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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19預算案 —
發展多元經濟
財政司司長陳茂波於2月28日公佈2018/19年財政預算案。由於外圍環境較預期好， 
香港經濟去年增長達3.8％，預測2018年增長為3-4％。2017年整體通脹率為1.5％，
基本通脹率為1.7％。2018年，全年整體通脹率預測為2.2％，基本通脹率為2.5％。

http://www.investhk.gov.hk/zh-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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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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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新科技
財政司司長說：“香港絕不能落後
於大形勢，必須繼續完善創科環

境、吸引新經濟公司和科研機構落戶，以及
培育知識型人才。”

香港創新科技發展有四大範疇：生物技術，
人工智能，智慧城市和金融科技。為改善營
商環境，政府撥款200億元用於落馬洲河套
區港深創新及科技園第一期，並向創新及科
技基金注資100億元，繼續支援應用研發。
政府亦會撥出100億元，提升科學園設施，
加強支援園內的公司。與此同時，向數碼港
撥款2億元，加強支援初創企業，另加撥款 
1億元，推動電子競技產業發展。

旅遊發展
為了讓香港旅遊發展局落實《香港旅遊
業發展藍圖》，該局將獲得2.26億元的

資助。政府在未來數年會合共撥款3.1億元支持 
海洋公園發展教育旅遊項目。

商業及專業服務業
為推動商業及專業服務業發展，政府
會為“發展品牌、升級轉型及拓展內銷

市場的專項基金”注資15億元，並優化相關支援
計劃。

為配合推動貿易及物流業朝高增值方向發展，政
府會把報關費的上限定於200元，以進一步降低
高價貨品進出口香港的成本，提升香港作為高貨
值貿易樞紐的優勢。政府正積極研究重建香港國
際機場的空郵中心，提升其效率及容量，並已為
此預留50億元。

金融服務
在金融服務方面，未來五年發展總
額為5億美元，為債券市場提供必要

的支持。政府推出為期三年的債券資助先導計
劃，吸引海內外企業來港發債，並於2018年及
2019年繼續發行銀色債券。為推動綠色金融，
政府會推出借款上限為1,000億港元的綠色債
券發行計劃。

創意產業
為促進創意產業的發展，政府將再
向創意智優計劃注資10億元，特別

是在培訓青年人和扶助初創企業方面，以及
令社會各界更認識創意及設計思維的價值。

更緊密協作
政府會以前瞻和策略性的角度，審視
香港的競爭力、經濟和產業發展的情

況與方向，並適時適度地推出措施，發揮“促成
者”和“推廣者”的角色，為一些具有優勢和發
展潛力的行業提供支援、開拓市場；並檢視法規
及稅制要求，拆牆鬆綁，創造有利營商的環境。

政府致力拓展經濟貿易辦事處的網絡，拓展 
機遇。我們將積極尋求與其他經濟體，包括與 

“一帶一路”沿線經濟體簽訂自貿協定、投資協
定和全面性避免雙重課稅協定，鞏固我們國際貿
易及投資樞紐的地位。

http://www.budget.gov.hk


3國際行事曆

	由投資推廣署主辦					詳情請瀏覽本署網站：investhk.gov.hk

四月

4

香港
2018香港資訊及通訊科技獎
該獎項旨在表揚及推廣優秀的資訊及通訊科技發明和應用，
以鼓勵香港業界精英和企業不斷追求創新，謀求更佳和更具
創意的方案，滿足企業的營運需要。
地點：香港會議展覽中心
主辦：香港特區政府資訊科技總監辦公室
▶www.hkictawards.hk

11

三藩市
BBVA金融科技活動
投資推廣署將於國際村參展，是次活動匯聚來自大灣區的金
融科技企業家和革新者。
地點：三藩市百老匯舞廳
主辦：西班牙對外銀行

12-13

香港
互聯網經濟峰會
是次峰會上，一眾國際及本地頂尖思想領袖將探討如何把握
互聯網驅動經濟發展所帶來的無窮機遇及分享其見解。
地點：香港會議展覽中心
主辦：政府資訊科技總監辦公室及數碼港
▶ieconomysummit.hk

17

香港
東盟社群聯誼酒會
是次聯誼酒會旨在感謝東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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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

上海
IPO會議系列：邁向成功上市之路－上海站•2018
是次活動將匯聚多位企業領袖、監管機構要員以及頂尖交易
商，共同探討大中華區 IPO 市場快速發展所帶來的挑戰和 
機遇。
地點：上海明天廣場 JW 萬豪酒店
主辦：中國金融投資網及天職香港
▶chinamoneynetwork.com/taking-world-public-shanghai-2018

25、27

都柏林及布魯塞爾
Routes	to	Growth	Conference	2018
會議旨在幫助當地的中小企業探索香港、內地和東南亞市場
的商機，並邀得有關專家分享其亞洲經驗。
地點：都柏林及布魯塞爾
主辦：國泰航空
▶routestogrowthasia.com 

五月

14-16

紐約
Consensus	2018區塊鏈會議
會議將匯集250名講者和3,000多名與會者，當中大多是來
自行內領先初創企業、投資機構、金融機構、科技龍頭企
業，以及學術和政策團體。
地點：紐約市中心希爾頓酒店
主辦：Coindesk
▶coindesk.com/events/consensus-2018

24-25

阿姆斯特丹
The	Next	Web	Conference
這為期兩天的科技盛會將匯集國際科技企業的高管成員、 
投資者及初創企業代表。投資推廣署將於會場內設有展位。
地點：阿姆斯特丹韋斯特公園
主辦：theNextweb
▶thenextweb.com

六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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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京
香港投資環境商業研討會
研討會旨在講解如何利用香港作為業務平台，並分享管理 
香港子公司的訣竅。
地點：東京飯田橋
主辦：KPMG AZSA LLC
▶home.kpmg.com/jp/ja/home/events.html

4-6

阿姆斯特丹
Money	20/20
Money 20/20是支付、金融科技及金融服務領域中，全球最
大的交流、聯誼及交易平台，各行各業的領袖能藉此抓住新
商機、加強合作伙伴關係，並探索最新的顛覆性發展。
地點：阿姆斯特丹 RAI 國際會展中心
主辦：Money 20/20 Europe
▶europe.money2020.com/amsterdam

4-8

雅典
Posidonia
Posidonia國際航運展覽不但是國際航運業與希臘航運商之
間的聯繫橋樑，亦是匯聚國際航運商，並為其提供業界最新
發展資訊的平台。
地點：雅典國際機場大都會博覽館
主辦：Posidonia Exhibitions SA
▶posidonia-events.com

11-13

都柏林
Moneyconf
這項為期兩天的活動將雲集5,000名來自60多個國家的與會
者，作為交流聯誼、深入了解金融科技以及貨幣、支付和金
融革命的平台。
地點：都柏林 RDS 展覽館主館
主辦：網路高峰會
▶moneyconf.com

21-22

都柏林
Inspirefest
由Silicon Republic 舉辦的國際盛事旨在聯繫科技專才，就
領導力、創新和多元化發展提供嶄新觀點。
地點：都柏林伯德蓋斯能源劇院
主辦：Silicon Republic
▶inspirefest.com

28

香港
2018年一帶一路高峰論壇	—	全方位合作
本屆高峰論壇匯聚來自“一帶一路”沿線及以外國家的高級官
員、國際機構代表、商界翹楚及行業領袖，旨在就多邊合作
交流意見，並探討“一帶一路”倡議帶來的全新商機。
地點：香港會議展覽中心
主辦：香港貿易發展局
▶beltandroadsummit.hk/en/index.html

29

席凡寧根
商業研討會
是次商業研討會聚焦於荷蘭企業在香港大灣區的機遇，聚
焦先進製造業及循環經濟。研討會結束後將於 Volvo Ocean 
Race Village 舉行酒會。
地點：席凡寧根 Zuiderstrandtheater 劇院
主辦：荷蘭香港工商總會

七月

11

東京 
“一帶一路”研討會
是次研討會旨在講解“一帶一路”倡議的要項及發展機遇。
地點：東京神保町
主辦：投資推廣署、香港駐東京經濟貿易辦事處及香港貿易
發展局

21

香港
香港城市青年商會第22屆創意創業大賞
該活動旨在表揚本港創意創業者的成就，推動本港創業風氣。
簡介會暨招募日： 4月4日
接受報名：至2018年5月16日
評審日：2018年6月16日
主辦：香港城市青年商會
▶www.cjc.org.hk

2018

http://investhk.gov.hk/zh-cn
http://www.hkictawards.hk
http://ieconomysummit.hk
http://chinamoneynetwork.com/taking-world-public-shanghai-2018
http://routestogrowthasia.com
http://coindesk.com/events/consensus-2018
http://thenextweb.com
http://home.kpmg.com/jp/ja/home/events.html
http://europe.money2020.com/amsterdam
http://posidonia-events.com
http://moneyconf.com
http://inspirefest.com
http://beltandroadsummit.hk/en/index.html
http://www.cjc.org.hk


4 行業焦點

政府計劃斥資7億港元，推動智慧城市發展的關鍵基礎建設項目。重點關注“智慧出行”、“智慧生活”、“智慧環境”、
“智慧市民”、“智慧政府”及“智慧經濟”此六個主要範疇，該計劃擁抱創科，以構建一個世界聞名、經濟蓬勃及 
優質生活的智慧香港。

範疇重點：

創新及科技

香港智慧城市藍圖
香港智慧城市藍圖旨在提升城市對環球
企業和人才的吸引力以及鼓勵不斷的 
城市創新和持續的經濟發展

4

有關香港創新行業商機，請聯絡：

智慧出行

• 引入智能運輸系統及交通管理；整合交通消息及交通
路線搜索成一個流動應用程式

• 試行附帶感應功能的智能交通燈系統

• 在重點檢查點使用臉部生物辨識技術的智能機場

智慧生活

• 增加“Wi-Fi.HK”計劃下免費熱點數目

• 快速支付系統（FPS）

• 在醫院管理局設立大數據分析平台以促進分享匿名 
患者數據

• 逐步減少燃煤發電，以天然氣及非化石能源取代 
燃煤發電  

• 更廣泛和具規模地使用可再生能源

• 加入提供智能水錶系統，電動車充電設施和實時 
空置泊車位資訊的規定以建造綠色及智慧建築

智慧市民

• 於2018年推行創科優秀人才特快入境計劃，吸納 
海外和內地的科技人才

• 撥出5億港元推行科技人才計劃，包括“博士專才庫”

智慧政府

• 在政府一站式公共資料入門網站“資料一線通” 
（data.gov.hk）以數碼方式開放更多公私營機構的 
數據，以促進科研和創新，並由今年起從醫療、 
運輸和教育界別開展工作

智慧經濟

• 推動金融科技措施，探討分布式分類帳技術在貿易 
融資及跨境匯款等不同領域的應用

• 香港金融管理局（HKMA）促進引入虛擬銀行

• 2018-19年度為企業符合資格的研發開支提供額外 
稅務扣減

創新及科技行業主管	曾文龍		
電話：（852）	3107	1013	
電郵：stsang@investhk.gov.hk

資訊及通訊科技行業主管		周寶芬		
電話：（852）	3107	1012	
電郵：wchow@investhk.gov.hk

mailto:stsang@investhk.gov.hk
mailto:wchow@investhk.gov.hk


5專題報導

公司備存重要控制人登記冊
為了加強香港打擊洗錢及恐怖分子資金籌集的監管制度，當局由2018年3月1日起
實施新規定，要求所有香港公司（上市公司除外）必須確定並保存實益擁有權的最新
資料，以備存“重要控制人登記冊”

以下選錄部分常見問題，以助了解各項新規定 —

問： 備存重要控制人登記冊的新規定為何？

答： 根據由2018年3月1日起生效的《2018年公司（修訂）
條例》，所有在香港成立為法團的公司（上市公司除
外）均須：

• 識別及確定對其有重大控制權的人；及

• 備存重要控制人登記冊，供執法人員查閱。

問： 誰是公司的重要控制人？

答： 公司的重要控制人包括：

• “須登記人士”，即對該公司有重大控制權的自然
人；及

• “須登記法律實體”，例如：對該公司有重大控制
權，並為該公司的股東的某公司。

 某人如符合下述5個條件中的1個或以上條件，即對
公司有重大控制權：

• 該人直接或間接持有該公司25% 以上的已發行股
份；或如該公司沒有股本，該人直接或間接持有
分攤該公司25% 以上的資本或分享該公司25% 
以上的利潤的權利；

• 該人直接或間接持有該公司25% 以上的表決權；

• 該人直接或間接持有委任或罷免該公司董事局的
過半數董事的權利；

• 該人有權利或實際上對該公司發揮或行使重大影
響力或控制；

• 該人有權利或實際上對某信託或商號的活動發揮
或行使重大影響力或控制，而該信託或商號並不
是法人，但該信託的受託人或商號的成員，就該
公司而言符合首4個條件中的任何1個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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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 重要控制人的哪些詳情應記入公司的重要控制人 
登記冊？

答： 以下為應提供的重要控制人的詳情：

• 姓名 / 名稱

• 如屬須登記人士：
— 通訊地址、身分證號碼（如沒有身分證， 

該人所持有的護照的號碼和簽發國家）

• 如屬須登記法律實體（例如公司）：
— 法律形式、註冊編號、成立為法團的地方 

（管限該實體的法律）及註冊辦事處地址

• 成為重要控制人的日期

• 對公司的控制的性質

問： 公司應交付什麼表格以申報重要控制人登記冊的備
存地點？

答： 重要控制人登記冊可備存於公司的註冊辦事處或香
港某指明地方。如重要控制人登記冊並非備存於註
冊辦事處，則公司必須在重要控制人登記冊首次在
有關地方備存後，或在備存的地方有任何更改後的
15日內，使用表格 NR2通知公司註冊處處長。 

 不過，如現有公司（即在新規定於2018年3月1日
生效前已成立為法團的公司）的重要控制人登記冊
備存於該公司的成員登記冊所備存的同一地方，以
及公司註冊處處長已獲告知該備存地點，則無須將
表格 NR2交付公司註冊處登記。

一些常見情況

問： 我的公司是一間小型私人公司，有兩位股東，每人持
有公司50% 的股份。誰是我公司的重要控制人？

答： 如某人直接或間接持有公司25%以上的已發行股份，
即屬該公司的重要控制人。因此，你的公司的兩位股
東均為公司的重要控制人。他們的詳情均須記入重要
控制人登記冊。

問： 我的公司是一間小型私人公司，只有一名股東，為
一間名為 ABC Profits Limited 的香港公司。ABC 
Profits Limited 是否我公司的唯一重要控制人？

答： 不是。如自然人甲透過 ABC Profits Limited 對你的 
公司有重大控制權，甲也屬公司的重要控制人，ABC 
Profits Limited及甲的詳情均須記入重要控制人登記冊。

問： 我的公司是一間小型私人公司，只有一名公司股東， 
為一間於英屬維爾京群島成立的海外公司，而該海外
公司由我全資擁有。誰是我公司的重要控制人？

答： 如某人直接或間接持有公司25%以上的已發行股份，
即屬該公司的重要控制人。因此，該海外公司及你均
為公司的重要控制人，該海外公司及你的詳情均須記
入重要控制人登記冊。

如欲了解更多詳情，請瀏覽公司註冊處網站	
（https://www.cr.gov.hk/sc/scr）有關“重要控制人	
登記冊”的專設欄目。

https://www.cr.gov.hk/sc/scr


“ 香港是我們成立首個區域性
實驗室的理所當然之選 – 
香港不但是成熟的金融中
心、貿易樞紐，還擁有有利
的監管環境，更受惠於區內
對區塊鏈解決方案不斷增長
的需求。”

	 	德勤亞太區區塊鏈實驗室	
管理諮詢		合伙人		
冼君行

還擁有有利的監管環境，更受惠於區內對區塊鏈解決方案
不斷增長的需求。另外，香港人普遍對各種金融產品有一
定程度的了解，而且很快就能學會新技術。這個城市有著
大量優秀的國際化人才。”

冼博士認為香港發展金融科技的潛力巨大。隨著金管局計
劃推動虛擬銀行的成立，這將有助推廣普惠金融（一般針
對零售業及中小企）。難以獲得金融服務的公司將可得到小
額信貸或其他相關的金融服務。冼博士評論道：“香港約有
33萬家中小企，佔總就業人數約46%，因此我相信在這個
領域發展區塊鏈解決方案具有龐大的潛力。”

2017年，德勤在香港成立亞太區區塊鏈實驗室（實驗室）；
此前，德勤已於都柏林和紐約各設一個同類實驗室。早
前，德勤與香港金融管理局（金管局）及香港五間主要銀
行合作，促進分布式分類帳技術（DLT）在貿易融資生態
系統的採用，而實驗室的成立正是建立在該次合作的基礎
上。目前，德勤團隊已開發超過40項區塊鏈解決方案，
範圍涵蓋供應鏈、銀行和保險公司等。

德勤管理諮詢合伙人冼君行博士解釋指，區塊鏈解決方案
在配合 B2B 生態系統使用時，能達到最佳的效能。最常
見的應用是銀行聯同保險公司，或多間銀行之間透過合作
檢測欺詐，而跨行業區塊鏈解決方案正在香港興起，例如
航運保險公司聯同航運公司、汽車公司聯同租賃公司，又
或是食品供應鏈上的供應商希望能達至“從農場到餐桌”
的產品追溯。

冼博士表示：“在過去，人們對於分享記錄資料抱持非常
謹慎的態度，但現在有了區塊鏈解決方案，人們利用科技
建立信任，而且更願意互相合作。”

區內合計有超過400名員工應付各項目，香港團隊的20多
名工程師亦與廣州和重慶的開發及程式設計團隊緊密合
作。

冼博士補充道：“香港是我們成立首個區域性實驗室的理
所當然之選 — 香港不但是成熟的金融中心、貿易樞紐，

發揮區塊鏈在不同行業中的潛能
德勤在香港成立首個區域性區塊鏈實驗室，以迎合區內不斷增長的需求

德勤亞太區區塊鏈實驗室

•		繼成立都柏林及紐約區塊鏈實驗室後，第三個	
同類實驗室

•		位於香港的區域性實驗室有20多名員工，與位於
與廣州和重慶團隊緊密合作，為亞太區服務

https://www2.deloitte.com/cn/en/pages/financial-
services/topics/fintech.html?icid=nav2_finte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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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柬埔寨和菲律賓的特許經營店於今年稍後開幕， 
AP Company 日後會把香港作為其海外業務總部。釜谷將
史表示：“香港是個密集而緊湊的城市，在此開展業務相當
容易。此外，香港位於亞洲的心臟地帶，因此能讓我們輕
鬆便捷地管理旗下位於日本和東南亞的分店。”

公司現有近40名負責餐廳運作的全職及兼職員工。在未來
數年，AP Company 銳意在香港增設20間餐廳，並將於 
香港總部成立後，增聘更多文職員工來管理海外業務。

釜谷將史認為投資推廣署為經營者提供了一流的平台。他
總結道：“一開始，我對香港的政府政策及市場環境認識不
多，因此向投資推廣署尋求協助，他們提供的資訊和行業
消息能有效幫助我了解所需採取的部署。”

日本餐飲集團 AP Company 多年來一直密切注視香港 
市場，並積極尋求合適的合作伙伴和地點，以開設公司 
在香港的首間餐廳。2017年7月，公司旗下的領先品牌 

“塚田農場”登陸全港最受歡迎的旅遊及購物熱點之一，
位於尖沙咀海港城的海運大廈。

塚田農場坐擁遼闊海景，主打含豐富骨膠原的日式雞肉火
鍋，並致力為關注健康和美容的食客提供“從農場到餐桌”
的餐飲體驗，因此旋即成為美食愛好者的必去之店。

AP Company 董事總經理釜谷將史認為香港對於他們在
亞洲的持續擴張具至關重要的作用，他表示：“香港是我
們未來成功的關鍵所在。這裡不但擁有非常成熟的餐飲文
化，顧客的消費能力亦十分強勁，往往對嶄新的口味及用
餐體驗躍躍欲試。”

釜谷將史指，香港分店的銷售額及顧客人均消費額，是公
司於日本的200間餐廳以及分佈於新加坡、北京和雅加達
的10間分店之中排行最高。

他補充道：“對經營者而言，香港擁有非常成熟和穩定的
市場。儘管競爭激烈，但這個市場總是有容納新餐廳的空
間，而且機遇處處。”

為保持領先地位，釜谷將史鼓勵員工主動與顧客攀談， 
以了解他們的滿意度和期望。他亦每天拜訪不同的食肆，
力求掌握最新的飲食趨勢以及競爭對手所提供的服務。 
他表示：“最重要的，是要與顧客不斷溝通，並根據他們
的期望去改良我們的產品和服務。”

香港 — 國際美食熱點
繼塚田農場在香港大獲成功後，AP Company 計劃增設更多海外分店， 
並以香港作為海外業務總部

AP Company 

•		於2001年在日本成立的一間上市公司
•		在日本擁有200多間餐廳，並管理逾20個餐飲品

牌，另於新加坡、北京和雅加達分別設有6間、	
5間及1間分店

•		除了現時位於尖沙咀的餐廳外，2018年內公司還
將於沙田開設另一間分店

apcompany.jp

“ 香港是我們未來 
成功的關鍵所在。”

	 	AP	Company		
董事總經理	
釜谷將史

http://apcompany.j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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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的物流、建築及
房地產業從過去、現
在乃至將來都會保持
蓬勃發展，並將繼續
成為亞洲的金融中心
及服務樞紐。”

	 	歐睿國際	
香港區總經理	
Agilson	Valle

公司目前聘有24名員工，並計劃在2020年底前把團隊穩步
壯大至50人，以示其於香港發展的決心，並進一步打進亞
洲市場。Valle 表示：“我們視自己為香港金融市場的持續
合作夥伴，致力於為各行各業提供客觀獨到的資訊，為市
場帶來獨到見解。” 

自歐睿籌備進駐香港以來，投資推廣署便由籌劃階段開始
為公司提供支援。Valle 憶述：“在協助我們成立分公司時，
投資推廣署總是不遺餘力，除了幫忙物色公司的地點外，
我們憑藉他們與相關各方建立聯繫。當我們來到香港時，
我們感受到香港對歐睿的歡迎，更與投資推廣署交流了許
多想法。我極力向所有想要在香港開業的公司推薦投資推
廣署。”

總部設於倫敦的歐睿國際是一間國際市場研究機構，致力
於為全球客戶提供不同行業、經濟體及消費群的策略市場
訊息。公司於1972年創立，在行內擁有超過40年經驗，
憑藉14間遍佈全球各地的分公司，其深度研究服務涵蓋
超過200個國家的30多個行業。

為服務其長期客戶及探索新機會，歐睿國際最近在香港設
立分公司，並將於2018年5月正式投入服務。

香港區總經理 Agilson Valle 指，歐睿對於香港市場並不
陌生，公司曾為多間預備於香港聯交所上市的企業進行市
場規模估算及分析，因此擅於為客戶提供策略性商業情
報，以助其順利完成 IPO（首次公開招股）。隨著香港新
分公司的成立，公司現可透過專責的行業研究及客戶管理
工作的本地顧問團隊，為這裡的客戶提供面對面的支援服
務。

此外，歐睿注意到許多企業對中國“一帶一路”倡議的關
注日益增加。Valle 表示：“我們認為‘一帶一路’倡議具
備龐大的增長潛力，沿線地區的重大基礎設施投資呈強勁
增長態勢。香港的物流、建築及房地產業從過去、現在直
至將來都會保持蓬勃發展，並將繼續成為亞洲的金融中心
及服務樞紐。”　

Valle 續指：“我們認為亞洲區有著龐大的發展空間，機遇
處處，並期望參與其中。”

蓬勃的 IPO 市場為市場研究行業	
創造大量機會
鑑於香港 IPO市場保持增長，歐睿於香港開設分公司，以把握區內的機遇

歐睿國際	

•		於1972年在倫敦成立
•		香港分公司將於2018年5月正式投入服務
•	自2000年開始進駐亞洲市場，現於悉尼、班加羅

爾、上海、東京、首爾和香港設有分公司

euromonitor.com

http://euromonitor.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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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是一流的營商地點，這裡的
人都矢志追求成功，而作為極具
競爭力的城市，這裡除了擁有良
好的法律及經濟體系外，還擁有
深厚的人才庫。”

	 	Global	Exchange	Group		
董事會會長兼行政總裁	
Isidoro	J.	Alanis

家軟件以及不斷採用新科技，我們竭力提供迅速、高效和
專業的服務，以保持領先地位。”　

他補充道：“我們的長遠目標是在服務質素方面，成為零售
外匯行業中最佳的機場外幣兌換公司。”

在所有香港分行於2018年底前全數開業後，Global Exchange
的下一個任務為進一步擴充其區內業務。Alanis 表示， 
公司將於五年內擴大客戶群以及進駐其他位於亞洲的國際
機場，他說道：“我們一直在物色新的機會，並已準備好到
世界任何地方發展。亞洲的國際機場數目增長非常迅速，
因此是我們希望拓展的地區。”　

他總結道：“香港是最佳的營商地點之一，我們希望能把 
公司的亞洲總部設在這裡。”

Global Exchange 於1996年在西班牙薩拉曼卡省的豐特斯
德奧尼奧羅鎮開業，當時為坐落在西班牙與葡萄牙邊境的
一間當地外幣找換店。在歐元於1999年面世後，管理層意
識到公司即將流失多達九成客戶，因此決定把業務拓展到
海外。自此開始，Global Exchange 已發展為全球領先的
零售外匯交易公司之一，現時在21個國家的55個國際機場
營運逾260間分行。

公司於最近獲得香港國際機場的外幣兌換專營權，10間分
行中有8間已投入服務，餘下兩間將於2018年底前開業。

Global Exchange 選址香港開設其首間亞洲辦事處有幾個
原因，集團董事會會長兼行政總裁 Isidoro J. Alanis 表示：

“作為全球公認最佳的機場之一，香港國際機場以旅客人數
計是全球第三大的機場，更重要的是，其服務及設施均達
到國際最高質素及標準，因此我們對於能登陸香港國際機
場而深感自豪。”

“香港是一流的營商地點，這裡的人都矢志追求成功，而作
為極具競爭力的城市，這裡除了擁有良好的法律及經濟體
系外，還擁有深厚的人才庫。”Alanis 續指，公司在香港
聘用的員工大多數是本地人，他們的熱誠和工作質量給他
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為了在市場上脫穎而出，Global Exchange 的機場服務站
配備觸控式螢幕和多國語言顯示屏，致力於為來自世界各
地的顧客提供服務。其他增值服務包括專為顧客而設的電
子旅遊指南。Alanis 表示：“憑藉高質素的員工、可靠的自

香港 — 擴張亞洲發展
的重要里程碑
Global Exchange 於香港國際機場開設
10間分行，銳意在區內進一步發展

Global Exchange Group 

•		於1996年在西班牙薩拉曼卡省的豐特斯德奧尼	
奧羅創立

•		截至2017年，其服務的顧客人數達到約550萬，
員工人數超過2,000名

•		於2018年獲得香港國際機場的外幣兌換專營權，
其10間分行將全部於年底前開業

www.global-exchange.com	

http://www.global-exchang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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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賴香港擁有如此成熟
的創意產業，我們在這
裡能找到許多出色的人
才。我們的團隊大部分
是土生土長的香港人，
他們擁有不同文化背
景，亦是訓練有素的專
業人士。這裡的多元文
化為我們在國際市場上
帶來優勢。”

	 	Shadow	Factory		
聯合創辦人	
Devin	Ehrig

和業務發展方面的專才，建立了成功的商業模式以及獨特
而高效的團隊結構。

另外，Ehrig 認為香港的遊戲產業漸趨蓬勃，機遇處處。
他說：“業界協會和相關機構正積極推動行業的多元化發 
展，讓大眾認識遊戲產業尚未被發掘的機遇，包括為香港
青少年帶來就業機會。因此，我認為現正是在香港參與開
發互動內容的最好時機。”　

在成立不到兩年的時間內，公司從4人增至24人，包括創
意設計、技術生產以及銷售與營銷等職能．並將於今年
年底增聘多達40名員工。隨著公司即將完成 B 輪融資，
Ehrig 表示 Shadow Factory 將繼續於香港維持其製作工
作，同時亦將在加拿大組建一個新團隊。展望未來，他們
將配合團隊的擴張，尋求拓展東南亞市場的機會。

Shadow Factory 是一間全方位創意媒體製作室，專門 
為商業客戶提供故事導向的沉浸式體驗（immersive 
experience）方案，包括虛擬實境、擴增實境和混合實境
製作。自2016年成立以來，公司發展迅速，現已成為香港
一間由創意及科技專才組成的中型公司。公司位處亞洲中
心，致力服務眾多位於香港、澳門、北美和日本的國際客
戶，服務範圍涵蓋娛樂及零售以至工業。

聯合創辦人 Devin Ehrig 表示：“香港無疑是理想的據點，
在這裡可以輕易地接洽亞洲區內從事娛樂及工業業務的公
司，以及國際品牌和企業。憑藉這股市場活力，加上高速
互聯網、成熟的法律及知識產權制度等優勢，香港為我們
提供了難能可貴的機會。”

公司的創辦人出身於美國電影及動畫業，並把虛擬實境視
為與受眾互動最有效的媒介之一。他們意識到，香港是發
展虛擬實境業務的理想起步平台，因此決定以這個城市為
公司全球總部的所在地。

Ehrig 補充：“香港是我們的創業基地。全賴香港擁有如此
成熟的創意產業，我們在這裡能找到許多出色的人才。我
們的團隊大部分是土生土長的香港人，他們擁有不同文化
背景，亦是訓練有素的專業人士。這裡的多元文化為我們
在國際市場上帶來優勢。”

憑藉香港深厚的人才庫，Shadow Factory 利用創意、科技

創意與科技企業的理想起步平台
深厚的人才庫、蓬勃發展的市場以及成熟的資訊科技及法律基礎設施等優勢使香港
成為虛擬實境製作公司 Shadow Factory 的全球總部

Shadow Factory 

•		於2016年成立，總部設於香港
•		一間創意媒體製作室，專門為商業客戶提供故事

導向的沉浸式體驗方案
•		其內容及技術開發工作全部於香港進行

shadowfactory.io

http://shadowfactory.i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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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幸好香港擁有一流的人才
庫。當我們有新項目時，
我們有把握能在此招募合
適員工，而毋須過於依賴
公司總部。”

	 	Hargreaves	Industrial	Services		
合約總監	
Mark	van	Kalles

Hargreave 的下一個目標是多元化發展香港的服務組合，
並進行區域擴張。Van Kalles 表示：“我們在這裡建立的良
好服務組合足證我們的項目質素和能力，我們將以此作為
探索其他市場及行業的基礎。” 

他補充道：“‘一帶一路’倡議勢必對行業產生影響，尤其
是我們正尋求將服務帶到中國內地和東南亞市場。”

自 Hargreaves 於2012年設立香港據點以來，投資推廣署
便致力從不同層面提供協助，例如宣傳推廣以及就簽證申
請提供建議等。Van Kalles 總結道：“我們早於六年前便開
始與投資推廣署接觸，至今依然保持聯繫。他們不但能在
開設業務的階段發揮作用，還有助於公司發展。”

Hargreaves 為英國上市的綜合性工業服務公司，自2012
年進駐香港開始，這個城市便為其提供了龐大的機遇。鑒
於過去六年來的業務增長，Hargreaves 最近成立了一間
專門從事建築及棚架搭建項目的子公司 Access Services 
HK Ltd。

合約總監 Mark van Kalles 指，香港作為 Hargreaves 於
亞洲的第一個立足點，為公司的業務發展提供了一個既安
全、前景又可觀的環境。他表示：“香港市場的兼容性極 
高，法律體系和合同法亦與英國相約。”

他補充道：“這裡的營商模式與英國很相似，因此在香港
開設業務變得非常容易，我們正打算以香港作為拓展亞洲
業務的中心。”

他續指，這裡的招標和發牌程序富透明度，而且提供詳盡
的雙語資料，外國企業因此能輕鬆參與項目競標。

目前，Hargreaves 主要在香港從事工程和維修項目。 
Van Kalles 表示，公司英國總部提供的所有服務，例如房
地產開發、物流和可再生能源項目等，都是他們能為香港
帶來的潛在機遇。

在成立短短七個月內，Access Services 便已聘用超過70
名員工從事相關項目，包括管理人員、工程項目經理以及
一般工人，當中有大部分都是在本地招聘的。Van Kalles
表示：“幸好香港擁有一流的人才庫，開展新項目時，我們
有把握能在此招募合適員工，而毋須過於依賴公司總部。”

在亞洲構建進一步發展
隨著業務騰飛，英國工業服務公司 Hargreaves 在香港成立子公司，以滿足不斷增長
的棚架搭建及建築項目需求

Hargreaves Industrial Services  

•		公司總部位於英國杜倫，在全球擁有超過2,000名
員工

•		目前，公司在英國主要從事基礎設施、能源及房
地產業方面的項目和服務，在香港則專注於工程
和維護工作

•		旗下子公司 Access	Services	HK	Ltd 於去年9月	
成立，專門從事亞洲區的建築及棚架搭建項目

www.hsgplc.co.uk

http://www.hsgplc.co.u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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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中有很多公司致力於推動人工智能（AI）以及工業4.0智
慧工廠的發展。作為這個科技社區的一分子，可以助我們
加強與現有業務合作伙伴的關係，並將其業務覆蓋範圍加
倍擴大。香港擁有世界一流的大學、大量優秀人才，還有
一些從海外學成歸來的精英，我們在這裡能找到許多有才
幹的工程師。”

展望將來，由於亞洲的客戶群正在快速擴大，公司計劃在
香港進行更多技術應用的研發工作，從而加強研發和創新
的能力。Fernandez 興奮地說道：“香港為我們提供了大量
與客戶合作及共同開發創新定制產品的機會。我們預期香
港以至亞洲將取得更大的進展，尤其是在先進科技的應用
方面。”

1960於美國成立的 Teledyne Technologies，為各種高科
技市場提供技術支持，業務涵蓋深海石油和天然氣勘探和
生產、海洋學研究、空氣和水質量環境監測、工廠自動化
和醫學成像。2017年3月，公司全面收購以射頻（RF）與
微波產品 、高可靠性半導體和專業成像感測器為技術核心
的英國製造商 e2v，後改名為 Teledyne e2v。同年下半年， 
Teledyne 亞太總部進駐位於香港科學園的全新辦公室。

亞太區副總裁 Anthony Fernandez 指，公司選擇香港作為
亞洲總部的原因主要有兩個：“我們大多數客戶來自北亞
地區，尤以中國內地、日本和南韓為主，因此，我們的辦
事處需位處戰略性地理位置，讓我們能迅速為客戶提供支
援。此外，香港高透明度的法制及財務結構是我們所熟悉
的體系，因此能安心在此經營。”

座落香港的亞太區總部共有約20名員工，主要為亞太區客
戶提供市場營銷、應用開發、技術及營運支援，在支持和
整合日益增長的亞洲業務方面發揮著關鍵作用。此外，公
司亦於深圳、北京、橫濱、首爾和台北設有辦事處。

自 e2v 在香港成立之初，投資推廣署便一直為其提供支
援，包括協助公司註冊、開立銀行戶口及招聘員工等，延
續至現在 Teledyne e2v 於香港擴展業務。

富有前景的創科生態系統
Fernandez 對香港的創科生態系統持樂觀態度，他表示： 

“我們很高興看到有這麼多科技初創企業駐紮於科學園， 

Teledyne e2v 

•		Teledyne	e2v是全球領先的高性能系統和設備專業
技術供應商，致力於為醫學科技、航空航天與國防
以及商業與工業市場提供各種解決方案、子系統和
組件

•		亞太區總部位於香港，另在區內設有五間辦事處

Teledyne-e2v.com

瞄準亞洲創新及科技發展的潛力
隨著區內的迅速發展，全球領先的高性能系統和設備專業技術供應商
Teledyne e2v 最近於香港擴充其區域總部

“  這裡高透明度的法制及財務
結構是我們所熟悉的體系，
因此能安心在此經營。”

	 	Teledyne	e2v		
亞太區副總裁	
Anthony	Fernandez

http://Teledyne-e2v.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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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最佳地點。”王揚斌更表示，香港的優質教育締造了有利
各種不同行業及工作職能的深厚人才庫。

長期以來，投資推廣署駐三藩市辦事處一直與王揚斌保持
聯繫，致力為其提供有關進駐香港的資訊。王揚斌道： 

“投資推廣署就像一位非常要好的朋友，在整個過程中支持
著我們。我非常感謝該署員工一直以來提供的熱心幫助和
豐富資訊。”

阜博集團創立於2005年，其總部位於美國加州聖塔克拉
拉，在美國、日本和香港均設有分公司。公司的使命是面
向移動網絡新時代，提供全球領先技術平台，激發視頻媒
體產業無限潛能 。

憑藉其一系列於矽谷開發的產品，阜博致力幫助電影公
司、電視網絡公司和影音串流平台等內容擁有者及分銷商
把盜版引致的收入損失減至最低，同時把全球內容分銷帶
來的利潤推至最高。公司的 VDNA® 數碼指紋識別技術平
台具影音追踪效能，因此能有效保護版權並進行內容計量。

繼2018年1月在香港聯交所主板成功上市後，阜博現計劃
在中國內地開設更多分公司與辦事處，這些機構將由香港
公司全資擁有或成為其附屬公司。另外，公司亦將於香港
和內地設立新研發中心。

主席兼行政總裁王揚斌指，隨著互聯網和科技基礎設施急
速發展，娛樂及媒體業的市場環境在過去十年裡出現了巨
大變化。王揚斌表示：“我們認為這個行業的前景非常可觀，
而我們需要找到一個平衡點，讓科技幫助我們的客戶加強
保護其網上內容，同時實現內容變現和創造最大收益，進
而為行業引入更多投資。”

他續指，於香港成立亞太區總部使公司在各方面都受益匪
淺。他表示：“我們許多在美國的客戶都在尋找進入內地市
場的方法，進駐香港讓我們能密切關注客戶，以及提供緊
貼內地市場的見解和服務。”

王揚斌補充道：“配合粵港澳大灣區及廣深港高速鐵路的發
展，香港將為我們在區內的加速擴張提供獨特的地位。”

“香港的高效率不僅體現在快速的工作節奏上，還體現在香
港人自身以及其專業精神上，這令香港成為我們拓展業務

推動網絡娛樂行業的收益和未來增長
在香港完成首次公開招股後，阜博將積極發掘極具投資吸引力的中國內地市場

“  香港的高效率不僅體現在快速
的工作節奏上，還體現在香港
人自身以及其專業精神上， 
這令香港成為我們拓展業務的
最佳地點。”

	 	阜博集團有限公司	
主席兼行政總裁	
王揚斌

阜博集團有限公司 

•		於2017年榮獲美國國家電視藝術與科學學院頒發
第69屆艾美獎（技術與工程獎項）

•		在香港成立阜博集團有限公司，並已在香港聯交
所主板上市

•		銳意擴大其香港業務規模，包括在2018年增設業
務發展職位，並於其後成立研發中心

VobileGroup.com

http://vobilegroup.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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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認為香港是公
司的理想經營據
點，這個城市不但
鄰近我們位於中國
內地和東南亞的供
應商，而且與歐洲
及北美市場有著緊
密的關係。”

	 	Dezoo		
行政總裁	
Nicolò	Bellotto

用戶能使用這項功能隨意配搭所選的物品圖像，並與客戶
分享虛擬的配搭成果。平台的其他發展包括將加入更多能
促進買家與賣家互動的功能。今年稍後，公司將推出化虛
擬為現實的比賽，讓勝出者製作出專業作品。另外，公司
更打算進一步謀求香港大專院校的參與合作。

Bellotto 表示：“我們對於進一步開發智能解決方案亦很感
興趣，這些解決方案能透過在線助手、聊天機械人和圖像
識別等功能，引領專業買家完成採購程序。此等技術無疑
將在我們的未來發展中扮演重要角色。”

Dezoo 是一個聯繫專業買家、家具及家居用品供應商，以
及家具及家居裝飾設計師的 B2B 平台，致力於提供能優化
家具採購旅程的專門解決方案。即使是少量訂貨的買家亦
可透過這個網上平台，向已被驗證的供應商處採購產品。
此外，Dezoo 亦為新晋的獨立家具設計師提供與製造商合
作並實踐其構想的平台。

為管理亞洲區的銷售及營銷活動，公司最近在香港開設了
辦事處。行政總裁 Nicolò Bellotto 表示：“我們認為香港是
公司的理想經營據點，這個城市不但鄰近我們位於中國內
地和東南亞的供應商，並與歐美緊密聯繫。”

Dezoo 的總部位於香港，其國際化團隊由6位分別來自意
大利、加拿大、美國和香港的成員組成，這個多元文化特
點讓公司集合了來自世界各地的豐富經驗。隨著其亞洲業
務的擴張，公司將增設如營銷人員、客戶經理以及採購經
理等更多職位。

Bellotto 補充道：“憑藉地處版圖中心的香港基地，我們能
把公司在‘一帶一路’沿線經濟體的物流和連通性優勢發
揮至最佳效果，於當地建立供應商及客戶群。我們認為香
港能完全滿足公司業務模式的需求。”

科技和創新是 Dezoo 創建定制用戶界面的關鍵要素。平台
的其中一項新功能“Moodboard”由公司團隊自行開發，

Dezoo 

•		於2016年成立，總部設於香港
•		目前在香港有6名員工，並計劃繼續壯大團隊
•		獲選 RISE	2018	ALPHA 計劃的參展單位

dezoo.com

積極締造創新家居裝飾
憑藉香港的國際團隊，Dezoo 已準備好將最新的智能科技及聊天機械人技術 
注入其未來發展之中

http://dezoo.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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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 行業

比利時
BAUNAT (HK) Ltd 精工鑽石珠寶以及投資鑽石

電商品牌

加拿大
Korah (HK) Limited 人工智能科技

法國
Astrakhan APAC Limited 資訊科技顧問
Enyx LTD 超低延遲技術及解決方案
ePITsolutions Limited 電子學習
GIDA Limited 室內設計
Le Petit Croissant 早餐送遞服務
Think it Twice Limited 零售業手機培訓
Vigeo Eiris Hong Kong 環境、社會及管治研究 

服務商
WHAT'sIN 網上水果盒送遞服務

德國
Beautiful Brands Ltd. 德國製消費品分銷商

愛爾蘭
Aergo Capital Asia Limited 飛機租賃

意大利
Dezoo 家具及家品電子平台

日本
AP Company 餐飲業
DYM 香港有限公司 醫療服務
提技貿易（香港）有限公司 醫療儀器買賣

韓國
德威航空公司 航空業

中國
CALS Aviation Group 飛機經營租賃、租賃管理及

咨詢服務 
重慶麻辣老火鍋有限公司 餐飲業
珠海市駐香港經貿代表處 政府部門
絕味食品（香港）有限公司 食品零售
蒼穹國際有限公司 地理空間資訊服務
中國 · 青島工商中心（香港） 政府部門
The Hotelier Awards Hong Kong Ltd. 酒店業
紫光科技（控股）有限公司 表面貼裝技術 SMT 裝備 

製造、金融投資和資產管理

墨西哥
Mezcalito 酒廊及酒吧

公司 行業

紐西蘭
178 Degrees 紐西蘭優質食品進口商及 

分銷商

菲律賓
AlphaConcepts International Limited “KOL”營銷平台

俄羅斯
ATC 航空服務公司 貨運及旅遊業

新加坡
Cocoba Hong Kong Limited 小食零售
美都優舍 網上物業搜尋平台

西班牙
Global Exchange 外幣兌換

瑞典
雲活有限公司 北歐設計產品 — 電子商務

台灣
潮語傳媒 人工智能行銷宣傳平台
元大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  
香港分行

銀行

英國
Access Services HK Ltd 建築及棚架項目
Euromonitor 市場研究
Halal Planet 旅遊觀光網上平台
北愛爾蘭投資局 政府經濟發展機構
TourDesk Hong Kong Limited 旅遊科技
Traveltek Hong Kong Limited 旅遊科技
Wise Fine Enterprise Limited 零售

美國
Bears Nutrition Asia Ltd 優質兒童營養品牌
David Zwirner 畫廊
Deloitte APAC blockchain Lab 金融科技
希路智匯 （亞洲）有限公司 教育科技
Hush Home 電商品牌及酒店用品供應商
Miro 應用人工智能
PingPong Global Holdings Ltd. 金融服務
Shadow Factory 創意媒體製作工作室
德美利證券香港有限公司 證券商
Teledyne e2v 機器視覺傳感器、航行、 

醫療和生命科學及地理空間
阜博集團 內容版權保護及分銷軟件

http://e.weibo.com/investh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