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全球首個跨境金融科技周	
2018年10月29日至11月2日

香港金融科技周將於2018年10月29日至11月2日舉辦，	
是全球首個跨境舉行的金融科技盛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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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香港和深圳舉行的會議預料將吸引超
過8,000名業內的高層人士，並匯聚世
界各地超過200名頂尖講者，包括金融
科技企業家、投資者、監管人員及學
者，通過在亞洲及全球推動行業技術革
命，共同打造金融服務的未來。

重點項目

全球首個跨境金融科技盛事	–	
在香港、深圳兩地舉行

對於想在中國這全球最大的金融科技市
場佔一席位的金融科技公司而言，香港
是作為其據點的不二之選。今年的金融
科技周將聚焦於香港在通往大灣區管道
中的關鍵地位及優勢，大灣區覆蓋了香
港、澳門和位於珠江三角洲一帶九個主
要城市及其六千八百萬人口。

快速通道計劃

由投資推廣署和 FINNOVASIA合辦的
全新「快速通道計劃」，將協助世界各
地的初創企業在香港開啟成功的大門。
被挑選參與該計劃的公司將以簡單快捷
的一站模式與政府、監管機構、投資
者、創投基金、加速器、協會及機構等
相關持份者會面及跟進。這些公司將受
惠於香港簡單的營商體制，從而把握區
內拓展業務的機遇。

參觀創新實驗室

參加者可參觀香港主要的創新實驗室、
基地、加速器及孵化器。他們將被安排
與相關設施的要員會面，了解他們在建
立香港金融科技生態系統中的角色及 
焦點。

業務配對／「辦公時段」

提供會面安排及商業配對服務，為主要
合作夥伴、監管機構及政府部門設立
「辦公時段」（Office Hours），讓參與者
在適合他們的時間進行會面及諮詢。

活動日程表

2018年10月29日至30日 
（星期一至星期二）
香港會議展覽中心

唯一亞洲分站將匯集全球的金融
科技社群，以獨特的簡短演示形
式展示尖端的銀行、金融及支付
科技。

Finovate	Asia第1 - 2日

2018年10月31日至11月1日
（星期三至星期四）
香港會議展覽中心

為期兩天的會議和博覽會將分為
四個階段，設有4個講台、100多
個展位及來自世界各地的200多
名講者。對於有意把業務擴展到
香港、中國和亞太地區的金融科
技界社群來說，是理想的平台。

主會議第3 - 4日

2018年11月2日（星期五）
深圳 — 多個地點

通過企業參觀，演示和商業交
流，參加者可以探索中國最創新
的科技公司並從中學習。還可與
中港兩地的銀行，創投基金及監
管機構等專業人士進行交流。

深圳活動日第5日

金融科技周焦點議題
查看更多有關香港金融科技周的 
最新消息：www.fintechweek.hk

@HongKongFinTech 
#HKFintechWeek

發展迅速的金融科技	
生態系統
自2016年11月舉行首屆香港金融科技
周以來，已有多項新措施推動香港金融
科技生態系統的發展，並促進金融科技
創新與國際間的合作。重點包括：

	2017年11月，香港金融管理局 
（金管局）和新加坡金融管理局（MAS）
宣布合作開發「全球貿易連接網絡」，
運用分布式分類帳技術（DLT）構建跨
境基建，推動兩地以至區內及全球的
貿易及貿易融資業務數碼化。

	香港交易所於2018年4月30日推出
新上市制度，容許擁有不同投票權架
構的公司上市以吸引更多科技及新興
公司來港。

	2018年5月，香港金融管理局發出
《虛擬銀行的認可》指引修訂本，有
意者可於2018年8月31日前向香港
金融管理局遞交申請。

專責金融科技團隊
投資推廣署在香港設有專責金融科技團
隊，及駐倫敦和三藩市的團隊旨在吸引
全球頂尖的創新金融科技企業，初創企
業家，投資者及其他來自世界各地的相
關人士前往香港，並協助他們在此建立
業務。該團隊提供實際支援，例如業務
評估，開業（辦公室，簽證申請和開立
銀行賬戶），監管機構介紹，聯誼和推
廣以及市場支援等。

觀看影片：

http://www.fintechweek.hk
https://youtu.be/xg75Obbv9v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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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utures 2018: Cambridge Cleantech 
Annual Conference
是次會議將從政府的角度，講述英國作為智能科技領袖的
全球發展。與會者還可了解當地在清潔科技領域的重大新
投資、具備新的創新搜尋計劃的企業，以及清潔科技領域
的創新者。
地點：英國劍橋科學園三一中心
主辦：Cambridge Cleantech
 cambridgecleantech.org.uk/events/

cambridgecleantechfuture-2018-cambridge-
cleantech-annual-conference

9-12

RISE 2018
多間全球大型企業及表現卓越的初創企業將派員親臨香
港，分享他們的經驗。屆時，全球各大主要媒體及一眾投資
者亦將出席這個為期三天的交流活動。
地點：香港會議展覽中心
主辦：Web Summit
 riseconf.com

11

東京「一帶一路」高峰論壇
是次研討會旨在介紹香港在「一帶一路」倡議及粵港澳大
灣區發展規劃中擔當的角色以及為日本企業帶來的商機。
地點：日本東京神保町
主辦：投資推廣署、香港駐東京經濟貿易辦事處
 investhk.gov.hk/en/events/belt-and-road-and-

greater-bay-area-initiatives-hong-kong-s-important-
role-and-business.html

12

Smart Innovative Hong Kong and the Guangdong-
Hong Kong-Macao Bay Area
是次研討會旨在介紹香港的商業優勢以及韓國企業可如何
利用香港進入粵港澳大灣區。
地點：南韓首爾樂天酒店
主辦：投資推廣署、大韓貿易投資振興公社

16-18

《福布斯》「亞洲30歲以下領袖」峰會
是次峰會將匯聚300位入選《福布斯》「亞洲30位30歲以
下領袖」榜單的青年才俊、創業家和行業革新者，另邀得多
位行政總裁、導師、行業翹楚、投資者和行業顛覆者出席。 
峰會為期三天，活動包括研討會、科技演示、聯誼交流、 
美食及音樂節等。
地點：香港洲際酒店
主辦：福布斯
 forbesunder30summitasia.com

21

第22屆創意創業大賞頒獎禮
作為城市青年商會之旗艦計劃，創意創業大賞旨在表揚本
港創意創業者的成就，推動本港創業風氣。
地點：香港
主辦：城市青年商會（香港）
 cjc.org.hk

09九月

8-11

廈門中國國際投資貿易洽談會
第20屆中國國際投資貿易洽談會以「引進外商直接投資」 
和「走出去」為主題，並結合展覽、座談會、B2B項目配對、
協議洽談及投資沙龍等活動，以展示各種商機、介紹投資 
政策和宣傳投資環境。
地點：中國廈門國際會議展覽中心
主辦：都中華人民共和國商務部
 www.chinafair.org.cn/english/overview/gnts1.aspx

25-27

Biospain
作為由國家級生物業協會主辦、歐洲最大型及全球首屈一
指的生物科技盛事，Biospain舉辦的一對一會談場次超過
3,000場，參與企業達800多間，當中有34%的代表來自西
班牙以外地區。投資推廣署為是次展會的企業合作夥伴。
地點：西班牙塞維利亞Fibes會議及展覽中心
主辦：西班牙生物產業協會（ASEBIO）、安達盧西亞自治
區政府
 biospain2018.org

10十月

3-5

South Summit
作為頂尖的創新國際平台，South Summit聚焦於商機及顛
覆性趨勢，並能凝聚整個創業生態系統。投資推廣署為是
次峰會的企業合作夥伴。
地點：西班牙馬德里 Calle Cifuentes 5, La N@ve
主辦：Spain Startup
 southsummit.co/en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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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月	
29日 
|	

11月	
2日

2018年香港金融科技周
作為全球首個跨境金融科技盛會以及本年度最大型的會議
之一，金融科技週吸引超過5,000名高級管理人員參加，同
時將有100多位世界頂尖的金融科技創始人、投資者、監管
機構和學者在會上發言。這些人才透過推動亞洲乃至全球
的行業技術革命，打造金融服務的未來。
地點：香港及深圳
主辦：投資推廣署
 hongkong-fintech.hk/en/events/hkftw1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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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多活動：

http://cambridgecleantech.org.uk/events/cambridgecleantechfuture-2018-cambridge-cleantech-annual-conference
http://cambridgecleantech.org.uk/events/cambridgecleantechfuture-2018-cambridge-cleantech-annual-conference
http://cambridgecleantech.org.uk/events/cambridgecleantechfuture-2018-cambridge-cleantech-annual-conference
https://riseconf.com
https://www.investhk.gov.hk/en/events/belt-and-road-and-greater-bay-area-initiatives-hong-kong-s-important-role-and-business.html
https://www.investhk.gov.hk/en/events/belt-and-road-and-greater-bay-area-initiatives-hong-kong-s-important-role-and-business.html
https://www.investhk.gov.hk/en/events/belt-and-road-and-greater-bay-area-initiatives-hong-kong-s-important-role-and-business.html
http://www.forbesunder30summitasia.com
https://www.cjc.org.hk
http://www.chinafair.org.cn/english/overview/gnts1.aspx
https://www.biospain2018.org
https://www.southsummit.co/en
http://www.hongkong-fintech.hk/en/events/hkftw18.html
https://www.investhk.gov.hk/zh-cn.html
https://www.investhk.gov.hk/zh-cn/event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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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讀更多：http://www.censtatd.gov.hk/ 
press_release/pressReleaseDetail.jsp? 
charsetID=1&pressRID=4187

政府統計處與投資推廣署現正合作進行
「2018年有香港境外母公司的駐港公司
按年統計調查」。這項統計調查旨在搜
集資料，以助政府制定策略，為香港營
造有利的營商環境，以及進一步發展相
關服務，支援現有及潛在的外來投資
者。

有關資料有助投資推廣署更了解駐港外
商的需要，並設計合適的宣傳活動，在
本地和海外推廣香港作為外商直接投資
的首選地點。

這項統計調查的對象是各行業中有境外
母公司的駐港公司。政府統計處已分別
發信通知有關公司，並隨信附上問卷。

有香港境外母公司在香港	
經營區域及本地業務的	
駐港公司按年統計調查

為方便有關公司提供這項統計調查所
需資料，政府統計處已製備問卷的電
子版本，可供索取使用。

統計調查搜集的資料包括有關公司的
一般資料，以及這些公司的管理層對
在香港營商的意見。

所有搜集得來可分辨個別公司的資料
必予嚴加保密，不得給予任何未獲授
權的人士。這些數據只用作編製統計
數字，有關數字並不會顯示個別公司
的資料。

您的意見對調查很重要。我們會利用
調查結果，為現有及潛在的外來投資
者進一步發展相關服務。

欲了解詳情，請聯絡：

孫可敬
市場資訊主管

Z（852）3107 1043
m KSun@investhk.gov.hk

http://www.censtatd.gov.hk/ press_release/pressReleaseDetail.jsp? charsetID=1&pressRID=4187
http://www.censtatd.gov.hk/press_release/pressReleaseDetail.jsp?charsetID=2&pressRID=4187
http://www.censtatd.gov.hk/press_release/pressReleaseDetail.jsp?charsetID=2&pressRID=41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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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欲查詢更多資料，請聯絡：

駐東京首席顧問
佐佐木由紀雄
Z（81）3 3556 8961

m y_sasaki@hketotyo.gov.hk

駐大阪顧問
中田武正
Z（81）6 4705 7019

m tnakata@investhk.com.hk

香港與日本之間的	
經濟聯繫愈趨緊密

2018年1月，香港從日本進口的產品
總值達24億美元，按年增長17.8%。
此外，香港為日本食品的最大出口目的
地。2018年1月，日本對香港出口的
食品及活動物總值達9,700萬美元，佔
日本該類出口逾24%。

另一方面，日本是香港第五大進口來源
地，主要進口產品包括半導體、電子
閥門及電子管（佔總額21.4%）；電訊
設備及零件（8.0%）；電動機械及器具
（6.5%）；供電路用的電力器具（6.4%）；
以及石油（原油除外）（3.8%）。

香港擁有730萬人口，每年訪客人數達
5,600萬，加上地處戰略位置，日本能
藉由香港打入中國內地以至亞洲的廣大
消費市場。

日本在香港經濟的角色

根據政府統計處與投資推廣署合作進行
的調查，截至2017年6月，日本的駐
港公司數目在所有地區之中居首，共有

1,378間，這些公司包括區域總部、區
域辦事處及當地辦事處，主要負責監督
其於香港以及其他亞洲經濟體（如中國
內地）的商業活動。

日本駐港公司覆蓋廣泛的行業，例如食
品及飲料、金融、藝術和媒體等。日本
餐飲集團AP Company在香港開設的
首間餐廳剛於去年開幕，其錄得的銷售
額和顧客人均消費額便已在集團旗下
200間餐廳及區內分店之中排行最高。

邁向全球		首選香港

香港貿易發展局一年一度之旗艦活動
「邁向全球 首選香港」（Think Global, 
Think Hong Kong）將於11月1日在東
京舉行。這次活動將匯聚香港投資推
廣署、香港科學園、數碼港、香港金融
管理局等多個香港合作夥伴以及商界人
士，以聚焦瞬息萬變的環球市場，共同
探討其發展和趨勢。除了主要座談會
外，屆時還會舉辦高級晚宴、各種特定

行業的專題會議以及商業配對洽談。投
資推廣署將主持「拓展中國及東盟市場」
專題會議，歡迎各位踴躍參加！

如欲了解詳情，請瀏覽： 
http://www.hktdc.com/ncs/tgthk2018/
en/main/index.html

http://www.hktdc.com/ncs/tgthk2018/en/main/index.html
http://www.hktdc.com/ncs/tgthk2018/en/main/index.html
http://www.hktdc.com/ncs/tgthk2018/en/main/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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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護措施將環繞其主要業務的根本性變
化，並採取更簡化的退市程序，以解決
潛在的「殼股」問題。對於WVR發行
人，除了加強企業管治要求外，保障措
施還包括限制WVR權利以及制定保障
非WVR持有人投票權的規例。

行業焦點

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全資附屬公
司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
為拓寬香港上市制度而新訂的《上市規
則》條文已於2018年4月30日生效。

作為上市改革的一部份，聯交所在《主
板上市規則》新增三個章節，並對現行
《上市規則》條文作相應修訂，以（a）
允許未能通過主板財務資格測試的生物
科技發行人上市；（b）允許同股不同權
（Weighted Voting Right, WVR）架構的
公司上市；以及（c）為尋求在香港作第
二上市的中資及國際公司設立新的便利
第二上市渠道。

有見新經濟增長波動，尤其是中國內地
創新型企業堀起，環球股市紛紛採取新
政策，務求吸引這些利潤豐厚的企業進
入其市場。在新制度下，以香港作為
上市地的公司可坐享香港的眾多競爭優
勢。香港市場流動性強、法律制度健

香港推出新上市制度
吸引創新型企業

有關香港創新商機，請聯絡：

曾文龍
創新及科技行業主管
Z（852）3107 1013

m Stsang@investhk.gov.hk

周寶芬
資訊及通訊科技行業主管
Z（852）3107 1012

m Wchow@investhk.gov.hk

全，其法規和監管結構亦具透明度和問
責性，而且依照獲廣泛認可的國際標準
運作。

生物科技產業的潛力

目前，投放在新型藥物、治療和相關服
務方面的資源和投資額十分龐大，這些
發展以實現健康老齡化為目標，並將顛
覆我們未來的生活。生物科技公司需要
大量資金進行研究、開發和臨床測試。
憑藉新上市制度，香港作為流動性極強
的國際金融中心有助於推動這個行業發
展，並為他們提供所需的資金。

與此同時，聯交所意識到未有收入或採
用WVR架構的企業伴隨潛在風險，因
此提出了適當的投資者保護措施，其中
包括制定判斷申請人是否適合上市的詳
細準則、提高市值要求及加強披露要
求。對於未有收入的生物科技發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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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規模能在短時間內發生變化，
靈活彈性自然是經營辦公空間不可
或缺的要素。此外，香港政府大力

優客工場於2015年由毛大慶博士創
立，現於全球36個城市設有160多
個共用工作空間，版圖覆蓋北京、
上海、新加坡和紐約等地，並於最
近拓展至香港。

優客工場致力於提升針對企業用戶
的服務能力，一方面讓企業建立實
際存在的社區，一方面配合網上平
台構成生態系統，從而使企業獲
益。創始人兼董事長毛博士指，優
客工場的流動應用程式不但能讓會
員預訂共用工作空間，還提供財務
諮詢、人力資源以及銷售及營銷支
援，會員更可利用該平台向其他社
區成員宣傳其產品和服務。目前，
優客工場擁有超過10萬名會員。

香港具龐大潛力

毛博士表示：「香港流動性高，是開
設共用工作空間的理想地點。由於

投資於創新及科技事業，例如成立
創科創投基金及港深創新及科技園
等。在政府的實質支持下，我相信
將有很多高科技公司籌謀在香港成
立辦事處，市場對辦公空間的需求
亦必然會增加。」

儘管有越來越多的共用工作空間營
運商加入市場，但毛博士認為他們
彼此之間並非相互競爭的關係， 
反而是令市場更為壯大。他興奮地
說道：「香港有這麼多共用工作空間
營運商進駐，顯然是利好的徵兆，
證明這個蓬勃發展的市場具有龐大
潛力。」

就長遠發展而言，鑒於香港已為迎
接更多「新經濟」企業而修訂上市規
則，毛博士正考慮於香港進行首次
公開招股（IPO）。他讚賞道：「香港
是一個具包容力和匯聚多語言人才
的城市，配合其優良法治和高效率
的優勢，人們能在這裡輕鬆營商。」

對於有意在香港開展業務的新加入
者，毛博士有以下建議：「自我們決
定在香港推出服務以來，投資推廣
署便一直為我們提供相關的市場資
訊。我認為在作出任何投入之前，
都必須先了解市場，並就行業趨勢
和政府政策等方面進行徹底的 
調查。」

優客工場
	於2015年由毛大慶博士創立，

公司估值達17億美元

	在全球36個城市設有160多間
共享工作間，會員數目超過 
10萬人。

 w www.urwork.cn

獨角獸企業進軍香港	
　　　　　共享辦公領域

估值達17億美元的北京初創企業優客工場配合一站
式網上服務平台建設覆蓋全球的共用工作空間網絡。

優客工場	
創始人兼董事長	
毛大慶

香港有這麼多	
共用工作空間	
營運商進駐，	

顯然是利好的徵兆，
證明這個蓬勃發展
的市場具有	
龐大潛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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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別是創新的智慧城市解決方案。」

團隊會根據數據分析及演算法預
測，協助夥伴找出問題所在、構思

德國電氣化及自動化公司西門子與
香港科技園公司訂立合作協議，設
立智慧城市數碼中心，目標是加速
開發針對香港的智慧城市應用及解
決方案。

該中心由西門子開發的雲端物聯網
操作系統MindSphere提供全面支
援，並採用開放式實驗室設計，支
援數據分析、物聯網、連接系統、
智慧建築、智慧能源及智慧交通的
研發。中心初期集中在五個範疇，
包括綠色城市發展評估工具（CyPT 
Air）、連接城市規劃方案、網絡安
全、數據分析手提箱及MindSphere
開放物聯網平台。

西門子有限公司MindSphere應用中
心 — 城市的香港數碼化中心主管鄭
慶舒說：「踏入數碼時代，西門子藉
著設立數碼中心此項戰略性項目，冀
望與我們的夥伴促成更多合作計劃，

新的概念或以智慧數碼方案解決城
市內的各種問題及挑戰。最近，中
心完成了一項關於上落貨區監測系
統的概念驗證測試。項目利用人工
智能及影像分析技術，在工業區偵
測泊車情況，並提供實時空位資訊。

香港的智慧城市數碼中心為西門子
首個於亞洲設立的同類型中心，以
配合其擴展步伐，於德國研發總部
以外，發展區域性的創新業務。鄭
慶舒又指出：「我們視中心為公司內
的一個初創團體。憑著我們推出的
多個戰略性項目，相信中心可在不
同層面上為多個城市帶來影響，對
公司內部亦會產生正面作用。」

西門子致力為業界培育新一代專
才，向職業訓練局贊助MindSphere
系統，並派駐專家到職業訓練局提
供培訓課程，以加深學生對數據分
析及系統應用的知識。除此之外，
西門子更為業界領袖提供針對行政
人員的培訓課程，協助業務決策者
了解業界趨勢，迎接數碼年代帶來
的挑戰。

智慧城市數碼中心亦與大專院校緊
密合作，提供實習機會。鄭慶舒表
示：「我們希望支持香港政府推出的
智慧城市藍圖『智慧市民』策略，透
過提供實習機會及籌辦其他教育項
目，培育出新一代的數據科學家。
我對香港下一代的人才充滿信心，
特別是在軟件開發及人工智能方面
的發展。」

西門子有限公司
	西門子智慧城市數碼中心於

2017年12月正式開幕

	中心現時聘有19名員工，包
括業務發展人員、軟件開發人
員、數據科學家及業界專家

	其他數碼中心分別位於中國內
地、新加坡、澳洲柏斯以及印
度的浦那、諾伊達及古爾岡

 w www.siemens.com.hk

整裝待發，	
迎向智慧城市

我對香港下一代的
人才充滿信心，	
特別是在軟件開發
及人工智能方面的	

發展。

西門子有限公司
香港數碼化中心主管	
MindSphere	
應用中心	–	城市

鄭慶舒

西門子於香港設立智慧城市數碼中心，透過合作
計劃及人才培訓，旨在推動智慧城市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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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擁有先進的	
資訊科技與	
通訊網絡，	
更具備廣闊的	
國際網絡及關係，	
亦是許多跨國企業的
首選基地。

鄰內地各大城市，是國際企業進入中國
內地的門戶，同時也是內地企業進軍國
際市場的跳板。」

她補充道：「香港在國際經驗及所提供
專才方面均名列世界前茅，而且擁有先
進的資訊科技與通訊網絡，更具備廣闊
的國際網絡及關係，亦是許多跨國企業
的首選基地。」

曾薇總結道：「投資推廣署是一個很好
的分享行業資訊平台，有助於我們諮詢
專業意見、擴展網絡、以及獲取相關資

中國移動5G聯合創新中心於2018年 
3月設立香港開放實驗室並選址葵涌。
此開放實驗室是中國移動國際（「中國
移動」）於全球開設的第八間。

中國移動將利用香港的地利優勢，將實
驗室作為其5G聯合創新對外展示的窗
口。除了向國際合作夥伴展示5G相關
成果外，在物聯網應用和5G通訊基礎
研究方面，實驗室更將為中國移動開展
一系列相關的研究和市場推廣工作。

面對著5G的全球流動通訊發展的大趨
勢，以及香港智慧城市的發展方向，中
國移動國際有限公司企業業務總經理曾
薇認為，中國移動能憑著其內地物聯網
的豐富營運經驗，在智慧城市的發展
中發揮莫大作用。加上中國移動於今年
正式獲發5G技術測試許可證，是在5G
流動網絡服務發展上的重大里程。

去年9月，中國移動推出全港首個商用
窄帶物聯網（「NB-IoT」）啟動，從網路
技術優化低功耗、廣覆蓋、低成本，以
及大容量的物聯網應用，以配合香港政
府智慧城市的發展藍圖。

自2010年在香港成立以來，中國移動
國際有限公司一直為各行各業提供通訊
解決方案，如跨境連接、數據中心、雲
端服務等，為落戶香港的海外及內地企
業提供不少通訊範疇上的幫助。曾薇認
為，香港具備很多優良的條件成為國際
業務的理想發展之地。她說：「香港毗

中國移動國際有限公司
	全球共有12個5G聯合創新中

心開放實驗室，分別設於北京、 
天津、上海、江蘇、浙江、 
山東、廣東、重慶、四川、 
香港、矽谷及瑞典，其中8間 
實驗室已正式啟用，包括香港

	於2018年正式獲通訊事務管理
局發出5G技術測試許可證， 
並落實於第二季內正式運用 
5G測試頻譜展開網絡商用設備
的實驗室測試

	中國移動國際有限公司（CMI）
是中國移動的子公司，負責專
業運營中國移動的國際業務。
CMI面向全球開展國際話音、
移動漫遊、國際互聯網、跨國
企業客戶服務和增值服務等全
面的國際電訊服務

 w cmi.chinamobile.com

源。該署亦致力引進有利於香港經濟及
發展策略的專案，我們也希望借助這個
平台接觸更多香港業務拓展機會，保持
我們在市場活躍度。」

抓緊機遇	
迎接智慧城市及
萬物互聯時代
中國移動5G聯合創新中心香港開放	
實驗室正式啟用，為香港智慧城市發
展及2020年5G商業應用作好準備。

中國移動國際有限公司
企業業務總經理

曾薇

https://www.cmi.chinamobile.com/t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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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亞洲，	
像香港般同時擁有	
優越地理位置及	
高質素人才的	
城市並不多，	
因此香港	

輕而易舉地成為	
我們的首選地。

Kumarasinhe表示：「我們的香港辦事
處專責在亞洲和中東地區擴張業務，因
此，在各個範疇覓得優秀的員工對我們
來說至關重要。除了前線員工外，還需
羅致一眾專業人員，例如工程師、項目
經理和經驗豐富的市場推廣人員等，從
而建立區域層面的業務平台。」

「在亞洲，像香港般同時擁有優越地理
位置及高質素人才的城市並不多，因此
香港輕而易舉地成為我們的首選地。」

此外，Kumarasinhe認為在香港成立
公司十分容易，他補充道：「我們在註

一站式室內活動樂園 SuperPark於
2017年底正式登陸香港。公司於
2012年在維卡提（Vuokatti）創辦首間
SuperPark，現於芬蘭經營11間室內樂
園。去年開幕的香港 SuperPark標誌着
其擴展海外版圖的第一站，緊隨其後的
包括瑞典、法國及中國內地。

SuperPark
	SuperPark於維卡提首度面

世，在芬蘭、瑞典、香港和 
中國內地均設有辦事處

	香港 SuperPark於2017年 
12月開幕

	香港辦事處目前聘有150名前
線及後勤員工

 w Superpark.com.hk

冊公司、聘用顧問和服務供應商，以至
招聘員工方面的過程都非常順利。我
很高興我們在香港開設了亞洲第一間
SuperPark。」

今年夏季，公司將推出兩個專為香港市
場而設的教育及發展計劃，分別名為
SuperProgram和 SuperCamp，以及
引進全球知名的足球遊戲RoboKeeper
緊貼2018世界盃熱潮。Kumarasinhe
表示：「我們一直精益求精，並將在未
來幾個月持續推出全新的服務形式和方
法，與我們的客人交流互動。我們將繼
續致力為香港注入嶄新概念。」

一嚐
芬蘭式	
玩樂體驗
來自芬蘭的SuperPark的首個
海外樂園在香港開業不久，便
已計劃將其成功的模式複製到
亞洲各大城市及其他海外市場。

SuperPark
亞洲行政總裁

Mark	Kumarasinhe

觀看影片：

香港SuperPark設有多個活動園區和派
對房間，佔地45,000平方呎，訪客買
票入場後即可盡情暢玩場內超過20種
活動。SuperPark的目標是與一眾不同
年齡層及體能水平的大、小朋友分享運
動帶來的無限歡樂，正如SuperPark亞
洲行政總裁Mark Kumarasinhe所說：
「我們以家庭互動為核心理念，除了歡
迎小朋友外，還鼓勵父母一同參與。」

香港SuperPark在開業首三個月便已吸
引逾10萬人次造訪，成績遠超於團隊
預期。

鑒於SuperPark在香港獲得熱烈迴響，
其下一個業務計劃是將這個成功模式複
製到亞洲。目前，公司正在審視四個地
點，Kumarasinhe預計在未來兩年將有
六間 SuperPark在亞洲投入服務。

https://superpark.com.hk/zh-hk/
https://youtu.be/y6kPquyQWJ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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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和稅務體系，作為全球飛機租
賃中心，業務環境十分有利。」

通過積極支持香港的新稅制及在香
港開設子公司，工銀租賃正在朝著
目標邁進，致力於成為世界一流飛
機出租單位，並通過在亞太地區的
領導地位，逐步建立屬於自己的全
球業務框架。

他補充道：「在金融和銀行體系方
面，香港在世界經濟論壇金融發展
指數中名列前茅，並且資金充足，
有著高收益能力，這個城市還有健
全的股票和債券市場。香港不僅是
一個全球資產管理中心，也是世界
上最大的人民幣樞紐。」

他還補充道，「同樣顯而易見的是，
香港的稅務制度非常具競爭力，而融
資的便利亦對出租單位十分有利。」

工銀航空租賃在香港開業之前，香

工銀金融租賃有限公司（以下簡稱
「工銀租賃」）為內地航空規模價值最
大的租賃公司之一，2018年3月，
其全資擁有的子公司工銀航空金融
租賃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工銀航
空租賃」）在香港開業，提供飛機租
賃解決方案，如稅務租賃、出口租
賃、預付款（PDP）融資、直接購買
和轉租賃。

工銀金融租賃有限公司總裁趙桂才
說：「2017年7月，香港特別行政區
政府為在香港開展業務的合資格飛
機出租單位和飛機租賃管理單位引
入了一套專設的稅務制度，將出租
企業的稅率減半至8.25%。看准這一
時機，工銀租賃迅速行動，與大韓
航空簽署一架新波音B787-9飛機租
賃協議，飛機並於2017年12月成功
交付。這一案例標誌了香港新稅制
之下的首宗飛機租賃交易。我們意
識到香港已經建立起良好的金融、

港投資推廣署一直為協助其開設子
公司進行可行性研究，並徵詢了運
輸及房屋局、財經事務及庫務局、
稅務局意見。以上部門亦合力協助
其他的準備工作，其中包括提供飛
機租賃政策和稅制相關信息以及解
釋在香港開設子公司的好處與流程。

2017年底，工銀租賃的航空資產超
過1000億元人民幣，擁有並管理超
過609架大型飛機，並與來自33個
國家的70家國內及國際航空公司保
持合作夥伴關係，包括中國國航、
中國南方航空、英國航空、美國航
空、大韓航空、阿聯酋航空等，不
勝枚舉。

趙桂才總結道，工銀租賃接下來將
繼續利用香港在金融、法律和稅務
體系上的優勢，建構起一個全面服
務平台，憑借持續改進的運營管
理，將公司的內地及海外航空租賃
業務一體化，從而進一步發展公司
的金融渠道，加強公司在全球市場
上的競爭力。

工銀金融租賃有限公司
	於2007年11月成立

	它是第一家獲得中國銀行業監
督管理委員會認可的隸屬銀行
的金融租賃公司，並且由中國
工商銀行全資擁有

	中國最大的租賃公司

	計劃陸續在香港招聘人才， 
以支持公司在亞太地區的增
長，包括業務發展、資產管
理、飛機技術資產管理和 
法律專業人才

 w icbcleasing.com

在飛機租賃業中高飛
隨著政府向飛機租賃業推行新的稅務寬減優惠，	
工銀租賃洞燭先機，為香港飛機租賃業務發展	
立下里程碑。

工銀金融租賃有限公司
總裁
趙桂才

香港已經建立起良好的金融、法律和	
稅務體系，作為全球飛機租賃中心，	
業務環境十分有利。

http://www.icbcleasing.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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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間辦事處，2017年開設的香港辦
事處是其最早在亞洲設立的據點之
一，旨在為區內的長期客戶提供更
佳的支援。亞洲董事總經理 Jonas 
Trindler表示：「我們有許多客戶已
在香港開設辦事處，因此我們亦登
陸香港，為他們提供支援。我們致
力於提供符合歐洲質素和水平的服
務，並幫助客戶緊貼創新步伐。」

主席兼行政總裁Wolfgang 
Emmerich博士表示：「跟隨全球客
戶進駐香港的策略對我們來說非常有
效。由於我們的模式以關係導向為基
礎，具備這樣的關係網對於我們在香
港等新地點開展業務至關重要。」

Zühlke於1968年在蘇黎世成立，是
一間提供創新解決方案的服務供應
商，專注幫助企業將將智能構思轉
化成實際的產品，為企業在市場中
打響名號，達致成功。作為歐洲同
類企業中數一數二大型的顧問公司，
Zühlke的客戶遍及全球各大行業，
從機械及工場設備工程，以至醫療
科技、金融及銀行服務等。Zühlke

透過提供高端工程服務支援客戶進
行數碼化轉型，從而幫助他們實現
業務創新並跟上這個以科技為本的
世界，因此，公司一直是備受客戶
信賴的夥伴。

現時，Zühlke在8個國家設有超過

Emmerich博士指，香港是有利
Zühlke拓展亞洲業務的沃土。他說
道：「香港提供卓越的科學及科技
教育，並擁有一些世界最頂尖的學
府，行業人才鼎盛。」

他續指：「香港的法律制度與我來自
的英國非常相似，而英語更是這裡
的主導語言，加上能輕鬆往返中國
內地的優勢，進駐香港將在各方面
為我們帶來極大的便利。」

Zühlke的香港辦事處現聘有六人，
執行董事Moritz Gomm博士指，多
元化人才庫是公司取得成功的關鍵。
他說道：「我們聘有軟件工程師、用
戶體驗專家、軟件架構師以及項目
經理，團隊充分融合本地人和外籍
人士，這種情況在香港十分普遍。」
Gomm博士補充，公司在香港的員
工人數預計將於18個月內增加四
倍，他表示：「自從我們來到香港
後，業務進展極為順利，因此，我
對此增長率非常樂觀。」

Gomm博士表示，在香港開展業務
的過程很順利和容易。他總結道： 
「投資推廣署不但就我們應考慮的各
個方面提供指引、將我們與合適的
業務夥伴聯繫起來，還邀請我們參
加許多交流活動。他們的協助為我
們帶來了輕鬆的開始。」

Zühlke Engineering Ltd.

	目前在全球設有14個據點，聘
有超過1,000名員工，已完成超
過10,000項工程及項目

	於2017年在香港和新加坡開設
辦事處，藉以進軍亞洲市場

 w www.zuehlke.com

Zühlke Engineering Ltd.
主席兼行政總裁
Wolfgang Emmerich博士

賦能創新		
	 	 	 達致成功

香港提供卓越的科學及科技教育，	
並擁有一些世界最頂尖的學府，	

行業人才鼎盛。

瑞士工程顧問公司 Zühlke在香港成立辦事處，
以幫助區內客戶開展數碼化轉型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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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步加強廣大顧客群對WatchBox的忠
誠度和互動強度。

WatchBox主席鄭廉威表示：「當我
和WatchBox的聯合創辦人籌劃將
WatchBox的業務拓展到亞洲時，香港
理所當然成為公司在美國以外首個辦事
處及收藏家會客廳的落戶地點。香港作
為過去15年來全球最大的瑞士鐘錶出
口市場，其新品腕錶銷售額顯然領跑市
場。然而，二手市場依然是一個還待開
發而充滿潛力的市場，我們從中看到了
機遇。我們在每次交易都直接與顧客接
觸，並為旗下腕錶提供15個月保養服
務，因此能為香港的腕錶愛好者帶來與
眾不同的名錶買賣和交易方法。」

WatchBox團隊由全球140多名具豐富
相關知識的鐘錶專家組成，致力於協助
資深收藏家和初次買家探索二手腕錶市
場。公司為其庫存中的每一件商品提供
檢驗、認證和保養服務。

為吸引追求個人化體驗並精通科技的香
港消費者，WatchBox新推出的流動應
用程式具備嶄新的擴增實境功能，能讓

香港一向是亞洲區內的名錶樞紐。單是
2017年珠寶首飾、鐘錶及名貴禮物的
實體店零售額已達到750億港元，各大
國際品牌的腕錶和珠寶店更遍佈全港零
售熱點。經過多年時間，消費者已變得
熟知腕錶的趨勢風向和金額價值。

鑒於香港市場有著高速增長的機遇，美
國二手名錶專家WatchBox相信在香港
成立辦事處是公司一個重要的戰略里程
碑。公司現已與香港和新加坡鐘錶業
界的資深人員鄭廉威、Samuel Lee及
Justin Reis結成合作夥伴關係，並於中
環投資開設一間兼具會客用途的展示
廳，讓其主要消費群可輕鬆步行到達。
這種強調與買家直接互動的策略，加上
完善的網站及配套流動應用程式，能進

The	WatchBox
	總部位於美國的全球電子商務

平台，專注於二手名錶買賣和
交易

	於中環設有展示廳，旨在為買
家和賣家提供專業意見

 w thewatchbox.hk

消費者以虛擬方式試戴WatchBox的腕
錶。所有腕錶都會按比例縮放，以近似
的尺寸和形狀顯示在用家的手腕上，讓
他們以虛擬方式觀賞到腕錶實際戴在手
上的模樣。此外，消費者還可使用應用
程式拍下試戴效果的照片，並分享給朋
友或發佈到社交媒體平台。

Reis熱切地說道：「香港的互聯網普
及率約為75%，手機普及率則超過
240%。處於如此先進和廣博的科技市
場之中，我們採取全渠道策略，將電子
商務平台與我們位於中環核心區的收藏
家會客廳高級迎賓服務相互融合，從而
為顧客提供既豪華又高效的服務，作為
值得信賴的夥伴帶領他們發掘二手腕錶
市場。」

在WatchBox籌辦開設香港辦事處期
間，投資推廣署團隊不但為公司引薦各
種服務供應商，還為其提供研討會、交
流活動、香港政府資助計劃以及其他市
場的資訊。

用科技打破傳統	
腕錶的定義
美國公司WatchBox瞄準精通科技的	
消費者，提供二手名錶網上交易平台及	
擴增實境技術預覽功能。

WatchBox
主席
鄭廉威

香港作為過去	
15年來全球最大的	
瑞士鐘錶出口市場，	
其新品腕錶銷售額	
顯然領跑市場。

https://www.thewatchbox.hk/?lang=zh-ha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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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一項重要的發展戰略，為我們提供了
很好的機遇。我們有許多租賃產品都是
提供予『一帶一路』沿線地區的建設和
基礎設施項目，這讓我們有機會向央企
及國企供貨，達致互助共贏。」

陳躍進補充指，公司熱切希望利用這個
機會作為跳板，進一步藉由香港提高其
全球市場滲透率。長遠而言，他表示中
富機械的目標是提升品牌在全球建築及

中富機械控股有限公司（「中富機械」）
成立於1999年，專注於重型機械租賃
及融資業務，並且是全球前50強建築
機械製造商三一集團在東南亞和中東地
區的獨家代理商。中富機械的總部設於
香港，目前在全球擁有12間海外附屬
公司，致力於服務東南亞、南亞、中東
以及南非和北非等多個市場。

董事長陳躍進指，香港是公司從事海
外租賃業務的主要平台之一。他表示：
「當初我們來到香港的時候，我們便已
決定以香港為基礎，再慢慢擴展到海
外市場。」

他補充道：「香港處於亞洲的中心，是
我們了解全球商業世界的窗口。而作為
國際大都會，香港亦擁有非常完善的法
律基礎設施和戰略位置，因此我們在這
裡設立公司的總部。」

中富機械的香港辦事處現聘有約70名
員工，並擁有近50個關係密切的主要
客戶和長期合作夥伴，當中有許多都是
藍籌房地產開發商以及跨國建築公司。
在接下來的幾年，公司計劃竭盡全力在
東南亞以及「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爭取
最高的市場佔有率。

陳躍進表示：「『一帶一路』倡議作為中

中富機械控股有限公司
	香港總部目前有70名員工， 

大部份從當地僱用，負責擔任
中高層管理人員及技術專家等
職位

	中富機械於1999年作為中富
集團有限公司在香港成立辦事
處，其後於2014年更名為中富
機械控股有限公司

 w www.chinawealth.hk

基礎設施行業的地位，成為領軍企業。

陳躍進總結道：「一直以來，投資推廣
署對我們在香港的發展非常有幫助。他
們總是提供便捷的市場資訊和建議，更
為我們提供能支持業務增長的絕佳社交
聯誼機會。」

以香港為跳板，	
抓住「一帶一路」	
的機遇
中富機械在亞洲穩步發展，其目標是透過
把握即將到來的跨區域機遇，成為全球建
築及基礎設施行業的領軍企業。

中富機械控股有限公司
董事長
陳躍進

作為國際大都會，	
香港亦擁有非常完善
的法律基礎設施	
和戰略位置，因此	
我們在這裡設立	
公司的總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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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化招聘程序。AnyMind Group的
香港客戶十分多元化，包括餐飲、
金融、消費品牌及其他業務的公司。

對於公司選址香港開設辦事處的原
因，行政總裁兼聯合創辦人十河宏
輔解釋：「香港不但是亞洲最受國際
企業歡迎的城市之一，更是世界頂
尖的 IPO市場。」

他補充：「AnyMind Group在香港設
立辦事處，跟台北、上海和東京的
業務達到相輔相成之效。我們許多
客戶都在香港設有區域總部，因此
在香港擁有自己的團隊能為客戶提

在短短兩年間，AnyMind Group由
一家兩人在新加坡組成的初創企
業迅速發展成在亞太區10個市場
擁有11家辦公室及一個產品研發
中心的科技公司。公司在香港有
三個業務 – AdAsia Holdings、
CastingAsia及 TalentMind，前兩者
為廣告商及出版商提供KOL市場推
廣、程式化及數碼廣告等方案。透
過採用人工智能技術，該公司提供
的各種解決方案可助企業優化、追
踪和分析廣告表現。除了市場推廣
方面，TalentMind利用人工智能技
術讓招聘人員及人力資源專業人士

供更佳的支援。自香港辦事處去年 
5月開業以來，我們一直表現非常出
色，並達到收益目標。」

通往中國內地的門廊

中國內地市場給外國投資者提供了
龐大的機遇，但是AnyMind Group
亦意識到其獨特和複雜性，認為香
港團隊能有效地幫助集團更了解如
何在這個龐大的市場中運作。營運
總監兼聯合創辦人小堤音彥補充道：
「例如中國內地的社交媒體市場與西
方截然不同。我們的香港團隊能夠
制定適合各市場的策略，全因團隊
同時熟悉東西方文化和辦事手法。
此外，我們的香港及上海團隊緊密
合作，為希望拓展其他亞洲市場的
中國企業帶來區域性的分析見解。」

除了本地的行銷業務外，香港辦事
處亦負責東亞的部分地區性職能，
包括財務、傳訊和人力資源等。香
港團隊仍在擴展中，而集團亦計劃
在菲律賓，阿聯酋，印度和俄羅斯
開設四個新辦事處。

投資推廣署一直為AnyMind Group
提供協助，幫助他們了解最新的市
場發展、政府政策，以及擴大他們
在香港的網絡。

AnyMind	Group
	總部位於新加坡，在亞太區內

設有11間辦事處及一個產品研
發中心

	香港業務包括 AdAsia 
Holdings、CastingAsia及
TalentMind三個業務架構，致
力提供以人工智能為基礎的配
對系統及 SaaS解決方案

 w anymindgroup.com

AnyMind	Group矢志透過提供以人工智能為基礎
的SaaS解決方案，推動業務及專業人才成長，同
時幫助企業提高營運效率。

AnyMind	Group
營運總監兼聯合創辦人
小堤音彥

人工智能企業積極	
發掘香港及其他市
場的增長潛力

我們的香港團隊能夠制定適合	
各市場的策略，全因團隊同時熟悉	

東西方文化和辦事手法。

https://anymindgroup.com/zh/


16 新投資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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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根廷
Scalabl HK Ltd. 創業、內部創業、創新顧問
澳洲
LiFiC Ltd. 無線通訊科技
奧地利
Springboard Group Ltd. 市場營銷諮詢
比利時
全球貿易協會香港有限公司 貿易協會
The Artist Craft Brewer 餐飲
巴西
Earth and Barrow 進口食品
加拿大
JAHMU Tonic 飲料
芬蘭
SuperPark Hong Kong 室內活動樂園
法國
Agence 1969 HK Ltd. 廣告及數碼傳訊
ATLAS Live Tracking 運動科技
AXA Venture Partners 創投基金
French International School 教育
Hong Kong A LA CARTE 入境旅行社
Luxe Surveyor Ltd. 智能解決方案
M Creative Culture Ltd. 創意諮詢管理
Pinel et Pinel 高級皮革箱櫃及配飾
TGI Monday! 諮詢及培訓
Vestiaire Collective HK Ltd. 時尚數碼平台
德國
Siemens 技術設備設計及製造商
光詣照明技術有限公司 物聯網及智能照明
Wholistic Coachsulting Ltd. 指導、培訓及教育、管理諮詢
印度
Reboot.AI Ltd. 人工智能
愛爾蘭
威鵬租賃服務香港私人有限公司 直升機租賃
意大利
CLOUDPN Ltd. 雲端解決方案開發商及供應商
Eu.promotions Asia Ltd. 消費產品
皮咖杜 皮革配件
日本
Pocket Change Global Ltd. 外匯及電子代幣
盧森堡
ETIX Everywhere Hong-Kong Ltd. 數據中心
中國內地
原子資本香港有限公司 資產管理
中國移動國際有限公司 電訊
中富機械控股有限公司 跨國建築及重型機械製造
弗倫特（國際）科技服務有限公司 科技服務
工銀金融租賃有限公司 飛機租賃
SainStore （HK） Ltd. 電子商務技術
優客工場 共用工作空間
成實外教育有限公司 教育服務
威時沛運（香港）供應鏈管理有限公司 物流
紐西蘭
Liverton Technology Group 資訊科技服務

公司 行業
秘魯
秘魯外貿和旅遊部 政府貿易、旅遊及促進投資
俄羅斯
Emertech Ltd. 防假冒解決方案
新加坡
Anymind Group 廣告科技
JA Assure HK （Co.） Ltd. 珠寶、貨幣及個人貴重物品保險解

決方案
Keyteo Consulting Pte.Ltd. 資訊科技諮詢 /人員外派
Micepad Ltd. 活動科技
The Oddle Company Pte Ltd. 網上訂餐解決方案
杰地集團有限公司 綜合資產管理公司
南韓
駐香港韓國文化院 政府部門
首爾拍賣香港有限公司 藝術畫廊
西班牙
Estudi Josep Cortina 設計顧問
Goods from Spain Ltd. 商品貿易
瑞士
峇崙有限公司 B2B社交電子商務
豪瑟沃斯香港 藝術畫廊
Zühlke Technology Group 工程諮詢公司
台灣
驚奇學習有限公司 網上語言學習平台
花甜果室有限公司 連鎖飲料店
伊雲谷（香港）有限公司 雲端顧問服務
蓋特資訊 資訊科技保安
泰國
Brothers Muaythai 泰拳健身館
荷蘭
Whiskies & More 食品與飲料
阿聯酋
LuLu Financial Group 金融服務和支付解決方案
英國
AvenueThreeSixty Ltd. 國際房地產
Bovill Asia （HK） Ltd. 金融服務監管諮詢
MASS BRANDED 男士服裝、電子商務
McNamara Art Projects Ltd. 藝術諮詢
Merton edX Ltd. 創業學
Phoenix Fine Wines & Vineyards Ltd. 高級葡萄酒貿易及酒莊和葡萄園 

購買諮詢
Pixel Pacific Ltd. 電商軟件顧問及工程服務
Q5 管理諮詢
香港思貝禮國際學校 教育
Yes Plum Ltd. 精選午餐訂購平台
美國
香港嘉年華集團 郵輪旅遊
Cboe 金融服務
國際微笑行動慈善基金有限公司 非政府組織
Peachstate Hobby Distribution Ltd. 嗜好及貿易
酷校網 教育科技
The Cakery 甜品糕點店
unspun, inc 服裝製造及零售
Watchbox 二手奢侈手錶貿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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