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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資推廣署將於2019年1月21-25日舉行 StartmeupHK創業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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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的創業生態系統於過去
幾年取得驚人的發展。香港
現擁有七家“獨角獸”企業，
它們分佈在不同的領域，包
括物流、人工智能、金融科
技、硬件、旅遊科技及加密
貨幣交易行業。由多位中文
大學的學者於2014年創辦
的商湯科技，成為全球最具
價值的人工智能初創企業，
估值達45億美元。獨角獸	
金融科技公司WeLab於	
2018年7月在香港申請上
市，另一家金融科技公司
TNG	Wallet則於2017年完
成A輪融資，集得1.15億美
元，這是全球金融科技企業
規模最大的A輪融資之一。

自2016年開始，投資推廣
署推出StartmeupHK創業
節，除了一展香港的穩健創
業生態系統外，還為來自海
外充滿創意的創辦人、投資
者、學者和社區建設者展示
了箇中商機。

2019年的	
主要活動焦點：

HEALTHTECH	O2O	
（NexChange主辦）
21.01.19

作為健康科技界領袖雲集的盛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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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峰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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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切的問題探討新的解決辦法。

 w 	healthtecho2o.com
m 	mei.tan@nexchange.com

TECH[LIFE]STYLE	
CONFERENCE（南豐作坊及
Startup	LaunchPad合辦）
22.01.19

此會議旨在探討正在徹底改變我們生
活、工作和娛樂方式的最新生活時尚
創意。今年的主題是“Living Better， 
Living Smarter”（創造美好智慧生
活），探究如何把時尚科技融入日常
生活。

國際級演講嘉賓將講述科技在現今社
會中的作用，並分享他們對未來的願
景。此外，創業村將展示能創造美好
智慧生活的科技。

m  amy.tsang@themills.com.hk

JUMPSTARTER	
（阿里巴巴創業者基金主辦）
23.01.19	-	24.01.19

JUMPSTARTER是由阿里巴巴香港 
創業者基金策劃的非牟利項目，旨 
在為一眾創業家與年輕人提供平 
台，從香港出發，實踐創業夢想。 
JUMPSTARTER亦是香港首個創業盛
典，銳意發掘及展示具實力的初創企
業及提供高成效的人際網絡機會。屆
時，更有企業速配、投資者配對、初
創企業及學生提案、創業村、導師時
間、聯誼以及萬眾矚目的會議環節。

w jumpstarter.hk	

m gracewong@alibaba-inc.com

RETAIL’S	CUTTING	EDGE	
（Inside	Retail主辦）
23.01.19

Retail’s Cutting Edge是為明日的網
上及實體零售創新者和初創企業而
設。科技和創新正在使零售業發生重
大深遠的變化。此論壇將探討變革者
如何利用科技塑造人們與品牌聯繫、
選擇產品以及使用社交媒體作出決定
購買的方式。另外，與會者亦可了
解零售商如何採用嶄新方法來進行測
量、分析以及與顧客互動。

m  jasper@octomedia.com.au

互聯城市會議	—		
由畢馬威會計師事務所主辦
24.01.19

互聯城市會議將透過介紹世界各地的
眾多智慧城市實例以及物聯網和數據
分析等科技，展示新一代城市生活的
創新理念，提高城市的宜居性，可行
性和可持續性。

m  cynthia.chow@kpmg.com	

STARTUP	IMPACT	SUMMIT
（WHub及 Zegal合辦）
25.01.19

這項初創企業活動由同是初創企業的
主辦方舉辦，屆時會場將設有一對一
商業配對會議、國家展館、聯誼時
間、招聘會，還有讓專業服務公司向
初創企業展示產品和服務的創業服務
市場。

m  aigul@whub.io

欲了解詳情，請聯絡：

陳幗貞
初創企業主管

Z（852）3107	1014
m jchan@Investhk.gov.hk

更多資料：

Startmeup.hk

Facebook.com/startmeuphk

#startmeuphk

https://www.healthtecho2o.com/
https://www.jumpstarter.hk/
https://www.startmeup.hk/
https://www.facebook.com/startmeuphk
https://twitter.com/startmeup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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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投資推廣署主辦						詳情請瀏覽本署網站：investhk.gov.hk

更多活動：

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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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0

第34屆世界時裝大會：為時裝開創智能未來
這次大會將展示許多具啟發性的智能服裝供應鏈範例，包
括智能供應鏈協作、新穎智能機器、智能物料，以及最重要
的智慧人才。在一連兩天的活動中，參加者能夠在一個地方
接觸到全球時裝業。
地點：馬斯垂克皇冠假日酒店
主辦：國際服裝聯盟，與荷蘭時裝與紡織工業協會Modint合辦
 iafnet.com

11-12

TheNETWORK：聯繫產業及初創企業
TheNETWORK旨在讓初創企業與國內和全球的產業聯繫
起來。投資推廣署將在會議上就國際化議題發表演說。
地點：Europarc － Santa Maria da Feira
主辦：TheNetwork － Francisco Leite
 thenetwork.pt

21-24

美國Money	20/20
是次活動將凝聚數以千計金融業最具影響力、傑出及前衛
的創新者，並促進協作、教育及帶來影響。業內人士將在活
動上分享精彩的想法、推出新項目、建立合作伙伴關係、尋
求建議、達成交易以及打破界限。投資推廣署為贊助商之
一，屆時亦會參展。
地點：拉斯維加斯威尼斯人酒店
 money2020.com

23

創意產業聯誼酒會
是次聯誼酒會旨在感謝創意產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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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

創新及科技投資推廣研討會
此研討會旨在提供有關香港創新及科技的最新資訊，並吸
引韓國投資者進駐，進一步在世界級創新樞紐發展。
地點：首爾韓國商工會B會議廳
主辦：投資推廣署、韓國商工會
 english.korcham.net/nChamEng/Service/Main/appl/Main.asp

10月	
29日 
|	

11月	
1日

Asia	Video	Summit	2018
這個從亞洲有線與衛星電視廣播協會（CASBAA）會議衍
生而來的新會議將聚焦於業界遇到的所有挑戰和機遇，並
對亞洲影片行業的現狀作出最完整可靠的評估。
地點：香港洲際酒店、香港喜來登酒店
主辦：Asia Video Industry Association（AVIA）
 asiavideosummit.com

10月	
29日 
|	

11月	
2日

20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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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一月

1

邁向全球		首選香港
這次活動將匯聚來自香港及其他經濟體的商界人士，以聚
焦瞬息萬變的環球市場，共同探討其發展和趨勢。屆時將舉
辦主要座談會、高級晚宴以及各種特定行業的專題會議。
地點：日本東京
主辦：香港貿易發展局
 hktdc.com/ncs/tgthk2018/en/main/index.html

5-8

Web	Summit	Conference	2018：全球最佳的科技會議
作為歐洲最大和最重要的科技交易平台之一，Web Summit 
Conference對於世界上最具顛覆性的科技公司以及好奇這
種顛覆性如何改變業務和生活的人們而言是無與倫比的全
球交匯點。投資推廣署將於11月6日舉辦聯誼酒會。
地點：里斯本阿爾蒂斯競技場
主辦：Web Summit
 websummit.com

9

	《彭博商業周刊/中文版》“年度上市企業”大獎
此活動旨在讓公眾認識表現傑出的香港上市公司，並表揚
他們的貢獻。
地點：香港
主辦：《彭博商業周刊/中文版》
 bbwhkevent.com

12-13

	《紐約時報》國際會議	－	前瞻：奢侈品新世界的破與立
在香港舉辦的《紐約時報》年度峰會上，一眾全球頂尖的行
政總裁、政策制定者、企業家、名人和思想領袖將聚首一堂。
地點：香港洲際酒店
主辦：《紐約時報》
 nytluxury.com

18-24

香港海運週
第三屆香港海運週將繼續致力推動香港成為國際海運中
心。大會將一連七天舉辦形形色色的海運活動，主題涵蓋
航運及海運、船舶融資、海事法律和仲裁、海事保險、船舶
管理、海事科技、港口和物流，以及海事教育和事業等。
地點：香港
主辦：香港海運港口局，與香港船東會及香港海事博物館合
辦，香港貿發局和投資推廣署為合作伙伴
 hkmw.hk

29

研討會：香港及大灣區的金融科技機遇
此研討會旨在突顯香港作為亞太區金融科技樞紐的優勢，
並展示大灣區將如何進一步增加機遇。大會邀得來自金融
科技及金融服務（銀行和保險）等不同企業的專家擔任演
講嘉賓，投資推廣署金融科技團隊亦將出席發表演說。
地點：瓦瑟納爾卡斯提爾威登堡旅館
主辦：荷蘭香港商會，與投資推廣署合辦
 nhkba.nl

十二月

3-8

設計營商周
設計營商周自2002年以來便是亞洲首屈一指的年度設計、
創新及品牌盛會，為一眾商業及創意領袖提供交流想法、
建立人脈及探索新商機的寶貴平台。
地點：香港會議展覽中心
主辦：香港設計中心
 bodw.com/en/

11

年度全球社群酒會
是次聯誼酒會旨在感謝內地及海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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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www.investhk.gov.hk/zh-cn.html
https://www.investhk.gov.hk/zh-cn/events.html
https://www.iafnet.com/
https://www.thenetwork.pt/
https://www.money2020.com/
http://english.korcham.net/nChamEng/Service/Main/appl/Main.asp
https://asiavideosummit.com/
http://www.hongkong-fintech.hk/zh/%E9%A6%99%E6%B8%AF%E9%87%91%E8%9E%8D%E7%A7%91%E6%8A%80%E6%B1%87%E8%81%9A%E5%8F%91%E5%B1%95.html
http://www.hktdc.com/ncs/tgthk2018/en/main/index.html
https://websummit.com/
http://www.bbwhkevent.com/
https://www.nytluxury.com/
https://www.hkmw.hk/sc/index.html
http://www.nhkba.nl/
https://bodw.com/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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貿易中心，香港可以提供高端的物流

服務，例如在粵港澳大灣區、中國內

地、東盟和一帶一路沿線地區的全球

供應鏈管理服務。

國際人才庫

從香港的國際人才庫中可以輕易找到
擁有國際經驗的合適員工。同時，政
府也設立了不同的優才、專業人士及
企業家入境計劃。海外或中國內地的
企業家和專業人士可以在沒有行業限
制下根據一般就業政策申請來港工作。

最近，政府推出了新的科技人才入境
計劃為輸入海外和內地科研人才實施

香港對不同大小的公司，不論是跨國大
型企業或初創公司，都很有吸引力。這
城市在2017年時是全球第三多的外來
直接投資的目的地1。

不同企業各有不同理由選擇在香港開
業。這個國際商業中心有龐大的本地和
國際客源，有利測試他們對企業的產品
或服務的接受程度。在本港站穩腳跟
後，他們可以利用香港優越的地理位置
擴充到鄰近的大中華區及亞太地區的市
場，而這個佔全球一半人口的經濟增長
火車頭只在五小時飛機航程之內。

香港可以提供全套商業及專業服務，例
如金融顧問服務、盡職調查、品牌推

在香港設立	
區域總部

廣、法律意見、稅務規劃及風險管理

等，以支持企業擴充到海外，特別是

可受惠於與東南亞國家聯盟（東盟）的

自由貿易協議。

設立更多地區辦事處後，必須選定一

個有助業務持續發展並可以管控開支

的區域總部，而香港絕對是最合適的

地方。香港是最自由的經濟體、具備

非常便利營商的環境、簡單而低的

稅制、健全的法治和知識產權保護、

資金和訊息自由流動、也有一個穩定

的投資環境。香港的高效率和生產力

是世界知名的，這也是選擇區域總部

的重要考慮因素。作為國際物流和

1 世界投資報告2018，聯合國貿易和發展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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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速處理安排，而創新及科技基金博

士專才庫則為每名博士後專才發放每

月最高津貼三萬二千元。

無庸置疑，香港是個非常宜居和安全

的大都會，有優美的自然景色、頂級

的娛樂、連通全球和世界級的教育。

這些因素令到企業更容易招聘和挽留

人才。

雄厚的資本市場

除了指揮和管理，區域總部的另一個
主要功能是作為企業財資中心可調動
企業的資金、處理付款和維繫與金融
機構的關係。將企業財資中心搬到香

港除了可以享受到國際金融中心的便
利，政府也為企業經營集團內部融資
業務的相關利息支出在計算利得稅時
提供扣減和把指明財資業務的相關利
潤之利得稅率降為8.25%。

此外，政府近來推出了兩級利得稅
稅率，即首二百萬港元的利得稅稅
率為8.25%，其後的應評稅利潤則為
16.5%，以提升香港的吸引力。

香港的資本市場雄厚，大量國際機構
投資者對證券和企業債券有龐大需
求，亦因此推高企業的估值。本港也
是企業上市集資的頂級市場，並且可
以持續進行後續的集資活動。在此上

市同時可以提高企業在地區的知名度
及為擴張和拼購作出融資。這些都只
是將區域總部設在香港和在此上市的
部分原因。企業更可以在這裡找到很
多活躍和國際化的天使投資者、創投
基金和私募基金。

簡而言之，香港是不同大小的企業設
立區域總部的最佳選擇。香港是世界
上最自由的經濟體，有不同文化和族
裔和諧共融的國際都會，也是進出中
國內地市場的獨特門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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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吸引優秀人才，將香港發展成高附加
價值的多元化經濟體，香港特區政府於
2018年8月公佈了首份人才清單。

目前，人才清單包括11項專業，顯示
香港在中短期內發展經濟最迫切需要的
人才。

上述專業人才能夠通過“優秀人才入境
計劃”，按現時每年1,000個配額，享
受入境便利待遇。成功的申請者無需
在來港定居前先獲本地僱主聘任。符
合人才清單相關專業資格的申請者可
在“優秀人才入境計劃”的“綜合計分
制”下獲得額外分數。

對於來自其他未被人才清單涵蓋的行
業及界別的人才，只要他們符合相應
的資格準則，政府亦歡迎他們申請 

“優秀人才入境計劃”和其他入境計劃。
例如，“科技人才入境計劃”是一項為
期三年的先導計劃，旨在透過快速處

香港為人才打開大門

如欲了解詳情，請瀏覽：

w talentlist.gov.hk

理安排，為合資格的科技公司 /機構輸
入非本地的科技人才到香港從事研發工
作。合資格的科技公司 /機構須先申請
配額，獲創新科技署發出配額的公司 /
機構可相應地於為期六個月的配額有效
期內資助合資格人士申請工作簽證 /入
境許可。此外，有關公司 /機構亦須符
合聘用本地科技人才的規定。

人才名單涵蓋的	
11項專業

	 廢物處理專家

	 資產管理專才

	 海運保險專才

	 精算師

	 金融科技專才

	 數據科學家及網絡安全
專家

	 創新及科技專家

	 造船師

	 輪機工程師及船舶總管

	 創意產業專才

	 爭議解決專才和業務	
交易律師

https://www.talentlist.gov.hk/sc/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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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訓人才		鞏固香港「亞洲頂尖
旅遊及美食之都」的地位
香港匯聚全球眾多頂級酒店和餐廳，被
譽為是世界上最佳旅遊目的地之一。
2017年，訪港旅客總數達到5,840萬
人，預計到2023年，全年訪港旅客總
數將達1億。

為應對旅遊及款待業的蓬勃發展，香港
的教育機構一直拓展優秀人才計劃，
以鞏固香港作為亞洲旅遊及款待之都
的地位。

職業訓練局國際廚藝學院

職業訓練局（VTC）於1982年成立，是
香港最具規模的職業專才教育機構。
國際廚藝學院（ICI）新校舍將於2018年
10月底隆重開幕，提供一系列專業課
程，同時設有實踐設備，專門培育烹
飪藝術、葡萄酒和活動管理方面的優秀
人才。ICI及其新校舍將與專門為學員
提供各式中菜烹飪培訓的中華廚藝學院

（CCI）相輔相成，確保學員能夠學習世
界各地眾多烹飪傳統。

國際廚藝學院設有多個廚房，提供歐
洲、 地中海、 中東和美洲菜式的烹飪培
訓。此外，學院亦配備各種專門設施，
包括活動培訓的設施、多用途廚房、 
感官實驗室、實習咖啡室及研習酒窖，
讓學員了解烹飪行業的最新動態。

為擴闊學員的國際視野，ICI與本地及
海外貿易組織、專業機構及廚藝學院
合作，為學員提供廚藝及文化交流的機
會。七位名廚更應邀擔任 ICI的榮譽顧
問，包括西班牙的 Joan Roca及香港
的 Umberto Bombana，為學院的課程
設計提供專業建議，造福有志在全球餐
飲業取得成功的學員。

香港理工大學酒店及旅遊業	
管理學院

近40年來，香港理工大學（理大）酒店
及旅遊業管理學院（SHTM）為酒店及旅
遊教育重新定位，成為世界頂尖的酒店
及旅遊教育學府。

SHTM深明為酒店及旅遊教育打造國際
化形象的重要性。學院的主要優勢是國
際化，聘有75名來自22個國家的學者，
當中大部分均擁有酒店或旅遊業的行業
管理經驗，令學院成為同類中最多元化
的人才基地。同時，SHTM亦十分重視
卓越研究。卓越研究不但是SHTM晉身
頂尖酒店及旅遊業學院的基礎，亦是其
對業界慣例所作的重大貢獻的核心。

SHTM提供一系列破格的課程，包括
專門針對創新科技及其他新趨勢而設
的課程，以培育銳意在酒店和旅遊業
尋求黃金機會的人才。

有關香港的旅遊及款待行業機遇，
歡迎聯絡：

黃思敏
旅遊及款待行業主管

Z（852）3107	1067
m swong@InvestHK.gov.hk

SHTM在本科生課程加入校企協作教
育（Work-Integrated Education）元
素，讓學生在本地及海外實習期間汲
取實踐經驗。理大的理學碩士課程為
學生提供參與管理實踐（有薪實習）的
機會，而此則能讓學生在 SHTM創先
河的教研酒店唯港薈（Hotel ICON）汲
取經驗。有證據顯示，愈來愈多僱主
預期修畢研究生課程的求職者擁有多
項專業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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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放的經濟造就了 
一眾在大學研究 

人工智能的 
出色研究員， 

加上穩健的知識 
產權保障， 

香港可謂具備了 
孕育創新科技所需的

一切條件。

基金與專門開發大規模人臉識別系統的
商湯集團以及香港科技園攜手合作，於
香港科技園內設立人工智能實驗室，以
推進香港人工智能的發展。實驗室首先
推出的其中一項計劃是為期半年的加速
器計劃，旨在培育更多人工智能初創企
業。計劃在9月啟動。

阿里巴巴香港創業者基金執行董事周駱
美琪表示，香港擁有強大的人才庫，不
乏人工智能專才和人才。“阿里巴巴創
業者基金的目標是鼓勵有意在創新科技
與研發範疇發展的年輕人創業。香港科
技園為我們提供了實驗室場地，加上阿
里巴巴集團和商湯科技的技術支援，我
相信我們可以幫助一眾年輕創業者夢想
成真。”

為吸引本地及海外創業者參與計劃，投
資推廣署將會透過不同的推廣渠道以及
一系列與初創企業相關的活動，向初創
社群網絡宣傳加速器計劃。

全面的支援

成功入選的參加者將會得到主辦機構的
支援，並能夠在實驗室進行研究。阿里
巴巴集團首席技術官兼實驗室總監張建
鋒，也會為參與團隊提供寶貴意見。以
香港為據點的商湯集團將會提供技術支
援，分享為不同行業和產業開發並部署
人工智能技術與應用的專業知識。借助
阿里雲提供的多元化支援以及實驗室內

阿里巴巴、商湯集團及香港科技園公
司在2018年初成立香港人工智能實驗
室，利用尖端技術與專門知識，推動人
工智能的發展，協助初創企業加快將其
發明商業化。

推動人工智能技術發展一直是阿里巴巴
集團的一大業務目標。鑑於香港政府銳
意發展創新科技，阿里巴巴香港創業者

香港人工智能實驗室
	阿里巴巴香港創業者基金、 

商湯集團與香港科技園攜手合
作，設立香港人工智能實驗室

	實驗室推出的首項計劃是一項
為期半年的加速器計劃，以培
育更多人工智能初創企業

 w Ent-fund.org

的高性能運算設施，參與團隊可以在實
驗室內輕鬆進行研究及測試。

完成為期半年的計劃後，參加者有機會
可以轉至香港科技園的培育計劃。透過
參與由香港科技園、數碼港和投資推廣
署主辦的活動，創業者可以接觸到來自
香港與海外的投資者，結識志同道合的
創業單位。

談及未來，周駱美琪希望向更多香港的
商業機構推廣人工智能實驗室，讓他們
了解實驗室在支援項目商業化方面所能
發揮的作用。

周駱美琪視香港為開發創新科技項目的
理想平台。“開放的經濟造就了一眾在
大學研究人工智能的出色研究員，加上
穩健的知識產權保障，香港可謂具備了
孕育創新科技所需的一切條件。”

在港設立人工 
智能實驗室， 
推動創新科技
國內大型科技公司與面部識別技術
領域的領導者和法定機構合作， 
共同在港培育人工智能創業公司。

阿里巴巴創業者基金
執行董事
周駱美琪

Photo Credit: Eric Sin

https://www.ent-fund.org/s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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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是一個對 
多元文化持 

開放態度的城市， 
充滿活力而且 

具有創業觸覺， 
香港人對亦他們的 
成就感到驕傲。 

我認為這些都是營商
必須的要素。

Roordink說：“調查顯示，到2050年，
全球約有65%人口會居住在全球150
大城市中。所以，在考慮往外拓展業務
時，我們傾向考慮這些城市，而香港是
其中一個試點。”

Roordink表示：“傳統上，香港是貿易
門廊，散發著一股創業魔力。這裡造就
了不少成功的商業傳奇，吸引許多企業
家慕名而來。進駐香港將會有助我們吸
引志同道合的客戶和受眾。”

創意工作空間供應商 Spaces於
2006年在阿姆斯特丹成立，隸屬
於 International Workplace Group 

（IWG），旨在為企業家提供充滿活力、
啟發思考、富生活品味的靈活辦公空
間。以歐洲風格設計的 Spaces擁有多
元化的社區及獨一無二的氣氛，讓各個
行業、不同規模的公司和創業家，無論
身穿套裝還是簡約的運動鞋，都能融入
辦公空間。現時，Spaces在全球80多
個城市設有超過140個創意工作空間，
並正迅速擴展。

2018年7月，公司在繁華的商業及購
物區 — 銅鑼灣，開設了在香港的首個
共享工作間。此辦公空間坐落利園三
期，佔地65,600平方呎，為會員提供
超過830張辦公桌。佔地五層的辦公空
間設有“Business Club”供會員會面交
流，更提供設施全面的會議室和私人辦
公室。辦公空間特設社區經理及團隊，
會按會員需要舉辦不同類型的活動，例
如商業領袖討論和消閒社交活動。

公司的主要擴展計劃，包括於本年年底
在香港增設多四個共用工作空間，包括
上環、灣仔、觀塘，及黃竹坑，五個工
作空間合共將提供佔地超過236,700平
方呎的工作空間。

創辦人兼董事總經理 Martijn Roordink
表示，Spaces選址非常審慎。自業務
拓展至墨爾本、紐約和倫敦等海外城市
後，香港就一直高踞他們的首選位置。

Spaces
	於2006年在阿姆斯特丹成立

	超過140個創新辦公空間遍佈
全球80多個城市

	在香港的首個辦公空間坐落於
銅鑼灣，並計劃於年底增加 
四個

 w www.spacesworks.com

他又指出，香港的共用工作空間熱潮對
業界和商業生態系統都是良好徵兆。隨
著不同的共用工作空間營運商紛紛進駐
市場，帶來了辦公空間的多樣性，這將
可提供更多選擇迎合不同公司的需要，
從而幫助公司提高生產力和促進合作。

Roordink獲邀擔任今年香港 RISE創業
節的演講嘉賓，探討全球工作空間趨
勢。是次經歷令 Roordink感受到香港
充滿幹勁、造就成功的營商氛圍。他總
結說：“香港是一個對多元文化持開放
態度的城市，充滿活力而且具有創業觸
覺，香港人亦對他們的成就感到驕傲。
我認為這些都是營商必須的要素。”

香港提供業務
增長空間
荷蘭辦公空間營運商在香港推出
首個創新辦公空間，並計劃在
2018年年底前再增加四個據點。

Spaces
創辦人兼董事總經理
Martijn Roordink

https://www.spacesworks.com/cn/#switch_l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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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擁有 
得天獨厚的營商環境， 

其司法獨立、 
財稅自主、 

貿易自由的政策方針
及背靠大陸面向世界

的區位優勢， 
是我們在香港設立 
企業財資中心的 

主要原因。

早在2011年，交銀租賃提出創新驅
動、轉型發展的經營理念，國內、國際
兩個市場並舉，推動業務專業化、國際
化發展，實現資產全球化配置。在這一
發展策略的驅動下，交銀租賃目前在業
務規模、盈利能力、資產質量等核心指
標上均處於國內金租行業領先地位，並
已在航空和航運租賃領域成為國際市場
的重要參與者。目前，公司總資產已突
破2000億元人民幣，其中航空航運租
賃資產佔比50%以上，境外租賃資產
佔比逾30%。

經過十年的高速增長，公司於2017年
在香港成立企業財資中心和航運資產管
理平台。財資中心主要負責為集團內境
外關聯企業提供資金支持。在該中心投
入營運後不久，公司便和本地及海外銀
行建立了良好關係，以多種直接和間接
融資工具支持國際機船租賃業務。

副總裁孫磊表示，香港政府推行支持企
業財資中心的政策（包括低稅制），有
利國內金融租賃公司在香港擴展融資業
務。他說道：“香港擁有得天獨厚的營
商環境，其司法獨立、財稅自主、貿易
自由的政策方針及背靠大陸面向世界的
區位優勢，是我們在香港設立企業財資
中心的主要原因。在這裡，我們能夠以
符合國際金融市場的規則來發展業務。”

交銀金融租賃的網絡覆蓋美洲、亞洲、
歐洲和澳大利亞的20多個國家和地區。

交銀金融租賃成立於2007年，是交通
銀行旗下的全資子公司，同時也是中國
銀行保險監督管理委員會批准成立的首
批五家試點銀行系金融租賃公司之一，
為企業提供靈活高效的全面金融租賃服
務方案，並專注於航空、航運、公用事
業、能源設備和機械設備五大板塊。

交銀金融租賃有限責任公司
	成立於2007年，是交通銀行旗

下的全資子公司

	經中國銀行保險監督管理委員會
批准設立的首批5家擁有銀行背
景的金融租賃企業之一

 w bocommleasing.com

孫磊表示，公司將繼續探索飛機租賃需
求大增的亞太及中東市場。

孫磊指出：“中國有兩個重要的金融中
心，一個是上海，另一個是香港。上海
是世界進入中國的大門，而香港是中國
走向世界的門戶。得益於改革開放以來
中國經濟的高速發展，中資企業從“引
進來”逐漸轉為“走出去”，海外的業務
和資金需求日趨旺盛。香港有著國際成
熟市場經濟運作的豐富經驗，未來配合
粵港澳大灣區計劃及作為“一帶一路”
戰略的重要支點，香港的重要性將進一
步凸顯。”

孫磊很感謝投資推廣署在公司擴展香港
業務期間提供的協助，他總結道：“投
資推廣署就企業財資中心的稅收優惠政
策、員工招聘及簽證申請提供相關資
料、支持和建議，一路引領我們完成在
香港開設公司的程序。我們希望將來能
夠繼續與該署合作。”

設立企業 
財資中心的 
最佳地點
鑒於香港擁有蓬勃的金融生
態環境，內地領先的金融租
賃公司選擇在香港成立企業
財資中心。

交銀金融租賃有限責任公司
副總裁
孫磊

https://www.bocommleasing.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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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是一個 
絕佳的起步平台， 
在此能接觸亞太區 

眾多蓬勃 
發展的市場， 

尤其是 
中國內地。

能夠建立一個源源不絕地產生新構思和
啟發靈感的團隊。”

工作室目前在亞太及中東地區聘有30名 
員工，大部分集中在香港。團隊執行全
面的廣告及工作室職能，從研究到制定
策略，以及製作和分銷等。

通過福斯集團旗下的標誌性品牌 ─ 福
斯娛樂集團、福斯體育台和國家地理頻
道，FOX Content Labs使品牌能夠擴
大其影響力，加深互動並提供最具創意
和吸引力的營銷策略。

作為全球領先的媒體企業之一，福斯
傳媒集團亞洲（FOX Networks Group 
Asia）於2017年推出了旗下首個統一
的品牌廣告工作室 ─ FOX Content 
Labs，並在香港和新加坡設有中央製
作工作室，為本地市場的合作內容項目
提供支援。這間全方位創意製作公司致
力於在所有亞洲市場為品牌度身定制引
人入勝的營銷解決方案。

自成立至今，工作室已為若干知名品牌
完成重大項目，當中不乏世界頂級的化
妝品品牌和酒店業龍頭。

福斯傳媒集團亞洲銷售及內容合作執行
副總裁 Mike Rich認為他們選擇了推出
創意廣告服務的最佳地點。他表示：“香
港建基於其多元文化之上，是個東西文
化薈萃的獨特地方，至今依然繁榮興
旺。在如此具啟發性的商業環境中，我
們看到世界一流的構思應運而生。”

工作室亦視香港為發揮創意和實驗的理
想平台。Rich表示：“香港是一個絕佳
的起步平台，在此能接觸亞太區眾多蓬
勃發展的市場，尤其是中國內地。我們
相信香港可以藉由提供項目構思、一流
的製作和絕佳案例，支援福斯集團所有
市場的衛星團隊。”

他續指：“香港擁有充滿活力的經濟環
境，因此吸引了全球各色各樣的獨特人
才，配合香港雄厚的本地人才庫，我們

FOX Content Labs
	於2017年在香港成立亞太區 

總部

	提供影視內容、產品整合和 
藝人資源等

	目前在香港聘有9名員工，在區
內聘有30名員工，負責多個業
務職能

而其在亞洲開展的全球孵化器計劃
FOX Creative Labs更反映了福斯傳媒
集團亞洲致力於促進本地故事敘述和人
才發展的決心。計劃透過提供密集式的
深造課程以及與業內人士會晤，培育參
加者創作有新意、獨具風格的品牌故
事。該計劃於2018年5至7月在台灣和
洛杉磯成功舉辦，並將在不久陸續在其
他市場推出。

Rich總結道：“透過投資推廣署的活動
和刊物，我們能夠與業界同行保持聯
繫。不得不提的是，他們就如何在香港
開設公司提供咨詢服務，服務尤其適合
面向中國內地市場的企業，能讓他們肯
定自己接觸市場的方式是正確。”

福斯傳媒集團旨在
重新定義 
亞洲區廣告
福斯傳媒集團亞洲區旗下的廣告分部
視香港為實現卓越營銷的跳板。

福斯傳媒集團亞洲區
銷售及內容合作執行副總裁

Mike Ri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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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能為我們提供面向全球客戶及資產
的優勢，聯同位於台灣和新加坡的代表
處，亞盟金融將能為本地客戶提供更佳
的服務。”

金融科技運用科技降低投資過程中的交
付成本以及阻力，從而為客戶帶來更好
的服務體驗及回報。吸引了眾多金融科
技公司在香港開業和擴張。

伍楊玉如補充道：“作為北亞的中心樞
紐，香港具有獨一無二的地位。亞盟金
融能利用這個獨特優勢，身處全球最優
越位置以物色科技解決方案、投資資產
和資金，從而提供集結最佳的投資產
品。”

伍楊玉如解釋道：“香港政府創造了一
個有利營商的環境，不單令我們在此成
立以至擴充新公司的規模變得容易，更
得到積極鼓勵。投資推廣署就促進品牌
建設、建立關係網絡等提供支援，而且

亞盟金融業務分為三大範疇：資產管
理、私募股權投資和貸款。公司致力物
色世界頂尖的解決方案，以減少投資阻
力、增加透明度並創造最大的投資回報。

公司於2017年在港開設辦事處，由於
業務迅速擴展，辦事處已三度搬遷。現
僱有35名員工。

公司的策略合作伙伴點融已累積逾五年
在中國內地提供金融科技解決方案的經
驗，並聘有超過600名工程師。為了與
點融的工程師緊密合作，亞盟金融在深
圳設有一個20人的專門技術團隊。由
於香港擁有充沛而多元的金融、法律、
營運和銷售人才，公司未來的發展策
略，仍然會著重於增聘人手。

點融執行主席兼創辦人 Soul Htite表示
從最初便認為亞盟金融的業務願景和點
融可靠的金融科技解決方案能完美配
合。Htite解釋道：“美國消費信貸，供
應鏈金融以及應收帳款仍然是一個非常
具吸引力的資產，而現在利用點融強大
的金融科技基礎設施，亞洲不同機構和
專業投資者均可以接觸到這類資產，以
及其他高質素而波動性低的投資類別。”

香港政府以行動表示支持

香港不但是環球資本流動的必經之地，
更匯聚眾多投資者、擁有穩健的法律體
系和監管制度，加上優秀的語言能力和
深厚的人才庫，亞盟金融因而選擇把總
部落戶香港。

亞盟金融創辦人兼行政總裁伍楊玉如表
示：“政府最近為確保香港有能力培育
本地金融科技公司而採取的監管措施備
受歡迎。鑒於我們公司的業務模式針對
全球各地的投資者和資產，將總部設在

亞盟金融
	推出了亞洲第一個金融科技資

產管理平台

	已取得兩個證監會牌照；聘有
逾35名本地員工，其配置的消
費信貸和私募股權資產超過2億
美元

 w finexasia.com

扮演著商界與政府之間的橋樑，這證明
了香港政府對這個行業的支持。”

她續說：“投資推廣署在查找適合我們
參與的相關論壇和活動方面亦提供了 
寶貴的協助。最近，投資推廣署更將 
香港金融科技週帶到國際舞台，這意味
著我們將能吸引更多的國際資本以及 
金融科技公司進入香港，除了有助於 
交流學習，更能讓金融科技業跨足到 
其他地區。”

展望未來，亞盟金融的目標是利用科技
的發展提供投資者更多投資產品，亦只
有這樣，投資者才能以最完善的資訊判
別最適宜的投資產品，公司亦能以最低
的基礎設施及人力成本接觸更多合適的
投資者，使來自韓國和日本等不同地區
的投資者能夠更容易接觸 FinEX Asia，
擴大他們的投資組合。

最後，伍楊玉如為行業新參與者提供一
些建議，她總結道：“新進金融科技公
司應善用香港政府提供的免費資源，包
括投資推廣署絕佳的資訊和實用指引。
為達至成功，了解和尊重當地的監管框
架亦至關重要。時機也是一個考慮因
素，因為只有了解市場的人才能把握有
利的條件和豐富的機會。”

迎接金融科技革命
香港一家新的金融科技公司在營運首年已三度
擴張，發展非常迅速。

亞盟金融
創辦人兼行政總裁

伍楊玉如

香港政府創造了 
一個有利營商的環境， 
不單令我們在此成立
以至擴大新公司的 

規模不僅變得容易，
更受到積極鼓勵。

https://finexasia.com/t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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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客戶服務。聯合創辦人林凱銘認
為，香港潛力龐大，有利他們拓展
業務。他表示：“香港擁有完整的採
購和供應商生態系統，許多全球採
購代理商都以此為基地。透過建立
本地業務，我們能夠輕易接觸整個
服裝供應鏈中的一眾決策者。”

unspun已經開始經營其電子商務業
務，並於去年在香港實驗了五家限
時商店（pop-up store）。林凱銘表
示：“作為時裝科技公司，香港是我
們嘗試進行實體銷售並與消費者互
動的絕佳地點，我們收到本地市民
和海外遊客許多正面的反饋。”他補
充指，其團隊還部署於明年在商場
推出更多實體零售店，並正積極開
拓區內的其他市場，例如日本。

獲創投基金支持的服裝科技初創公
司 unspun創立於2015年，致力為
減少時裝業的庫存、未售存貨和紡
織廢料提供解決方案。

公司目前專注生產牛仔褲，並計劃
逐步擴大其服裝產品系列。unspun
以“機械與服裝公司”為定位，其
使命是透過自動化、本地化和因認
需求製造，將生產過剩問題減至最
低，從而減少全球碳排放量。其團
隊開發的數字化測量演算法和3D編
織機器將生產過程自動化，為顧客
度身訂造，並只按需要生產。

公司的聯合創辦人曾一起在美國灣
區就學，並於2017年在香港開設辦
事處，主要集中於業務發展、營銷

2018年，unspun獲選加入南豐作坊
為期12個月的培育計劃。此計劃旨
在支持 Techstyle（科技與時尚的結
合）有關的時裝及紡織初創公司。林
凱銘指，該計劃除了提供財務支持
外，還為服裝初創公司創造了珍貴
的商業和交流機會。他說道：“這個
計劃為我們打開了整個時尚生態系
統的大門，更將我們引薦至許多香
港時裝品牌和供應鏈企業。我們很
期待將來能與他們合作。”

林凱銘建議有意在香港開展業務的
創業家利用政府和私營企業提供的
支援。他說道：“香港為初創公司提
供充足的支持，並擁有完善的資訊
科技基礎設施，因而造就有利創業
的環境。不論是處於哪個業務階段，
公司都能找到所需的支持。”

此外，林凱銘更視香港投資推廣署
為初創公司的有用資源庫。他總結
道：“憑藉其強大的全球網絡，投資
推廣署無疑是獲取和分享最新行業
資訊的絕佳平台。”

Unspun

	2015年在三藩市成立，並於
2017年在香港開設辦事處

	國家科學基金會資助得主；三
藩市 HAX及2018年香港南豐
作坊培育計劃及香港數碼港旗
下培育公司；2017年 H&M基
金會全球變革大獎得獎者

 w unspuntech.com

Unspun
聯合創辦人
林凱銘

獲獎可持續時裝初創公司 unspun開發
3D織造技術以減少紡織廢料

香港擁有完整的採購和供應商生態系統， 
許多全球採購代理商都以此為基地。透過建
立本地業務成立本地辦事處，我們能夠輕易
接觸整個服裝供應鏈中的一眾決策者。

憑藉香港對初創公司提供大力支持，服裝科技公司
參加本地資助孵化器計劃。

https://www.unspuntech.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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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讓我們繼續為市場提供穩定、高質
素及以客為本的產品。”水上俊一郎補
充說：“在2018年，ONE會確保為全球
客戶帶來順暢穩定的運作。”

香港 — 東亞區的一顆明珠

香港是一個國際都會及國際海運中心，
同時享有“一帶一路”倡議及“粵港澳
大港區”發展規劃所帶來的無限機遇。

日本三家航運企業 — 川崎汽船
（“K” Line）、商船三井（MOL）及日本
郵船株式會社（NYK），共同成立了一家
合資公司名為“海洋網聯船務”（Ocean 
Network Express，簡稱 ONE），並於
2018年4月1日開始營運。海洋網聯船
務（東亞）有限公司東亞區域主管兼董
事總經理水上俊一郎指出，有多項因素
促成這個決定。

創意始於需求

““K”Line，MOL和 NYK在2016年 
10月宣布整合集裝箱運輸業務的決
定，是由於當時營運環境充滿挑戰， 
加上貨運需求疲弱以及交易量供過於
求，經營環境不穩令集裝箱運輸行業低
迷。雖然我們已致力削減成本並重整業
務，但畢竟一家公司的力量有限。”

“要維持在全球聯盟之間的地位，就必
須具備一定的業務規模。在此情況下，
三家航運公司決定整合集裝箱運輸業

海洋網聯船務（東亞） 
有限公司
	由川崎汽船（“K” Line）、商船

三井（MOL）及日本郵船株式會
社（NYK）三方共同成立的合資
公司 Ocean Network Express 

（ONE）於2018年4月1日開始
營運

	位於香港的海洋網聯船務東亞
地區總部在2017年7月成立

 w one-line.com

ONE提供超過85條航線，廣闊覆蓋超
過100個國家的200多個港口。在香
港，ONE提供超過25項直航服務。

水上俊一郎視香港為東亞的一顆明珠，
他說：“海洋網聯船務（東亞）可以借助
香港提供的競爭優勢，把握每個機遇，
發光發熱。”

他非常感激投資推廣署在 ONE設立東
亞區總部時所提供的協助，包括協助確
保主要人員的工作簽證申請順利。

集裝箱運輸的新典範

ONE旨在以混合型班輪公司為定位，
締造轉機，為客戶提供有別與大型船 
公司或小眾船公司的服務。

水上俊一郎總結道：“我們並非要成為
大型營運商；除了著眼於壯大自身之
外，我們未來的目標是要擴大規模以 
開拓生機，著重細節以為客戶提供更 
優質的航運服務，致力滿足不同客戶 
的需求。”

首選香港
由日本三大航運企業合資的公司於香港成立
東亞地區總部。

海洋網聯船務（東亞） 
有限公司

東亞區域主管兼董事總經理
水上俊一郎

海洋網聯船務（東亞）
有限公司 

可以借助香港 
提供的競爭優勢， 
把握每個機遇， 

發光發熱。

作為 ONE東亞地區的總部，香港辦事
處可視為 ONE全球總部的分支，在處
理全球主要客戶上擔當重要角色，並建
立強大的香港項目貨運團隊。

從合資之初，ONE就決定選址香港設
立東亞總部。當中牽涉多項策略性因
素，而最主要的原因包括香港是享譽全
球的海事樞紐，擁有世界級的基建，而
且鄰近中國內地，是吸引全球貨運營運
商的主要港口。

https://www.one-lin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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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其自動交易演算法為機構及個人
客戶提供直接交易和結算服務，服務適
用於如股票、期貨和基金等各種電子交
易產品。其廣泛而先進的服務為公司
贏得一系列國際認可的評級，包括於
2018 年被《巴隆》雜誌評為最佳網路經
紀商的第一名。

在香港推行電子股票市場後，盈透證券
於1995年在香港開設辦事處。時至今
日，公司是香港最大的股票交易商之
一，擁有超過100名員工。香港辦事處
作為亞太區總部，專注於提供一流的客
戶服務和技術支援，以及協助中國內
地、日本和澳大利亞等鄰近市場。

公司植根香港超過20年，深明香港證
券市場充滿著蓬勃活力。亞太區董事 
總經理 David Friedland表示：“香港 
股票市場的特點是交投活躍，而且擁有
一眾別具吸引力的上市公司。這是一個
機遇處處、令人讚嘆的城市，絕對不容
忽略。”

他續指：“此外，由於愈來愈多中國內
地公司在香港上市，還有滬港通及深港
通等計劃的推出，我們在此看到很大的
業務發展空間。”

鑒於消費者樂於接納科技，網上銀行服
務成為全球大勢所趨，盈透證券長遠希
望擴大其業務範圍，並在亞洲和歐洲發
展24小時一站式金融服務。隨著香港
金融管理局推出一連串虛擬銀行措施，

盈透證券創立於1978年，是一間總部
設於美國康涅狄格州格林威治的電子 
經紀公司。在過去40年間，公司已發
展成為一間價值60億美元的企業，在
全球擁有1,200多名員工，在120多個
市場從事經紀 /交易業務，並為全球客
戶管理近1,400億美元資產。

盈透證券認為，科技讓人們能夠以低成
本、顯然易見的方式迅速地進行交易，
是提高證券市場效率的關鍵所在。公司

公司視香港為開展其鴻圖大計的起點。
Friedland表示：“若我們能夠在香港成
功推出虛擬金融服務，對我們的業務來
說將是一次重大的里程碑。憑藉世界一
流的基礎設施及技術，香港是我們實現
目標的絕佳基地。”

Friedland認為投資推廣署是幫助公司
接觸客戶及業內同行的最佳合作伙伴。
他總結道：“外國公司要知道本地市場
的情況並不容易。投資推廣署為我們打
開了大門，讓我們結識並了解我們的客
戶和同行。”

更上一層樓
落戶香港20年後，在美國上市的 
證券公司繼續以香港作為亞洲總部，
並計劃將其區內電子金融服務提升到
更高水平。

盈透證券香港有限公司
亞太區董事總經理
David Friedland

香港股票市場的 
特點是交投活躍， 
而且擁有一眾別具 

吸引力的上市公司。 
這是一個機遇處處、 
令人讚嘆的城市， 
絕對不容忽略。

盈透證券香港有限公司
	於2007年在美國上市（納斯達

克股票代碼：IBKR），在全球
擁有逾1,200名員工，並在 
12個城市設有辦事處

	於1995年在香港成立亞太區 
總部

	首間使用公平市價單和掌上 
電腦進行股票買賣的公司

 w interactivebrokers.com.hk

http://www.interactivebrokers.com.hk


16 投資案例

很快便看到消費者和電商市場存在
巨大機遇。去年，Eat the Kiwi推出
網上平台，提供上門送貨服務。

營銷總監 Rebekah Bradley表示：
“我們可以看到香港對來源可靠、既
新鮮又高質的食品有著很大需求，
加上網上購物日益普及，我們相信
我們的業務有增長空間。”

此外，Bradley強調與商業伙伴建立
長遠的關係十分重要，她補充道：

“香港是一個著重人脈關係的市場，
以致一開始時很難與本地客戶建立
關係。不過，客戶關係一旦建立，
他們便非常忠誠。因此，我們會努
力保持合作，力求與他們建立長期
的合作伙伴關係。”

為了在香港的龐大食品供應行業中
保持領先，Kerr透露公司已投入大
量精力，務求將旗下品牌打入本地
市場，例如透過網絡紅人在社交媒
體上進行推廣，以及舉辦大廚烹飪

總部設於香港的食品分銷商
Eat the Kiwi是隸屬於新西蘭屢獲殊
榮的優質食品服務企業 The Produce 
Company。憑藉其在新西蘭國內廣
泛的食品供應商網絡，公司專門從
太平洋地區搜羅蔬菜、肉類和海鮮
等各色新鮮食材，並將之提供給香
港的頂級餐廳、酒店和零售商，更
設有直送上門服務。

The Produce Company一直等待
機會拓展至海外。2015年，公司
在香港開設了第一間海外辦事處 ─ 
Eat the Kiwi。總經理 Philippa Kerr
表示：“香港市區地少而人口密集，
百分之九十五的食品和飲料產品都依
賴進口，因而為我們提供了大好機
會。由於香港奉行自由貿易政策， 
並擁有開放的營商環境等有利條件，
因此一直是我們的首選進駐地。”

公司三年來一直致力將從新西蘭進
口的新鮮食材供應給香港100多間 
高級餐廳、酒店和零售商，其團隊

示範和品嚐活動等。隨著業務顯著
增長，公司現正計劃擴展其團隊，
以及將其在香港建立的成功商業模
式複製到其他亞洲城市。

Kerr總結道：“投資推廣署的團隊不
但引領我們完成開設公司的程序，
還為我們引薦了會計師及律師等專
業服務。我們很期待與他們保持長
期的合作關係。”

Eat the Kiwi
	成立於新西蘭，於2015年在 

香港開設首間海外辦事處

	專門向本地的頂級餐廳、酒店
和零售商分銷源自太平洋地區
的各色新鮮食材

	公司團隊目前有9人，計劃
2019年前增加至12人

 w eatthekiwi.com

來自紐西蘭的食品分銷商以香港為基地，力圖進軍亞洲市場。

為香港提供更健康的飲食選擇

Eat the Kiwi
總經理
Philippa Kerr

由於香港奉行 
自由貿易政策， 
並擁有開放的營商
環境等有利條件，
因此一直是我們的
首選進駐地。

https://eatthekiwi.com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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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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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注我們

公司 行業
澳大利亞
金龍資本控股有限公司 投資項目咨詢
Hyper Anna Hong Kong Limited 人工智能
MJS Food HK Ltd. 餐飲服務及食品生產
Novotech Clinical Research  

（Hong Kong） Limited
臨床研究

比利時
Royal Diam （HK） Limited 鑽石、寶石及高級珠寶
加拿大
ATELIER NUNO Limited 室內設計服務
創機香港有限公司 共享廚房
LAMARRE Limited 數碼營銷及多媒體影片製作
智利
SCF Hong Kong Sourcing Limited 醫藥、醫療健康、美容及個人 

護理、保健
法國
Expertime Limited 數碼營銷
Weesper 人力資源科技人才推薦平台
德國
Solactive APAC Limited 金融服務（指數）
印度
Purple Investments 自有資金投資
愛爾蘭
So Amazing Couture 時裝
意大利
Il Salotto 西裝
Sabatino Hong Kong Limited 進出口食品
日本
istyle Inc. 化妝品評論網站及零售
KOMPAS Hong Kong Limited 建築設計
海洋網聯船務（東亞）有限公司 船務
中國內地
交銀金融租賃有限責任公司 企業財資中心
一帶一路走出去有限公司 非證券類投資項目咨詢
博厚健康科技（香港）有限公司 醫藥健康產品研發、貿易及醫療 

服務
宜信財富管理（香港）有限公司 財富與資產管理
亞盟金融 金融科技、資產管理
海淘基地商業管理有限公司 物流、清關、報關及產品上架
香港人工智能實驗室 人工智能創業孵化器
大岩資本 投資管理
聯合評級國際有限公司 信貸評級機構
劉一手集團國際管理有限公司 餐飲業
賽姆科技資訊（香港）有限公司 數據安全，科技資訊服務
新華網亞太有限公司 媒體
墨西哥
SuKarne 肉類生產及分銷
紐西蘭
Eat the Kiwi 食品分銷商
挪威
博咨有限公司 人工智能
俄羅斯
Kate’s Kids Education Limited 教育
新加坡
42Laboratory Limited 教育科技、生物科技
Capital Match HK Limited 發票融資
Spaceman HK Limited 節省空間家具

公司 行業
南韓
NRG Taekwondo Korea Ltd 跆拳道培訓
Paygate Co., Ltd 網上匯款及付款
Xinapse HK 人工智能及大數據分析
西班牙
Los Ibericos Ltd. 餐飲業
瑞典
Abyss Limited 技術與設計工作室
瑞士
SingularDTV Hong Kong 區塊鏈影視娛樂平台
zkipster Asia Ltd. 活動管理軟件
台灣
瘋狂志瑞娛樂有限公司 餐飲業
木衛二有限公司 手搖茶店
第一超市香港有限公司 進口食品批發零售
Mamaday 餐飲業
NIDO ASIA 藝術
寬巷子 餐飲業
荷蘭
Bamboo Scenes Limited 攝影藝術
LEAPS International Loyalty Limited 採購服務、品牌獎賞計劃及營銷產

品專家
Olasso 電商物流科技
Spaces 共享工作間
英國
Bailey Communications HK Limited 展覽策劃公司
BSD Education 科技教育
Cognito Hong Kong Limited 市場營銷及傳訊
Feelunique 化妝品電子零售商
Gordan Dadds LLP 法律
MET Studio Design （HK） Ltd. 博物館、博覽會、訪客中心、展覽

和景點設計
Mezzo Labs （Hong Kong） Limited 數據分析
Neat 金融科技
Picked by Poppins 為媽媽、嬰兒和幼兒而設的網上 

商店
TruffleHunter 食品生產
Write the Talk （Hong Kong） 廣告公司
美國
Arbin Instruments Hong Kong 電池、超級電容器和電化學的充放

電測試設備
Bioposture （Asia） Limited 床褥及枕頭零售
福斯傳媒集團亞洲區 廣播
全球兒童基金會 非牟利機構
IDT Telecom Asia Pacific Limited 電訊
IFly APAC Limited 主題設施營運及管理
盈透證券香港有限公司 金融服務
James Suckling Wine Central 葡萄酒及餐廳
Kencko 食物與飲料
相達生物科技國際有限公司 生物科技
Press Start Hong Kong 遊戲顧問公司
StubHub Corporate 現場娛樂
Unspun Inc 服裝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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