IRVINS Salted Egg
的基礎，最終打造成為炮製饞人鹹蛋味薯片及魚
皮的專家。

IRVINS Salted Egg 目前在新加坡設有八間分店，
首間香港分店已於2018年2月在尖沙咀海港城 
開業。

小食零售
irvinsaltedegg.com

新加坡公寓預訂平台美都優舍致力於把商務客戶
與其旗下管理及裝修佈置的服務式住宅聯繫起
來。公司根據地點、價格、質素及設備精心挑選
每一個住宅單位，務求滿足現代生活的標準。美
都優舍於2014年在新加坡成立，其後於2017年
進駐東京，這間初創業企業於2017年獲日本電商
及互聯網公司樂天投資280萬美元，現正積極加
快在亞洲的擴張步伐。

公司認為，香港不但是亞洲主要的商業中心，訪
客數量更是全球數一數二，來自商務旅客，甚至

是運動員的短期至長期住宿需求因此十分強勁。
美都優舍的目標是在不損現代旅客應享的住宿質
素下，為市場提供經濟實惠的生活空間。

網上物業搜尋平台
metroresidences.com/hk

雲活於2016年由三位來自瑞典和駐港工程師及設
計師創立。香港距離內地供應商僅幾小時車程，
還擁有完善的基礎設施和運輸渠道，無疑是公司
的理想據點。

雲活的產品組合涵蓋服裝以至電子產品配件，其
產品以功能性和耐用物料為設計核心，務求精製
出目的明確的北歐風格產品。現代生活對價格合
理的智能設計產品有著前所未有的需求，市場卻
偏偏缺乏此類產品，這正是促使公司成立的原因。

雲活的產品主要透過美國和日本的電子商務網站
銷售，並將於短期內在香港有售。公司的創辦人
是一位熱愛設計日常智慧型商品的瑞典企業家。

北歐設計產品 — 電子商務
wanliving.com

瑞典

新加坡

ATC 航空服務公司成立於1999年，是一家為俄
羅斯提供貨運服務的頂尖國際物流公司。自2008
年起，公司以發展當地旅遊業為基礎，開發了各
種各樣的旅遊項目，開拓度身訂造的高端訂製
團，不但滿足不同市場的需求，並且展示俄羅斯
不一樣的風貌。公司擁有專業的當地接待團隊，
負責客運及貨運包機服務，亦是俄羅斯航空客運
銷售代理。現擁有29間分公司及代表處，遍佈俄
羅斯、中國內地、東南亞及歐洲。

讓客戶出行安心又稱心一直是 ATC 不變的宗旨。
為了應付俄羅斯旅業的持續發展，公司正在積極
擴充團隊，推出不同類型的旅遊發展項目，迎合
香港旅遊市場的需求，帶給市場多樣化的俄羅斯。

貨運及旅遊業

http://www.investhk.gov.hk/zh-cn/index.html
https://irvinsaltedegg.com
https://metroresidences.com/hk/
https://www.wanliving.com


investhk.gov.hk

9客戶簡介

元大商業銀行於1992年成立，總部位於台灣台北
市。母公司元大金控是台灣資本市場前五十大的
上市公司，於2016年獲頒“亞洲企業最佳公司治
理獎”，其境外佈局涵蓋香港、上海、北京及深圳
等大中華地區、東北亞韓國及東盟市場的越南、
柬埔寨、菲律賓、印尼、緬甸與泰國等地。

由於香港是三大國際金融中心之一，加上“滬港
通”政策實施後，元大商業銀行可藉由香港分

行，快速與國際金融市場接軌。香港分行業務範
圍涵蓋存款、匯款、授信、進出口貿易融資等，
為境內外客戶提供更全面的金融服務。

銀行
www.yuantabank.com.tw/bank/

Halal Planet 成立於2017年12月，是一間以香
港為基地的初創企業，其網站和流動應用程序專
門為在港生活和旅遊的穆斯林人士展示香港的清
真產品和服務。

公司提供全面的清真餐廳、產品、清真友好酒店
和景點清單，用戶可留下評語及參加 Halal Planet
與供應商協定所得的眾多推廣活動。

縱觀亞洲旅遊業，清真有關市場規模龐大，而且
發展迅速，因此 Halal Planet 銳意在年底前將其
服務拓展至其他亞洲地區。

此外，Halal Planet 更開創了“Charity4Free”運
動，承諾用戶每留一個評語，就會為一名貧窮兒
童提供食物援助。這項社會責任活動不但能鼓勵
一眾企業共襄善舉，更有助 Halal Planet 在這個
快速增長的行業中訂立發展路線。

旅遊觀光網上平台
halalplanet.com

作為英國北愛爾蘭地區的經濟發展機構，北愛爾蘭
投資局致力透過其偏佈全球的辦事處網絡促進貿易
及投資活動。最近，該局於香港成立了辦事處。

北愛爾蘭的教育體制是公認歐洲數一數二的教育
體制，該區學生的 GCSE 和 A-level 考試成績向
來比其他地區英國優勝。該區現有五成半人口的
年齡在40歲以下。

北愛爾蘭將其優質產品和服務輸出到世界各地，
在亞洲，其輸出範圍涵蓋科技、食品、物料處
理、工程建築、生命與保健科學以及金融科技等
多個領域。

此外，北愛爾蘭在吸引外來投資方面有著驕人的
成績。除了位處歐洲，地理位置優越外，北愛爾
蘭還擁有受過良好教育的勞動人口、完善的通訊
基礎設施、便於營商的環境以及極具競爭力的經
營成本效益，因此得到眾多全球企業的垂青。

政府經濟發展機構
investni.com

英國

MemePR 潮語傳媒是運用人工智能技術為主的行
銷平台，希望透過更高效、更簡單及更可靠的行
銷服務，協助所有企業在本地及全球市場業績持
續成長。MemePR 目前覆蓋大中華區以及十多個
東南亞國家，並擁有全球超過1,000家媒體及行
銷企業的合作伙伴。公司利用最尖端的人工智能
及 Memebot 技術幫助企業收集市場情報、擬定
行銷策略建議、協助客戶主動出擊，快速累積知
名度與增加業績。

香港不但擁有穩健而極具商業靈活性的金融及法
律政策，更是進入中國內地市場的絕佳跳板，公
司因此選擇在香港設立區域總部，以進行業務及
技術開發。

人工智能行銷宣傳平台
memepr.com

台灣

http://www.investhk.gov.hk/zh-cn/index.html
https://www.yuantabank.com.tw/bank/
https://www.halalplanet.com
https://www.investni.com/international/asia-pacific.html
https://www.memepr.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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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立於1993年，著名高級英國朱古力品牌 Hotel 
Chocolat 向來以“高可可，低甜度”作為賣點，
製作過百款精緻又可口的朱古力產品，極受朱古
力愛好者歡迎。這個享負盛名的品牌於2017年
4月衝出歐洲，選址在香港銅鑼灣 SOGO 開設第
一間亞洲專櫃，繼而於8月在 APM 設立首間專門
店，由 Wise Fine Enterprise Limited 分銷，並首

次引進“Ice Cream of the Gods”，為香港消費者
帶來嶄新的朱古力享受。

零售
hotelchocolat.com

美國
Bears Nutrition 是一個美國優質兒童營養品牌，
由曾任職約翰霍普金斯醫療機構的頂尖兒科營養專
家聯同風險投資家和樂餉社的共同創辦人所創立。

公司專注拓展大中華市場，為該區多達2.35億
名兒童以及全力支援孩子成長的家長服務。在世
界一流的專業醫療人員及奧運金牌得主支持下，
Bears Nutrition 銳意為亞洲帶來可靠的營養平台。

由於香港是進入內地及亞洲市場的絕佳跳板，公
司亦因此進駐香港，在此成立亞洲總部，並將於
短期內設立貿易辦事處。

為擴大公司在亞太區的影響力，Bears Nutrition
現正為種子積極尋求營銷及分銷合作伙伴。

優質兒童營養品牌
bearsnutrition.com

作為業界先驅，Traveltek 近二十年來一直致力為
旅行社、旅遊營運商和批發商提供尖端解決方案。

Traveltek 的總部位於英國，在悉尼、邁阿密、 
杜拜、香港和新加坡皆設有辦事處。公司提供全
方位的完善定制產品，以幫助全球客戶更有效率
地工作、提高盈利能力，以及提升客戶體驗和留
客率。其產品組合包括制定套票方案、消費者網
站、綜合預訂平台、後台系統、客戶關係管理、
旅遊營運平台及 API。

此外，Traveltek 亦是業內領先的郵輪預訂方案供
應商，用戶球可以透過 Traveltek 自行選取郵輪

行程的細節，以制定旅遊套票出售。憑藉這項技
術，Traveltek 自2014年起連續四年獲“世界旅
遊大獎”評為“全球領先的動態制定套票方案供應
商”，使公司在芸芸旅遊科技供應商中脫穎而出。

旅遊科技
traveltek.com

TourDesk 是一間頂尖的旅遊科技公司，現已晉
身業界翹楚之列。公司專門為旅行社、旅遊營運
商、批發商、住宿供應商及旅遊代理商提供軟件
方案，世界各地的旅遊業者均使用 TourDesk 的
軟件系統和服務來管理業務。憑藉全球合作伙伴
網絡，TourDesk 致力幫助客戶取得至關重要的成
果，並為切實的問題提供創新解決方案，公司為
旅遊業提供的一系列產品包括中／後台辦公室、
客戶關係管理及預訂搜尋引擎。為服務其偏佈全

球20多個國家的客戶，TourDesk 選址香港開設
亞太區總部，這個新辦事處勢必為區內現有的 IT
解決方案供應商帶來分銷及合作機會。

旅遊科技
tourdeskglobal.com

http://www.investhk.gov.hk/zh-cn/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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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tourdeskglobal.com


investhk.gov.hk

11客戶簡介

希路智匯是一間以香港為基地的教育創新公司，致
力於為亞洲金融和專業服務行業的客戶提供服務。

希路智匯於2016年由兩名美國人創立，專門為
銀行家、經紀商、律師和會計師等專業人士設計
及開發極具創意、實用和別開生面的廣泛學習體
驗。香港作為亞洲最大的服務經濟體系，每年有
超過30萬名專業人士需要接受持續專業進修教
育，若納入亞洲其他主要城市在內，該數字將提
升至100萬。有見及此，希路智匯銳意成為亞洲
認證電子教學領域的“黃金標準”。

在客戶大力支持以及所服務專業人士的直接投資
下，希路智匯成功編制出能互動交流、傳授知
識，以及提升特定技能和工作績效的課程。藉由
電子學習，客戶能隨時隨地使用任何裝置上課。

教育科技
halolearningworks.com

Hush Home 專門設計和銷售能提升睡眠質素的
產品，其枕頭、床褥和床上用品在洛杉磯設計及
測試，並透過網上渠道、合作酒店和臨時實體商
店出售。鑑於香港擁有便利的營商環境，公司把
營運及營銷基地設在香港，最近更在此成立全球
物流中心，把公司能享受本地港口的批量折扣優
惠直接回饋顧客。

Hush 為其電商客戶提供簡單便捷的國際貨運服務
以及100晚試用保證，力求讓顧客安坐睡房中便
可體驗到猶如置身高級酒店的舒適感。

電商品牌及酒店用品供應商
hushhome.com

Miro 於2016年在香港成立，是一間以應用人工 
智能的公司，幫助企業有效率地編制和利用視覺
內容。

Miro 一直致力於改變活動攝影業的客戶體驗，其
目標是把活動參與者與其個性化內容連結起來，
從而帶動社交媒體上的互動分享率，為活動主辦
方和贊助商締造價值。

Miro 初期專注於耐力運動項目，其世界上最迅速
精準的解決方案能在數秒內把賽事照片傳送給跑
者；其後，公司以人臉識別技術作為其解決方案
的核心支柱，拓展到企業活動和貿易展覽範疇。

展望未來，Miro 將積極拓展其他類型的活動， 
並繼續就視覺內容提供創新分析，為各大品牌 
提升價值。

香港擁有國際化的社群，豐富多姿的多元化盛
事，無疑是推出和發展 Miro 的理想地點。

應用人工智能
miro.io

卓納畫廊是一間當代藝術畫廊，現透過其位處 
紐約、倫敦及新開幕的香港展覽空間代理超過 
50 位在世和已故藝術家的作品。自 2013 年以
來，畫廊成功舉辦各種創新、獨特且具開創性的
展覽，範圍涉及多種媒體和類型。卓納畫廊活躍
於一手及二手藝術市場，一直致力培育藝術家的
事業，當中多位是當今極具影響力的藝術家。此
外，畫廊亦與不同界別的國際藝術團體保持長期
的合作關係。

卓納畫廊已連續七年參與香港藝術展，無疑見證
了香港和亞洲藝術界的發展潛能。2018年1月，
卓納畫廊在香港中環 H Queen’s 開設其首間亞洲
畫廊。香港畫廊將展示國際知名藝術家的作品，
並致力與來自不同背景的觀眾 — 本地居民、國際
遊客、普羅大眾以至藝術愛好者互動交流。

畫廊
davidzwirner.com

http://www.investhk.gov.hk/zh-cn/index.html
http://halolearningworks.com
https://www.hushhome.com
https://miro.io
https://www.davidzwirner.com


12 客戶簡介

investhk.gov.hk

德美利證券的總部位於美國，是為個人投資者提
供交易技術及相關解決方案的領航者。自1975年
成立以來，公司走過一段引以為傲的創新歷程，
除了是史上首間透過按鍵電話、互聯網及流動裝
置進行交易的公司外，最近更破天荒利用人工智
能 Chatbot 進行交易。

現時，按客戶資產規模計算，德美利證券在一眾
美國財富管理公司中排名頭十位。公司主要於美
國經營，每日由經紀交易商 TD Ameritrade, Inc.,
為客戶執行超過70萬宗交易。

德美利證券透過旗下多間經紀交易商子公司為超
過1,000萬個客戶提供投資服務和教育，這些賬
戶的資產總值超過1萬億美元。繼2011年在新加
坡成立其首間亞洲附屬機構後，公司現已準備好
將其屢獲殊榮的產品帶到香港。

證券商
tdameritrade.com.hk

PingPong 是跨境金融服務行業的創新引領者，
是為企業對消費者（B2C）的跨境電商提供收款服
務的全球支付公司。成立於2015年的 PingPong
也是全球首家專門為中國內地與香港跨境電商賣
家提供定制化收款的企業。它通過當地語系化的
優勢和專業嚴謹的風控以及合規工作，大大降低
收款費用，也減少了處理時間。PingPong 的使命
是讓跨境電子商務沒有壁壘，高效成長。

PingPong 在香港、杭州、三藩市、紐約、盧森
堡、東京、上海及廈門成立辦公室，並在對應各

地監管地區域接受金融監管部門的監管。2017年
9月獲得歐洲支付牌照，成為中國內地首家獲此 
牌照的金融科技企業。它目前為內地，香港以及
美國的賣家提供跨境收款服務。

金融服務
pingpongx.com

http://www.investhk.gov.hk/zh-cn/index.html
https://tdameritrade.com.hk/
https://www.pingpongx.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