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阿根廷 Scalabl 致力於改變世界及培育創業
家，與著重於種子投資的創業生態系統
不同，公司主張以知識、應用方法及 
人脈網路為先，因此把公司視為「人民
資本」。

Scalabl 與全球頂尖的專業人才、內部
創業家（intrapreneur），以及具遠景或
富有經驗的創業家合作，透過建立可擴
展、可重複、可盈利和可持續的商業模
式來創造優秀企業。另外，公司還將顧
問服務融入到其創業學院課程、培育計
劃及加速計劃之中。

Scalabl 於阿根廷創立，現已幫助創建
100多間企業，除了目前在阿根廷及墨

西哥提供服務外，公司將於今年把服
務範圍拓展至香港、印度、阿聯酋、
智利、英國和新加坡。在 De’Longhi 
Kenwood 集團的贊助下，公司已於 
5月在香港推出其首項創業學院課程。

Scalabl 提倡合作而非競爭，並期盼能
透過交流合作為香港的創業環境帶來積
極正面的影響。

創業、內部創業、創新顧問
scalabl.hk

Springboard Group 是一間綜合營
銷公司，總部設於香港。其團隊致力
於為初創企業以至各大公司以故事叙
述的形式介紹其品牌、員工、產品和
服務。公司根據客戶的具體需求提供
建議，透過彌合傳統和千禧世代的思
維差距，推動以可靠實證和分析支持
的創新方法。不論是策略制定和執行、
設計和傳遞品牌訊息以至建立網站和
數碼化，Springboard 均有著多方面
的經驗，目前已為多間國際公司、初

創企業、非政府組織及政府機構推進
策略。

Springboard 為客戶提供360度全方位
透視，幫助他們了解可供使用的不同
策略和方法，以合理的預算吸引目標
受眾關注。

市場營銷諮詢 
springboard.group

 澳洲

客戶簡介  2018年7月

nextLiFi 是一間科技公司，總部位於澳
洲，旗下附屬公司 LiFiC Ltd 設於香
港，主要負責零售事務。公司正在開
發和推廣一種名為 LiFi 的新型無線技
術，未來可望與 WiFi 技術互相補足。
LiFi 比上一代的 WiFi 更快速、安全、
穩妥，而且能利用 LED 光線、紅外線
輻射或激光傳輸資料。此利用光譜通
訊的全新無線技術勢必成為智慧城市

基礎設施不可或缺的一部份，並將獲
消費者採納為連接互聯網的方式，從
而解決上網速度及頻寬緊縮的問題。

無線通訊科技
nextlifi.com

 奧地利

http://scalabl.hk
http://springboard.group
http://nextlifi.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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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arth and Barrow 為專營有機雞肉
的供應商，採用自然農法飼養雞隻。 
公司致力擁護自然農法中的傳統農業價
值，從而保證其畜牧手法、食物安全標
準及產品品質均達到最高水平。Earth 
and Barrow 採取負責任、合乎人道驗
證及可持續的方式幫助香港零售商滿足
消費者對傳統、有營養及純淨食品日益
殷切的需求。

有別於世界各地銷售的大多數雞肉，
Earth and Barrow 的雞肉採用與大規模

生產截然相反的按訂單飼養模式生產。
其出產的雞隻與市面上的大部份雞隻不
同，不但完全不含添加劑、激素和藥物， 
而且在生長過程中只進食有機全素飼料。

公司現正積極推出採用自然農法飼養而
來的各個牛肉部位以及增值產品，包括
有機雞肉和牛肉漢堡、有機牛肉丸及預
先備妥的烤雞等。

進口食品 
earthandbarrow.com

The Artist Craft Brewer 於2014年
在香港創立，是一間專注於客戶體驗、
創新、科技及提供出色手工啤酒的優質
比利時啤酒公司。

2018年3月，全新的非凡高級空間 
The Artist House 正式登陸銅鑼灣。這
是一個理念新穎的豪華咖啡酒吧，佔地
3,500平方呎，致力於款待志同道合的
手工啤酒釀酒師，以及一些尋求在輕鬆
環境中享受美味手工啤酒、雞尾酒或咖
啡的女性客戶。The Artist House 的主

要特色包括水耕農園、讓顧客調製個人
口味啤酒的微型啤酒牆、為手工啤酒配
對獨特香味的可食用香薰吧區、比利時
啤酒廠360度虛擬實境體驗，以及利用
不同圖像製作個人化啤酒瓶等。

除了精彩的工作坊和駐場活動外，The 
Artist House 還可供公眾租用作私人活
動或聚會。

餐飲 
mrtheartist.com

 巴西

 加拿大

全球貿易協會 amfori 相信貿易能為每
個人帶來社會、環境和經濟效益，即 

「行商有道」。作為支持開放及可持續
貿易的全球領先商業協會，amfori 匯
集了超過2,200家零售商、進口商、 
品牌商和國際性協會，總年營業額超
過1.6萬億歐元。 

協會向會員提供實用的框架和世界級
的工具，讓公司能夠用以管理其供應
鏈的社會和環境績效，並預測未來趨
勢。協會也提倡推進先導政策，並與
有影響力的利益相關方開展合作，實
現共同目標。

amfori 的工作讓不同的機構能夠促進
人類繁榮，負責地使用自然資源，並
推動全球開放貿易的發展。這些是全
球面臨的重大挑戰，需要各方合作解
決。因此，當機構無法獨力應對挑戰
時，共同合作就能夠產生巨大的影響
力並推動正面改變。

貿易協會
cn.amfori.org

 比利時

JAHMU 於2017年在香港成立，致力
於將蔬食營養重新融入現代生活方式
之中，並秉承「食物即藥物，藥物即食
物」的理念。JAHMU 是一系列手工製
作的草本通寧水（plant-based tonic），
其靈感源自印尼古法「Jamu」，這是 
一種追求身體、心靈與精神達到和諧
平衡的概念。

JAHMU 矢志提供廣泛可得、可持續，
而且品質上乘的草本通寧水，以助人

延年益壽和達至最高水平的身心健康。
每款通寧水皆含有修復複合成份，能
有效喚醒和恢復身體各系統的機能，
重整身體的健康和平衡。此外，通寧
水還有滋養強壯、增強復原力、提升
身心的活力和健康等效用。JAHMU 相
信，草本通寧水是所有人的靈丹妙藥。

飲料 
jahmutonic.com

http://earthandbarrow.com
http://mrtheartist.com
http://cn.amfori.org
http://jahmutonic.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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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XA Venture Partners（AVP，前身
為 AXA Strategic Ventures）於香港開設
代表辦事處，標誌公司進軍亞洲市場。

AVP 為全球領先的保險公司和資產管理
公司安盛 AXA 所支持的創投基金公司，
其管理規模達到4.5億美元，其中2.75
億美元用於投資初創企業，1.75億美元
用於投資創投基金。公司的投資範圍涵
蓋種子期以至成長期初創企業，每宗投
資規模從30萬美元到2,000萬美元不
等，投資領域包括企業軟件、金融科 

技、保險科技、消費者科技與健康科技， 
以及與保險和資產管理相關的其他科技。

除了資金外，AVP 還為企業提供環球
業務網絡和專業知識，而且安盛能為高
質素公司提供渠道，使之能受惠於安盛
AXA 的全球網絡、專長、品牌和經營規
模。AVP 在三藩市、紐約、倫敦、巴黎
和香港設有辦事處，投資版圖遍及全球。

創投基金
axavp.com

ATLAS Live Tracking 專門為世界
各地的大眾參與型賽事解決問題。公司
致力於幫助三項鐵人賽及香港馬拉松等
比賽的主辦機構提升觀眾參與度，從而
增加其收入。ATLAS 平台結合硬件、
軟件和數據分析技術，將向體育擁躉和
觀眾提供的實時數據。ATLAS 已開發
出以物聯網（IoT）為基礎的專有硬件，
營運模式主要是與賽事主辦機構直接合

作。公司之所以進駐香港，除了因為 
香港有利於技術開發的生態系統外，還
因為這裡有香港數碼港等各式各樣的創
業培育機構提供支持。

運動科技

atlaslivetracking.com

法國國際學校（FIS）將於2018年9月在
將軍澳開設新校舍，距離地鐵僅5分鐘
路程。校舍設備先進，致力於促進小學
生之間的語言交流，因此同年級的國際
系課室和法語系課室將共享一個中央空
間。這個設計能讓學校在教授英國及法
國國家課程的同時，讓師生在日常活動
中以英語和法語交流協作。

除了體育館、游泳池和禮堂外，將軍澳
校舍還特地分配空間建設自然教育花

園，讓學生學習植物的知識和舉辦其他
可持續項目。

將軍澳校舍是繼 FIS 於柴灣、跑馬地和
渣甸山校舍後的另一分校，可容納950
名學生，提供國際系和法語系小學課程
以及法語系中學課程。

教育 
fis.edu.hk/en

 法國 Agence 1969（下簡稱「1969」）的總
部設於法國，是一間屢獲殊榮的數碼傳
訊公司，以創意和效率見稱。其團隊由
20名在策略、諮詢、創作和製作監督
方面具豐富經驗的員工組成。1969在
歐洲市場有多達七年經驗，為了發展亞
洲市場，公司已於2018年3月在香港
開設辦事處。

1969的抱負清晰明確，在確保構思質
素、交付廣告網絡公司應有的工作成果
的同時，保持人本結構的靈敏性和彈
性。公司致力為奢侈品、高級廚房用

品、電訊、酒店及食品與飲料等各行各
業的客戶提供服務。

1969香港辦事處在亞洲的業務範圍包
括策略制定、品牌內容創作及製作。 
正如公司在歐洲市場達到的成就，1969
致力以全新數碼營銷方法「數碼敘事」

（Digital Storymaking），成為香港和亞
太區行內的模範。

廣告及數碼傳訊
agence1969.com

http://axavp.com
http://atlaslivetracking.com
http://fis.edu.hk/en
http://agence1969.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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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uxe Surveyor Ltd 的總部設於香
港，其創辦人來自法國。作為亞洲交匯
點，香港是購買名牌精品和享受奢華服
務的天堂，亦是國際文化交匯的首選旅
遊目的地。 

Luxe Surveyor Ltd 是促進品牌與消費
者參與共同創造的實體服務商。

Luxe Observer 是一個致力於聯繫品牌
和客戶的獨特網上社區，其用戶可利用
網站、iOS 及 Android 應用程式，於平

台上無疆界地分享意見、建議及訣竅。
平台提供英文、法文和簡體中文版本，
以及多達150個國際奢侈品牌的8,000
間商店的資訊。此外，公司開發了第二
產品，利用該社區的反饋為國際奢侈品
牌提供數碼服務，以助他們監督和精進
其獨立專門店的服務。

智能解決方案 
luxeobserver.com

M Creative Culture 是一間專注於亞
太區文化和奢侈品市場的管理諮詢公
司，致力於利用藝術為國際創意品牌建
立形象。公司的業務涵蓋品牌塑造、市
場推廣、商業贊助、廣告和活動管理等
範疇，除了幫助國際企業利用藝術在亞
太區培育品牌和塑造形象外，公司亦支
援亞太企業在全球範圍內推廣藝術活
動，其服務包括在亞太區推行文化活動
計劃、協助品牌創新、提供嶄新的品牌
和市場傳訊服務，以及定立策略和創意
方向。

M Creative Culture 為區內少有將視覺
藝術，尤其是攝影作為業務核心的公
司， 而創辦人 Marine Mérindol 在品牌
塑造、業務發展和市場傳訊方面的十年
經驗無疑能為公司帶來莫大裨益。

創意諮詢管理 
mcreativeculture.com 

Pinel et Pinel 是一個專門製造當代前
衛箱櫃及高檔皮具的法國奢侈品牌，致
力於為顧客帶來不隨主流的非凡獨特美
學。品牌透過隨意、粗糙的風格，重新
詮釋奢侈品的設計準則，在卓越的高科
技、設計、色彩及精緻物料結合下，其
箱櫃和配飾滿溢著生命力。

公司的所有產品均於巴黎工坊內以人手
定制而成。憑藉精湛設計、對最高品質
的一貫追求，其成品總能突破極限。從

設計階段到成品原型，每針每線都是專
業和巧妙心思的結晶，每件成品都需要
長達1,300小時才能完工，當中的技藝
和細節一絲不苛，完美無瑕。

鑒於 Pinel et Pinel 的產品深受亞洲顧
客歡迎，公司現已於香港開設專門店和
陳列室。

高級皮革箱櫃及配飾
pineletpinel.com

HONG KONG A LA CARTE 是一
間以香港為基地的旅行社，由兩名來
自法國女士 Alexandra Malandain 和
Stephanie Frossard 創辦。香港是一
個擁有多元景點的旅遊勝地，而公司的
特色在於能提供度身定制的城市導覽服
務，務求展示香港難得一見的一面，
並探索隱藏其中的無數瑰寶。HONG 
KONG A LA CARTE 明白，觀光客有
很多時候都難以進入他們真正想參觀的

地方，或發掘他們真正想看到的風景，
因此公司致力與每位客戶緊密溝通，以
確保行程至臻完美，並達到超出期望的
水平。

Stephanie 和 Alexandra 均是經香港旅
遊業議會核證的法語及英語導遊。

入境旅行社 
hkalacarte.com

http://luxeobserver.com
http://mcreativeculture.com
http://pineletpinel.com
http://hkalacart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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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ank God It’s Monday! （「TGI 
Monday!」）認為，快樂的員工是企業成
功的關鍵，因此，公司致力於激勵員工
和管理人員主動採取行動，令自己或團
隊能愉快地工作。

TGI Monday! 依據職場正向心理學原
則，提供諮詢服務，為管理層及人力資
源團隊提供最佳實踐手法，工作中的快
樂計劃和員工體驗計劃，例如把創意工
作坊納入健康養生週、入職培訓、領導
力研討會、團隊建立活動及午餐學習會。

TGI Monday! 成立於2017年，創辦人
為三位矢志把開心工作變為常規的快
樂女士。自成立以來，公司已為 Estee 
Lauder、Palo IT、法國興業銀行、TPS 
China、法國工商總會、中國男子籃球
職業聯賽、法國外貿銀行、DFS、梵克
雅寶和 Hermés 等機構開展多個工作坊
和諮詢項目。

諮詢及培訓 　
tgimonday.org

Vestiaire Collective 為全球領先的
二手時尚精品交易平台。在公司團隊的
精心挑選下，其產品目錄集結多達90
萬件炙手可熱的商品，而且全部均經過
專業檢查，保證品質無虞、百分百真品。

Vestiaire Collective 的網站於2009年
在巴黎推出，現於全球48個國家共有
600多萬緊貼時尚潮流的會員，其辦
事處分別設於巴黎、倫敦、紐約、米

蘭、柏林，最近更進駐香港。Vestiaire 
Collective 的賣家群每週都會提交約
30,000件新商品，買家因此能每天
穿梭在3,200多件夢寐以求的必備逸
品中尋寶。這個模式能確保 Vestiaire 
Collective 成為首選的時尚網站，為顧
客提供令人興奮的獨特購物體驗。

時尚數碼平台 
vestiairecollective.com

 德國 光詣照明技術是一間專注於智能照明科
技的物聯網（「IoT」）公司，其願景是成
為全球頂尖的照明控制系統和 IoT 服務
龍頭。為此，公司致力於參與香港的智
慧城市和可持續發展倡議，以把握當中
的眾多機遇。作為一個世界級國際大都
會，香港匯聚多樣化的人才和資源，除
了能為講求活力的科技企業提供種種優
勢和理想的發展環境外，更為物聯網公
司提供了穩固的基礎。

光詣照明技術的總部即將落戶香港科技
園區，屆時其工程師團隊將專注於核心
智能科技，務求將創新及可持續的科技
帶入生活，創造綠色未來。

物聯網及智能照明 
sycratech.com/smart

Wholistic Coachsulting Ltd 的總部
設於香港，致力於透過指導及諮詢並行
的獨特模式，協助企業持續改善員工的
敬業度、實現業務策略和達致增長。

在未來五年內，亞洲將擁有全世界六成
的千禧世代，但有六成半的內地千禧世
代並不投入於工作而且預計會離開其現
職公司。員工流失率高企將導致招聘成
本增加以及士氣和效率下降。

Wholistic Coachsulting 專門提供個人
指導、工作坊和諮詢服務，以輔助千禧

世代和企業領袖創造具包容性和投入工
作的多世代團隊。

公司是亞洲唯一一間由千禧世代領導力
教練領導的公司。該教練經國際教練聯
合會認證，並曾於一間「財富50強」公
司工作14年，在財務、數碼化轉型和
營運方面富有領導經驗。

公司計劃擴張至新加坡和上海等地，並
增聘香港的千禧世代人才。

指導、培訓及教育、管理諮詢 

wholistic-cc.com

http://tgimonday.org
http://vestiairecollective.com
http://sycratech.com/smart
http://wholistic-cc.com


6

Reboot.AI 是香港首屈一指的人工智
能及機器學習解決方案供應商，專門 
幫助個人和企業客戶將數據轉化為業務
策略。

Reboot 的客戶不乏一些香港最大型的
國際企業，其兩位創辦合夥人結合他們
十多年來的成功往績，為企業提供數據
解決方案，當中包括：為全球最大對沖
基金監督演算法交易；為初創企業革新
業務分析，以及建造由區塊鏈和人工智
能技術驅動的無邊界支付原型，並在中
國銀行所舉辦、僅限受邀者參與的比賽
中憑藉該原型奪得亞軍。

Reboot 專注於執行人工智能項目，從
採用敏捷開發方式定制演算法解決方
案、配置雲端服務、整合遺留數據庫及
報告系統以至度身定制員工培訓，公司
都致力構建能創造競爭優勢的人工智能
解決方案。

人工智能
reboot.ai

威鵬租賃是世界最大的獨立直升機租賃
商之一，幫助運營者發展和管理他們的
直升機機隊，使機隊更現代化。憑藉 
威鵬在直升機運營方面的豐富經驗， 
威鵬了解運營者對高品質飛機的需求、
並擁有創新的融資方式、卓越的資產管
理系統，並與服務供應商有著長期深厚
的關係。

由於香港擁有毗鄰中國內地的地緣優
勢、成熟而健全的租賃行業和有利的監
管架構，威鵬租賃於2018年1月在此
設立辦公室。

考慮到公司已在中國內地完成了兩單 
首批交易：一單與深圳的通用直升機 

運營人合作，另一單與上海的緊急醫療
服務運營人合作，以及威鵬天津租賃平
台的設立和亞洲諸多前景廣闊的機會，
公司新成立的香港辦公室對威鵬具有重
要策略意義。

直升機租賃
waypointleasing.com

 印度

CLOUDPN Limited 是一間雲端方案
開發商及供應商，於2017年11月投入
服務；數據庫設於香港數碼港。

公司的研發團隊專注於資訊科技方案，
更特別著重雲端基礎建設、系統整合和
有關之軟硬件開發。此外，CLOUDPN
更投放大量資源在雲端基礎設備、系統
整合、數據庫框架架設，務求滿足任何
類型企業的客戶。

CLOUDPN Limited 更是微軟 SPLA 的
協作夥伴，能夠提供微軟技術軟件給各
企業用戶。

雲端解決方案開發商及供應商
cloudpn.com

 愛爾蘭

 意大利

http://reboot.ai
http://waypointleasing.com
http://cloudpn.com


客戶簡介

Eu.promotions 於2006年在意大利
成立，是一個致力與零售商合作的國際
集團，目標是幫助零售商提升消費者購
物體驗、增加最終消費者的購物頻率及
增加對於零售商有價值的消費者數量。
此外，公司亦提供策略性的營銷方案，
以提升消費者對我們歐洲各地的零售商
客戶的品牌忠誠度。

Eu.promotions 的總部設於米蘭，旗下
有六個不同的歐洲法人實體，並於倫敦

（泰晤士河畔亨利鎮） 、阿姆斯特丹、
里加、布達佩斯、聖彼得堡和香港設有
區域辦事處。香港辦事處作為亞洲地區
的商業和營運分支，自2009年以來便
負責執行公司的產品採購事務。由於公

司客戶的業務規模和覆蓋範圍有所擴
張，Eu.promotions 於2018年在香港
成立區域辦事處。除了向米蘭總部的市
場營銷和產品開發中央辦事處匯報工作
外，香港辦事處還負責與供應商建立合
作關係、物色新工廠，以及為意大利的
產品開發團隊提供技術和品質控制方面
的支援。

消費產品 
www.eupromotions.com 

皮咖杜是來自意大利的品牌，致力於為
商務旅客提供充滿科技感的配件。品牌
秉承意大利的卓越工藝、選用品質最上
乘的皮革，而且對細節一絲不苛，體現
出其追求設計、功能性及科技創新的核
心價值。皮咖杜的每一個系列均提供各
式各樣的袋款、行李箱和小型皮革配
件。其每款產品都極具獨創性、洋溢意
大利典雅風格，而且兼具實用性和耐用
性，適合工作、旅遊和節奏緊張的現代
生活。

皮咖杜獨家採用最新一代的高科技經典
色和另類色面料，配搭頂級意大利皮革

精心製作產品。品牌的分銷網絡覆蓋全
球，在羅馬、米蘭、威尼斯、佛羅倫
斯、倫敦、紐約、巴塞隆拿、莫斯科、
布拉格及台北等主要城市均見其蹤影，
最近更在香港時代廣場開設了專門店。

皮革配件 
piquadro.com

Pocket Change 是源自日本的綜合解
決方案，讓旅客把旅行後剩餘的紙幣和
硬幣轉換成各種電子優惠。鑒於香港每
年的全球旅客流量超過6,400萬，香港
因而成為 Pocket Change 成立經營據
點的首選地，公司其後將考慮拓展至新
加坡。香港機場及機場快線車站為公司
這次擴展計劃的主要地點。

Pocket Change 除了應用3D 打印、
CNC 及激光切割技術外，還採用能

以最高精確度區分各種貨幣的日本科
技，一次過處理多達15種主要貨幣。
Pocket Change 的目標是充分利用這
些剩餘的硬幣，讓其流回經濟體系，從
而提高市場流動性。

外匯及電子代幣 
pocket-change.jp

 日本

http://www.eupromotions.com
http://piquadro.com
http://pocket-change.j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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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東尚睿網路技術有限公司成立於
2011年1月，總部位於東莞，專注為
中國製造商提供全球電子商務服務。
尚睿是亞馬遜網路服務系統亞太區諮
詢合作夥伴、谷歌大中華區合作夥伴、
Shopify 的合作夥伴，而且是 Shopify 
Plus 內地唯一認證夥伴。尚睿為企業建
立品牌網站，開展多管道的行銷活動，
深化內地品牌價值，打造深受海外消費
者歡迎的品牌與購物體驗。

隨著尚睿業務的快速發展，SainStore 
（HK） Limited 正式成立，負責公司的

環球金融和物流服務，支援集團全方位
的跨境電商品牌代理業務，一站式幫
助製造商客戶改善跨境電商運營、管
理與技術難題，推動企業的品牌走出
海外，實現品牌的快速發展。

電子商務技術
sainstore.com 

弗倫特科技服務有限公司成立於2015
年，從事科技服務行業，致力於高科技
成果轉化及早期的天使投資，在北京、
江蘇、廣東和澳門地區設有辦事處， 
主要針對數位創新、人工智慧和大數
據、工業機器人和新能源汽車四個領域
開展業務。公司的最大優勢是以產業鏈
的核心技術為依託，通過引入創業團隊
進行具體行業的應用開發實現技術的產
業化。

公司創辦人獲得香港優才資格後，便於
2018年在香港成立弗倫特（國際）科技
服務有限公司為公司總部，充分利用香
港國際科技研發中心的優質資源，將香
港高校及研究機構的科技成果應用於廣
東產業化。

科技服務
fluentservice.com

原子資本設立於香港，主要是因為其優
越的地理位置和其重要的金融中心地
位，並且擁有完善和穩健的法律及監管
制度，給予高端機構客戶及個人客戶很
大的信心。

公司的香港總部，包括管理運營及投資
團隊。原子資本的產品包括對沖基金、
私募股權基金、外匯基金的「夸克系列」

產品，在不久的將來更會提供互聯網金
融服務。

香港將成為公司拓展北亞市場的主要據
點，目標包括是深圳，北京和上海。

資產管理
atomgp.com

ETIX Everywhere 專門從事可擴展 
數據中心和電纜登陸站的建設和營運。
公司成立於2012年，總部設在盧森堡，
其開發的創新技術方案能於16週內在任
何地方配置完成。除了為大型企業提供
全面的建設服務外，ETIX Everywhere
亦建有主機託管數據中心網絡，以提供
託管服務。公司目前擁有8個數據中 
心，另有5個正在建設中。而公司亦將
在歐洲、非洲、中東和亞洲準備動工興
建10多個數據中心。

為擴展其互聯邊緣數據中心網絡及進軍
亞洲市場，ETIX Everywhere 最近在香
港開設了區域辦事處。香港作為亞太區
的主要數據中心樞紐，無疑是公司拓展
區內業務版圖的理想據點。

數據中心 
etixeverywhere.com

 中國內地

 盧森堡

http://sainstore.com
http://fluentservice.com
http://atomgp.com
http://etixeverywhere.com


客戶簡介

成實外教育有限公司是內地西南地區最
大的民辦教育服務供應商，營辦多所學
前教育機構、中小學以至大學。擁有超
過18年的辦學經驗，讓成實外在西南
地區樹立了良好的聲譽。2016年1月
15日，成實外成功在港交所掛牌上市，
並在中環設立香港總部，希望借助亞洲
金融中心的平台，與全球優質的教育機

構合作，吸收先進的教育理念和模式，
進一步擴大公司的業務範圍。

教育服務
www.virscendeducation.com

威時沛運1995年在廣州創立，是中國
內地海關 AEO 高級認證企業，及發改
委首批骨幹物流資訊平台試點單位。公
司在中國報關協會、廣東省國際貨代協
會、廣東省跨境電子商務行業協會等擔
任副會長單位。威時沛運在香港成立的
全資子公司威時沛運（香港）供應鏈管
理有限公司，主要開展跨境電商及航空
貨代業務，儲倉面積達9,200平方米，

為跨境電商提供 B2C 直送業務，並與
數十家航空公司保持緊密合作關係。
2018年，威時沛運將增加在香港的投
資，以升級並擴展香港的物流業務。

物流
wtdchina.com

Liverton Technology Group 是一
間紐西蘭科技公司，在澳洲、紐西蘭和
美國均設有辦事處。公司正積極擴大 
其亞洲業務，因此最近在香港成立了 
亞洲總部。Liverton 作為紐西蘭貿易企
業局出口增長最大的 F700公司之一，
主要提供四種解決方案，包括保安、 
自動化、ISP/ 網絡和 iDR 3G/4G 流動 
Wi-Fi。憑藉由優秀軟件開發人員及技術
專家組成的專業團隊，公司致力於開發
尖端解決方案，以助客戶解決業務難題。

Liverton 在亞洲發展迅速，尤以其自動
化解決方案獲得區內著名酒店品牌的青

睞，例如，Liverton 為澳門金沙旗下酒
店設計、開發和裝設創新的自助入住及
退房機，有效提升酒店的賓客體驗和
營運效率。此外，公司亦是 Oracle 和
IBM 等大型國際系統供應商的認證合作
夥伴。

資訊科技服務
liverton.com

 紐西蘭

秘魯外貿和旅遊部於2017年亞洲國際
水果蔬菜展覽會期間宣佈在香港開設
貿易辦事處，並任命 Erick Aponte 為
駐港貿易專員。在調派到香港之前，
Aponte 曾負責秘魯駐邁阿密貿易委員
會的啟動和營運工作，並於當地工作了
六年。秘魯政府把香港新增到其覆蓋 
北京、上海、日本、印尼、南韓和台灣
的現有亞洲辦事處網絡，旨在繼續發展
和加強秘魯與亞洲之間的經濟和商業 
聯繫。

秘魯貿易委員會已於二月中旬在灣仔合
和中心正式開業，除了貿易專員外，辦
事處還設有兩名駐港專員，主要負責協
助亞洲企業了解秘魯的材料採購、旅遊
及投資機遇，並計劃在不久的將來招募
更多團隊成員。

政府貿易、旅遊及促進投資 
mincetur.gob.pe

 秘魯

http://www.virscendeducation.com
http://wtdchina.com
http://liverton.com
http://mincetur.gob.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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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yteo Consulting 成立於2014年，
是一間專門從事組織及資訊系統管理的
公司，並致力於與客戶合作，以進行外
包創新項目。Keyteo 亦提供專責顧問，
為客戶跟進其資訊科技項目。

公司於全球擁有超過170名顧問，遍佈
於歐洲和亞洲的七個城市，包括布魯塞
爾、日內瓦、盧森堡、巴黎、里昂以及
新加坡等。Keyteo 的目標是在未來三
年於香港創造80多個工作機會，並在
東京、上海等亞太地區拓展業務。

公司在香港專注於大數據、網絡安全和
數碼化轉型項目，以助客戶掌握最新的
數碼趨勢及獲取競爭優勢。

資訊科技諮詢 / 人員外派
keyteo.com

JA 專門為珠寶、典當業、奢侈品及
貨幣服務業的客戶提供保險方案。自
1999年在新加坡成立以來，公司致力
開拓新加坡和馬來西亞市場，現已在兩
個市場取得可觀的市場佔有率。為實現
真正的全球化，公司選擇香港作為業務
擴張的跳板。

在香港政府制定的清晰、客觀和便利 
營商的指引下，JA 認為香港為企業競
爭、發展和茁壯成長提供了透明而有利
的環境。公司計劃在香港展開多個擴張
階段，包括引入其專有的保險科技方
案，這是市場上首個針對珠寶商提供更
佳投保服務的網上平台。

JA 對保險科技業的前景充滿信心，現
已投入三百萬港元作為初始投資額，並
將籌集資金，以推動公司當前在香港的
業務發展階段。

珠寶、貨幣及個人貴重物品保險解決 
方案 
ja-assure.com

Emertech 專門開發和實施以區塊鏈
技術為基礎的解決方案。公司除了自行
開發技術，例如適用於實際及數碼產品
的高效、低成本防假冒解決方案和電子
文件認證解決方案外，還實施網絡安全
解決方案（EMCSSH, EMCSSL），以及
能降低成本、提高通話質素（Enumer）
的科技等等。

Emertech 認為香港不僅是一個廣闊、
舉足輕重及有利科技發展的市場，更是

許多全球企業代表辦事處的匯聚地。此
外，由於內地是公司主要產品 — 防假
冒服務的最大市場，香港鄰近內地的地
理優勢亦至關重要。

防假冒解決方案 
emertech.hk

 俄羅斯

 新加坡

http://keyteo.com
http://ja-assure.com
http://emertech.hk


客戶簡介

作為屢獲殊榮的數碼內容及受眾互動應
用程式，Micepad 能有效提高會議的
互動和效率。

企業可利用 Micepad 作為提高工作效
率的工具，以激發構思，並增加員工對
推出項目策略和員工培訓等內部活動的
討論。此外，Micepad 更可用於對外
活動，例如教育客戶有關產品和服務的
知識以及帶動品牌參與度。

由於香港地處亞洲心臟地帶，而且匯聚
各大國際品牌的區域總部和重要決策

者，Micepad 選址香港成立區域銷售
及市場推廣辦事處，作為其亞太區擴張
計劃的一部份。

Micepad 的總部位於新加坡，在香港、
台灣和馬來西亞均設有辦事處。

活動科技 
micepadapp.com

隨著香港網上訂餐的趨勢日益蓬勃，餐
飲業者需要讓品牌保持網上曝光。香港
擁有興旺的餐飲業發展，加上市場樂於
接納科技，Oddle 的解決方案勢必能
滿足這裡餐飲品牌的需求。

Oddle 是行內領先的白標電商平台，專
門為餐飲業者提供網上訂餐解決方案，
透過將線下的優質客流吸引到線上，幫
助餐廳增加送遞和外賣的生意。

為確立品牌為餐飲業主的首選商業夥
伴，公司將致力投放資源以完善香港的
服務，包括客戶服務、市場推廣和物流
支援等。

Oddle 在新加坡、馬來西亞和台灣均設
有辦事處，其目標是透過投資於香港團
隊繼續保持迅速增長，並在2018年實
現150% 的銷售額增長。

網上訂餐解決方案 
oddle.me

杰地集團有限公司是一間專注於房地產
行業的資產管理公司，致力於提供覆蓋
整個房地產價值鏈的全面綜合服務。公
司主要從事投資管理、項目諮詢及管
理、物業管理及租賃管理以及財務顧問
服務。杰地集團的目標是在旗下各業務
板塊之間創造強大的協同效應，並綜合
其提供全面服務的經驗、市場知識和資
源，充分利用這些優勢。

杰地集團已於香港聯合交易所創業板上
市（8313:HKG.HS），目前在亞太區房
地產投資領域的資產管理總額超過3億
新加坡元。

綜合資產管理公司  
zacdgroup.com

http://micepadapp.com
http://oddle.me
http://zacdgroup.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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駐香港韓國文化院隸屬於大韓民國文化
體育觀光部，是全球第32個韓國文化
院。 香港地處亞洲心臟地帶，是促進
亞洲與世界各地之間文化交流的重要渠
道，更使香港對外國文化的影響極度敏
感，因而成為韓國文化受歡迎程度的良
好指標。

駐香港韓國文化院的成立，為其在香港
進一步推動韓國文化的理念提供了穩固
的立足點。韓國文化院致力為大眾提供

各種接觸韓國文化的機會，例如舉辦韓
食烹飪班、韓式美妝班、韓文班以及一
年一度的「韓國十月文化節」盛事。文
化院將繼續為對韓國文化有興趣的人士
提供發掘和分享的平台。

政府部門
hk.korean-culture.org 
facebook.com/kcchongkong

首爾拍賣成立於1998年，被譽為南韓
最卓越的藝術拍賣行，在南韓和香港致
力推廣各種藝術品以及提供銷售的機
會。於2018年2月，適逢公司慶祝在
港經營10週年，旗下首個私人銷售畫
廊 SA+ 正式開業。

作為一間現代及當代藝術畫廊，SA+ 是
首爾拍賣於國際市場的媒介，為要持續
與全球受眾接觸。同時，SA+ 會舉辦

各種藝術相關的講座、研討會以及 
企業活動。SA+ 作為中環全新藝術中心
H Queen’s 大樓的成員，在11樓為大
家重點展示及推廣韓國及國際藝術品。

藝術畫廊
seoulauction.com

創辦人 Josep Cortina 於1977年出生
於巴塞隆拿，在當地的 Eina 學院修畢
工業設計後，他曾任職工程師好幾年時
間，因而習得精確的相關知識。其後，
他重返校園進修室內設計，並在2004
年畢業後加入一間設計工作室，那幾年
的工作助他培養出技術和創意方面的才
能。2008年，他成立了自己的工作室
Estudi Josep Cortina。

Estudi Josep Cortina 致力於塑造和宣
揚簡樸而充滿個性的設計風格，這種風
格已深植於年輕創業家、個人客戶和著
名企業當中。

Estudi Josep Cortina 的香港團隊專注
於為客戶提供獨特而創新的設計方案，
並且不懈地追求「不變美學」，力求脫
離大眾潮流，成就歷久不衰的作品，恆
久保持設計的精髓和獨創性。

設計顧問 
josepcortina.com

 西班牙

Goods from Spain 專注於向亞洲市
場入口西班牙的高質素商品，其目標是
推廣和拓展西班牙優秀企業旗下策略品
牌的優質產品並進一步發展其市場。

Goods from Spain 希望為西班牙製造
或設計的上乘商品提供一個宣傳平台，
公司目前已為旗下管理的品牌在幾個亞
洲國家爭取到大量的媒體曝光率。

公司旗下的策略品牌種類多元，並採用
多種銷售渠道，包括直接零售以及批發
分銷等，其最新項目包括利用微信等平
台開展電子商務。

商品貿易 
nanos.hk

 南韓

http://hk.korean-culture.org
http://facebook.com/kcchongkong
http://seoulauction.com
http://josepcortina.com
http://nanos.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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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頂尖的 B2B 社交電商服務供應商，
峇崙有限公司專門與世界各地的買賣平
台營運商合作，以管理不同行業的專門
電子平台，藉著在矽谷開發的數碼科技
將品牌與經銷商更緊密連接起來。

峇崙的合作模式能讓營運商以低成本投
資，同時享受高額的收益分成，從而建
立競爭優勢。公司致力於為全球各地的
B2B 社區、企業和服務機構提供完善的
專利技術、可擴展的開放式雲端解決方
案，以及高效的市場推廣、銷售和客戶
服務。

峇崙選址香港開設其首個亞洲區辦事
處，是因為香港具有獨一無二的商業地
位。地理位置方面，香港位於亞洲心臟

地帶；人才資源方面，這裡匯聚眾多亞
洲最優秀的企業高層。這有利峇崙與新
的合作夥伴建立聯繫，令社交商務平台
在亞洲的 B2B 市場上變得更普及。

B2B 社交電子商務 
balluun.com

豪瑟沃斯畫廊於1992年由 Iwan Wirth、
Manuela Wirth 及 Ursula Hauser 在 
蘇黎世創立。在過去的26年中，這個
家族經營的畫廊以其獨有的全球視野 
不斷壯大，已在倫敦、紐約、洛杉磯、
英國薩默塞特郡、香港及瑞士格施塔德
設立了分支。

畫廊現代理超過70位藝術家及藝術家
資產，他們在極大程度上幫助塑造了畫
廊的身份，並為畫廊開展的廣泛而多元
的藝術、教育、藝術保護及可持續性活
動帶來了源源不斷的靈感。2018年，
豪瑟沃斯畫廊在香港全新藝術地標 
H Queen’s 大樓開設其亞洲區首個永
久藝術空間。豪瑟沃斯香港畫廊致力於

舉辦各類型的展覽及活動，以呈現 
20世紀現代藝術大師以至當代藝術代
表人物的作品。

藝術畫廊
www.hauserwirth.com.hk

AmazingTalker 是一間來自台灣的初
創公司，是一個綜合世界各地語言學習
的網上平台，在這裡用戶可以透過平台
直接與母語人士互動，讓每位用戶都有
機會體驗有如置身海外的學習模式。

AmazingTalker 的服務在2016年1月 
正式啟動，並且於推出後短短一個月內
幫助學生及老師開啟了200堂以上的語
言學習課程，並收到將近1,000多位從

世界各地而來的優秀老師申請，經過嚴
格的篩選並堅持提供學員最好的服務品
質。

網上語言學習平台
tw.amazingtalker.com

 台灣

 瑞士

http://balluun.com
http://www.hauserwirth.com.hk
http://tw.amazingtalker.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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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甜果室於2015年在台北成立，公司
以新鮮蔬果汁、私釀果物、浪人般的自
然情懷為品牌核心概念，將油畫及水彩
堆疊及暈染手法運用在產品上，讓每個
產品也擁有獨特的性格色彩與故事。花
甜果室在平面設計、網站設計、品牌周
邊商品及產品包裝上都能感受到視覺的
純粹與用心，更使用循環可再造及生物
降解的物料進行包裝。

花甜果室在台灣擁有多家實體店舖，並
以結合網上及實體店的營銷模式傳遞品
牌效應，更於2018年延伸至香港。品

牌將積極擴展店舖數量，期望將席捲台
灣的夢幻飲食風潮帶至香港，以創造具

「幸福感」的飲食體驗為目標，讓日夜
奔波忙碌的現代人有一處休憩之境。 

連鎖飲料店
facebook.com/BLOSSOMINGJUICE

伊雲谷數位科技創立於2014年初，
總部設於台北市，是一間致力於提供
Amazon Web Services（AWS）顧問諮
詢服務與技術支援的公司。主要服務
包括 AWS 上的雲端基礎架構，包括
雲端儲存、災難備援、雲端伺服器託
管、伺服器監測、DevOps、大數據、
serverless、container 的服務方案以及 
AWS 原廠培訓。公司亦提供諮詢服務，
協助客戶監測現有的雲端安全環境、偵
測架構漏洞、優化系統效能、同時降低
資訊科技的維運管理成本。 

伊雲谷於2016年開始服務香港市場，
同時也陸續擴展至中國大陸及菲律賓

等地。伊雲谷已成為 AWS 大中華區第
一間高級諮詢合作夥伴（AWS Premier 
Consulting Partner），獲得超過130張
專業 AWS 證照，服務超過400位客戶
以及50間系統整合商。 

雲端顧問服務
ecloudvalley.com

來自台灣的蓋特資訊（iDGate）是一間
擁有一流網絡保安技術的頂尖金融科技
公司。公司利用雙重認證（2FA）軟件
編碼器為互聯網和流動交易提供身份保
障，而該已獲專利的身份驗證機制符合
銀行業最高安全標準。自2014年起，
公司已總共服務了九間金融機構和兩間
雲端身份驗證服務商，共註冊超過200萬
部智能手機，每月為80萬名活躍用戶
提供保障。

蓋特資訊的核心技術「2FA 推送通知」
結合生物認證技術，用戶在驗證身份時
可進行人臉和指紋識別。此技術能讓用
戶在享受互聯網體驗，尤其是銀行服務
的同時，保護他們免受欺詐。

憑藉與各大主要銀行，包括香港持牌銀
行成功合作的經驗，蓋特資訊現正迅速
擴張。由於香港擁有完善的銀行體系、
網上交易亦見增長，而即將推出的快速
支付系統具有發展潛力，因此公司已瞄
準並銳意進軍香港市場。

資訊科技保安 
id-gate.com

http://facebook.com/BLOSSOMINGJUICE
http://ecloudvalley.com
http://id-gat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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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uLu Financial Group 成立於2008年，
是一間國際金融服務和支付解決方案的
公司，專為銀行、商業客戶、本地和國
際公司及個人客戶提供匯款服務。集團
總部設於阿布達比，並在阿曼、科威
特、卡塔爾、巴林、印度、孟加拉、 
菲律賓、塞舌爾和香港設有180多間 
分公司。

集團以 LuLu Money 品牌在香港營
運，旨在利用先進的數碼系統，在亞太
區提供安全和即時的外匯交易服務。集
團選擇在香港擴展業務，基於亞太地區

有多個最具活力的經濟體，而香港是其
中一個最重要的策略市場。其香港分公
司將為客戶提供匯款、外幣兌換及進出
口外匯支付服務。

LuLu Financial 計劃於2020年前，把
集團三成的外匯交易轉移至數碼系統進
行。

金融服務和支付解決方案
luluexchange.com

Whiskies & More 是一間專營高級烈
酒的分銷公司，致力於引入非主流、高
品質的威士忌、干邑白蘭地、冧酒和其
他產品。Whiskies & More 專門代理獨
立經營公司，這些公司對其各自的產品
充滿熱情，並矢志將這股熱情帶到香港
和澳門。

公司由一位來自荷蘭的威士忌愛好者於
2016年底成立，其代理的品牌數目以

及在香港和澳門的業務版圖一直穩步增
長。憑藉其新推出的網店 Timeless & 
Tasty，現在零售顧客亦可買到其產品。

食品與飲料 
whiskiesandmore.com 
timelessandtasty.com

Ton Kunchat 和 Tum Mardsua 兄弟二
人均是泰拳執業教練，而且是屬於世界
泰拳理事會精英組別的認證職業拳手。
六年前，他們獲邀在香港參加世界級綜
合格鬥 MMA 比賽，自此吸引一班健身
愛好者和懷有抱負的運動員牢牢追隨。

2018年，他們展開全新的冒險旅程，
在交通便利的中環創辦小型健身館
Brothers Muaythai。健身館配備新
穎設施、淋浴間，場內氣氛令新舊顧客

均感親切舒適。此外，健身館每天提供
兩堂泰拳班，並接受私人課程預約。
Kunchat 和 Mardsua 兩兄弟合共在全
球征戰超過250場賽事，並摘下無數獎
牌、冠軍腰帶和獎盃。Kunchat 目前以
連續七年不敗的戰績穩坐 I-One 冠軍寶
座，而且是 AXN 電視節目「挑戰者」首
位冠軍挑戰者。

泰拳健身館 
brothersmuaythai.com

 荷蘭

 阿聯酋

 泰國

AvenueThreeSixty 進駐香港，透過
個人化的服務，協助英國地產投資者管
理其物業組合。其團隊擁有豐富英國房
地產市場經驗，並與位於倫敦和英國各
大城市的專家有著緊密聯系。公司在香
港和倫敦均設有辦事處，致力於為投資
者提供購房、出租、管理以至轉售等全
面的房地產支援。 

AvenueThreeSixty 明白，一般回報與
豐碩回報之間的差異，往往取決於細

節。其使命是讓客戶能善用英國物業作
為投資工具，從而實現其財務目標。同
時，公司亦專注於提供簡單便捷的卓越
服務，當中的每一個元素皆針對東南亞
房地產投資者的需求量身定制。

國際房地產
avenuethreesixty.com

 英國

http://luluexchange.com
http://whiskiesandmore.com
http://timelessandtasty.com
http://brothersmuaythai.com
http://avenuethreesixty.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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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vill 於1999年在倫敦成立，是一間
專門為金融服務機構提供監管建議的獨
立專業顧問公司。繼2015年在新加坡
開業後，公司於2017年進駐香港，其
核心業務是就各個監管範疇提供以技術
為重心的優質諮詢服務。Bovill 針對客
戶的複雜問題制定高效的解決方案，而
不提供商品化建議或服務。

為服務其國際客戶，Bovill 於英國、新
加坡、芝加哥及香港皆設有辦事處，其
專業團隊精於各種不同的金融監管範

疇。公司的香港辦事處現有六名監管專
家，除了提供與證監會和金融管理局牌
照有關的建議外，團隊亦就更廣泛的國
際監管和金融犯罪事宜提供諮詢服務。
Bovill 兼具本地市場知識和全球視野，
能有效幫助客戶在現今複雜的監管環境
中茁壯成長。

金融服務監管諮詢
bovill.com

MASS BRANDED 是一個高檔街頭服
裝品牌，為喜愛作輕鬆休閒打扮而又不
失體面的男士而設。公司將結構化設計
與圖像相結合，從而創造出能提升男性
魅力、與眾不同的作品。

對 MASS BRANDED 這種小型時裝初
創企業而言，香港是一個理想的經營地
點。公司作為高檔街頭服裝生產商，除
了能在香港的布料集散地找到形形色色
來自世界各地的上乘紡織品外，還於香
港自設板房，因此能在製作樣板後馬上

檢查成果，並即席作出修改。更重要的
是，雖然香港的大部份製衣工序已北遷
多年，但這裡仍然有優質的小批量生產
商可供選擇，並雲集大量手藝精湛的製
衣專才。

男士服裝、電子商務 
massbranded.com

McNamara Art Projects 是一個獨
立的藝術諮詢及策展機構。公司在黃竹
坑設有面積達3,500平方呎的全新項目
空間，致力於網羅西方以至亞洲的新晉
及知名藝術家，以展示當代藝術作品。

其籌辦的藝術項目將採取與西方及亞洲
名聲顯赫的畫廊合作的方式進行，這些
畫廊在香港沒有實體據點，因此能為香
港帶來各種別開生面的藝術作品，從而

加強香港人對當代藝術的接觸。此外，
McNamara Art Projects 亦專注在亞洲
區為西方現代及當代藝術範疇的公共或
私人收藏展提供策劃指導。

藝術諮詢 
mcnartprojects.com

Merton edX 是一所獨特的青年學生
創業學院。去年，公司創辦人通過其姊
妹公司 Merton Global Ventures，與美
國公司 BizSmart Global 合作，成功為
香港的中學生舉辦了矽谷創業工作坊。
Merton edX 致力於啟發年輕人，賦予
他們重要的商業技能以實現夢想。公司
寄語現今的學生，不管他們的優勢和興
趣為何，不論他們精於數學、技術、視
覺創意還是關注社會議題，他們都能在
創業世界中扮演至關重要的角色。

Merton edX 對於投資推廣署對其願景
的信任，以及所提供的寶貴支持和指導
致以謝意。

Merton edX 希望透過激發創業精神，
培育一個接一個的年輕領袖，為香港的
知識型經濟發展作出貢獻。

創業學
mertonedx.com

http://bovill.com
http://massbranded.com
http://mcnartprojects.com
http://mertonedx.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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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enix Fine Wines & Vineyards 
Limited 由曾於倫敦酒商 Corney & 
Barrow 及 Armit Wines 任職亞洲區主
管的 Richard Sutton 於2018年3月成
立。Sutton 帶領一支經驗豐富、能操多
國語言，並由高級葡萄酒專家組成的小
型駐港團隊，致力於為亞洲的私人客戶
和貿易商戶提供服務。

除了在香港提供葡萄酒現貨外，Phoenix
還提供能長期存放的高級葡萄酒以及置
於其英國保稅酒窖中的投資級葡萄酒。

公司可每兩個月安排一次從英國空運葡
萄酒到港，寄存費亦很相宜。此外，
Phoenix 還就免稅葡萄酒投資組合、法
國葡萄酒產業的房地產投資等事宜提供
免費諮詢服務。

高級葡萄酒貿易及酒莊和葡萄園 
購買諮詢
phfwv.com

PHOENIX
Fine Wines & Vineyards

Pixelcabin（「Pixel」）成立於2012年，
當時公司的兩位創辦人分別居於倫敦和
紐約。公司致力於利用 Shopify Plus 平
台為世界上最具影響力的企業設計電商
解決方案，其服務包括：幫助客戶開發
具獨特功能的定製應用程式；為客戶提
供連接第三方物流供應商的整合系統；
以及深入客戶團隊一起建立最佳守則和
工作流程。

公司最近與一間財富500強企業展開持
續合作，初期階段為其建設覆蓋南美和
歐洲市場的多區電商平台，最近則集中
於建設面向荷蘭市場的專有 B2B 平台，

讓酒吧經營者在同一個平台上便可從多
個供應商訂購所有業務用品。

此外，Pixel 亦與香港的初創企業合作，
為其開發首個電商平台，並幫助區內的
非牟利機構提升電商用戶體驗。公司正
積極尋求擴大其香港及亞洲客戶群。

電商軟件顧問及工程服務 
pixelcabin.io

Q5於2009年環球企業面臨幾十年來最
嚴峻的金融危機之時在倫敦成立。Q5
認為公司能為全球企業提供與別不同的
服務，幫助他們更有效地應對所面臨的
挑戰，並將該財年四個季度的收益延續
到 Q5（第五季度）。

Q5的服務範疇包括專家分析、制定嶄
新策略、徹底革新勉強維持的運作模
式以及幫助企業「適才適所、知人善
任」，並致力於確保各個項目能為企業
帶來真正的改變。

繼紐約和悉尼後，Q5於香港開設第四
個辦事處。鑒於香港是一個朝氣蓬勃的

國際商業中心，而且匯聚各種不同的跨
國公司和本地企業，公司認為這裡是擴
大其市場覆蓋的最佳據點，並希望能在
亞太區建立更穩固的市場地位。

管理諮詢 
q5partners.com

http://phfwv.com
http://pixelcabin.io
http://q5partner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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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思貝禮國際學校是一所專以英國國
家課程為教學綱領，提供優質英式教育
的小學。學校將於2018年8月開學，
主要為3至11歲擁有國際背景的學童提
供多元化的發展機會。香港思貝禮國際
學校於2015年獲批興建校舍，以提供
高質素的國際教育，確保香港繼續吸引
優秀的海外人才。香港思貝禮國際學校
源於其享譽盛名的英國姊妹學校 — 曾

培育著名生物學家達爾文的思貝禮學校
於1552年接受皇家特許狀御准建校，
并被授予英國九大公學的美譽，是英國
最傑出的學校之一。

教育 
shrewsbury.hk 

Plum 是一間由美食家組成的公司，致
力於將全港備受好評的佳餚送到顧客 
附近，其使命是令享受美食變得輕而 
易舉。

Plum 的業務模式是東南亞食品科技行
業中獨一無二的。其團隊會親自試吃每
一道菜，確保其品質後才加入菜單中。
Plum 不收取送餐費用，其菜式價格與
餐廳堂食售價相約，甚至還低。除了能
保持卓越的客戶體驗外，還能避免因單
位經濟效益不佳而令市場參與者發展受
限的問題。

Plum 於 2017 年在香港創立，在成立
後四個月內即進駐新加坡和悉尼開展業
務，團隊現已壯大至100多人。繼成功
完成種子融資、Pre-A 輪融資以及實現
高速增長後，Plum 將於2018年7月 
進行 A 輪投資。

精選午餐訂購平台
plumfood.com

香港嘉年華集團的總部位於美國，主要
透過旗下的公主郵輪及皇后郵輪提供郵
輪旅遊體驗。公司選址香港開設區域辦
事處，是為了支持其亞太區業務的發
展，以便在區內部署航線。

公主郵輪是全球最大的國際豪華郵輪品
牌之一，目前擁有17艘以創新設計聞
名的現代郵輪，致力於提供餐飲、娛樂
等方面的卓越顧客服務。

皇后郵輪是一個英式豪華郵輪品牌，以

令人難忘的環遊世界航程見稱。皇后
郵輪自1840年開始便是北大西洋客船
中的領先營運商，於2015年慶祝啟航
175周年。

郵輪旅遊
princess.com 
cunard.com

Cboe Global Markets 是全球最大的
交易所控股公司之一，主要提供多個資
產類別和地區的各種產品交易，當中包
括期權、期貨、美國和歐洲股票、交易
所買賣產品（ETP）、全球外匯（FX）以
及基於 Cboe 波動率指數（VIX 指數）的
多資產波動率產品。

Cboe 的交易場所包括美國最大的期權
交易所和歐洲最大的證券交易所（按成
交額計）。此外，公司是美國第二大的

證券交易所營運商以及全球領先的 ETP
交易市場。

Cboe 在亞太區設有兩個辦事處，分別
位於新加坡和香港，香港辦事處為公司
的亞太區總部。隨著經營版圖擴大，
Cboe 能更妥善地滿足亞洲區投資者的
需求。

金融服務 
cboe.com

 美國

http://shrewsbury.hk
http://plumfood.com
http://princess.com
http://cunard.com
http://cbo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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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笑行動是國際醫療慈善機構，專門 
為患有先天唇裂、顎裂或其他面部畸形
的發展中國家兒童及青少年提供免費 
治療。

微笑行動組織由醫生和護士參與之義工
隊，致力在偏遠地區開展工作，為貧困
家庭提供手術和醫療護理。自1991年
以來，微笑行動已在內地為近30,000名
患者提供免費手術，讓他們重拾笑容和
自信，過健康正常的生活。此外，微笑
行動還為數百名醫療義工提供了國際標
準醫療培訓，以提升其技能。

每隔三分鐘，就有一名患先天唇裂、顎
裂或其他面部畸形的孩子誕生。若缺乏
適當的治療，孩子將經歷感染、飢餓和
言語問題，導致他們在成長期間處於難
以言喻的孤獨之中。只需短短45分鐘
的手術便能阻止這一切的發生。與微笑
行動攜手，創造一個充斥更多動人笑聲
的世界。

非政府組織 
operationsmile.org

Peachstate Hobby Distribution 
Limited（「PHD」）分銷與體育相關的
交換卡，主題包括美國職籃、美國職
棒、國家美式足球聯盟以及足球。鑒於
香港擁有便於營商的環境，機遇瞬息萬
變，因而決定來港開設分部。PHD 利

用香港作為擴展區內業務的首站，現於
九龍灣設有貨倉及辦事處。

嗜好及貿易
phdgames.com

酷校網是一個糅合教育科技和大數據的
網上社交平台，致力於將擬報讀學校的
學生和家長與在校學生、校友和學校代
表聯繫起來，以提供高等教育和留學諮
詢。近輩指導形式簡單且靈活，學生可
就任何學校或學術機構提出有關學業、
入學申請、學費或校園生活的問題，而
經過驗證的導師將根據其個人經驗提供
建議。

鑒於香港每年有大量赴海外留學的學
生，酷校網因而選擇在香港成立區域總
部。在其新加坡辦事處配合下，酷校網
將服務所有擬報讀學校的亞洲學生和家

長，透過近輩導師為他們的問題提供個
人化答案。此外，酷校網亦希望與國際
和本地高中以及教育顧問和代理合作，
藉以介紹其流動應用程式、網站和相關
服務給目標學生和家長。

教育科技
sqoolink.com 

The Cakery 的總部設於香港，是一間
主打健康的甜品糕點店，致力於採用天
然及營養豐富的食材，以迎合現今消費
者對於健康的追求。公司提供一系列 
不含麩質、脂肪含量低、低糖、素食、
不含精製糖或無糖的杯子蛋糕、蛋糕、
曲奇和三文治。The Cakery 的首間限
時商店於2016年4月在置地廣場開業
後，於同年8月於太古廣場開店，再於
同年11月重返置地廣場。2017年2月，

The Cakery 的首間永久店進駐利園 
二期，其後於同年4月在置地廣場開設
第二間分店。

甜品糕點店 
thecakery.com

http://operationsmile.org
http://phdgames.com
http://sqoolink.com
http://thecakery.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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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spun 力求透過3D 剪裁演算法、3D
編織機械及本地生產，逆轉百分之一的
氣候變化。為此，公司推出其首項產品 
— 牛仔褲。

憑藉先進的演算法，unspun 能基於顧
客的3D 身體掃描製造出稱身的牛仔
褲。目前，公司的產品均於本地製造，
但到2018年底，產品便將透過公司發
明的3D 編織機器進行自動化生產。製
造業本地化將有助香港實現「再工業
化」及多元化經濟發展。 

unspun 的技術開發源自三藩市，亞洲
總部則設於香港，其大部份業務發展和
投資事務都在香港進行。公司不但獲
得硬件創業加速器 HAX 的支持，更得
到 H&M 基金會的認可，並由南豐作坊

（The Mills Fabrica）及數碼港培育。

服裝製造及零售
unspuntech.com

investhk.gov.hk

http://unspuntech.com
https://www.investhk.gov.hk/zh-hk.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