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澳大利亞 ANYDOKO 透過 Facebook、YouTube、
其航空公司伙伴機艙娛樂及其網站， 
向不斷增長的網上旅遊社群發佈旅遊 
資訊。ANYDOKO 所製作的內容質素 
足以媲美電視節目，經常獲得網上社群
廣泛分享，令公司每月均可觸及全球 
超過400萬名受眾。

透過 ANYDOKO Creative Studios
（ACS），公司與各個品牌和旅遊局通力
合作，提供贊助內容製作、品牌整合、
獲獎廣告製作、內容策略制定，以及 

網絡紅人或人才管理等服務。由於擁有 
大量旅遊及時尚生活的內容類別， 
ACS 也會授出內容使用許可權予其他
平台。

旅遊出版商、影片及電視節目製作 
工作室及社交內容創作
anydoko.com/creative

CityTransit Arts（CT Arts）是一個 
獨立的咨詢、策展和教育平台，致力
透過舉辦節目和合作項目，培養大眾
對鑑賞及收藏當代藝術的興趣。   

CT Arts 專門為國際商業及文化業界提
供度身訂造的藝術咨詢、策展、市場
研究和活動服務。另外，公司也會為
企業制定藝術策略，以提升企業的品
牌形象和傳訊效率。 

公司的標誌性節目包括：探索藝術導
賞團、沙龍派對、當代藝術收藏計劃， 
以及企業藝術策略。

CT Arts 前身為維也納的 CityTransit 
Asia-Europe，專注於推動歐亞城市之
間的藝術交流。2016年，CT Arts 在
香港正式註冊，作為拓展亞洲業務的
重要一步。

藝術文化管理及咨詢  
citytransitarts.com

客戶簡介  2019年1月

Cistri 是一家獨立的城市發展咨詢公
司，在香港與新加坡為顧客提供多種
咨詢服務，包括城市經濟，房地產經
濟，總體規劃，城市設計和景觀設計。 
2018年5月，公司併購了 Waters 
Economics — 香港的城市和經濟發展
咨詢公司，並在香港成立了全新的辦
公室。

Cistri 由其澳大利亞母公司支持。母公
司為卓越的城市社區發展咨詢公司，
在澳大利亞5個辦公地點擁有超過 

500名員工。Cistri 服務的企業顧客，
不僅包括房地產，基建，交通及環
境，還包括政府機構，公共部門，多
邊機構及非政府機構。

公司通過專業研究，嚴謹分析及數據
論證，為顧客提供可實踐及創新的建
議與解決方案。

城市經濟與房地產經濟、規劃與設計
cistri.com 

 奧地利

http://anydoko.com/creative
http://citytransitarts.com
http://cistri.com


2

泓業商務是一家由加拿大商人 Kitty Lau
營運的專業秘書服務公司。由於香港背
靠中國內地及毗鄰亞洲各國發展的經際
體系的優勢，泓業因而在香港設立公
司，接觸不同國家的客戶，拓展亞洲業
務。泓業擁有經驗豐富的專業團隊，並
致力為所有銳意發展業務的國內外客戶
提供「一站式」專業服務。

泓業的服務範圍涵蓋成立公司、專業秘
書服務、虛擬辦公室、協辦銀行開戶、
協辦文書公證、會計及稅務諮詢等。 

此外，泓業於世界各地有不同的合作 
夥伴能為客戶提供移民諮詢、工作簽
證、企業融資、上市策劃及商標註冊等
服務。

公司秘書服務 

kernelbiz.com

 加拿大

 埃及

Employ 以香港和多倫多為據點，是
一家發展迅速的全球性初創企業，他
們開發了一個特別針對「無工作間」

（deskless）的上班一族而設的商業對
商業對消費者（B2B2C）流動招聘軟
件。Employ 的流動應用程式為求職者
和企業提供了一個全面的端對端招聘
平台，讓他們自由探索和刊登職位 
空缺，甚至安排和進行視像面試，只

需透過手機便可輕鬆獲聘。這家初創企
業備受全球各地的知名投資者支持，
也得到在核心市場擁有穩健策略性價
值的機構青睞。

招聘平台 

employapp.co

埃及航空為以開羅為據點的埃及國營
航空公司。在過去85年來，埃及航空
業務迅速增長，遂成為中東和非洲地
區的第一家航空公司，也是全球第七
家加入國際航空運輸協會的航空公司。
時至今日，埃及航空已成為星空聯盟
成員，在中東、非洲、歐洲、亞洲和
美洲營辦客運和貨運航班服務，網絡
覆蓋超過75個目的地。

由2018年9月17日起，埃及航空開始
提供經曼谷往返開羅和香港的航班，
並以空中巴士 A330-300執飛。除了 
北京和廣州外，香港是中國第三個提
供飛往非洲航班的城市，可便捷前往
非洲各主要城市。

航空交通   

egyptair.com 

imSure 於2017年由精算師、資深技
術分析專家、保險顧問、產品分析專家
創立。公司意識到大眾市民因對保險產
品缺乏認知，坊間保險產品結構既複雜
且透明度低，導致未能買到最適合的保
障。所以希望借助科技改變傳統的不
足，讓客戶透過加深對保險的認識學會
分辨自己的保障需求。

imSure 致力於製定最全面、最自由的
智能保險比較平台，用專業和公平角度

分析市場上的保險產品，務求讓大眾市
民可以輕鬆比較，選擇適合自己的產品
後，再與保險經紀討論，從而作出最佳
的決策和獲得最佳的保障。

保險科技 

imsure.life/en

http://kernelbiz.com
http://employapp.co
http://egyptair.com
http://imsure.life/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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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lied Imports 總部設於愛爾蘭。 
鑒於母國業務增長迅速，公司決定拓展
至其他市場，並選址香港成立國際辦事
處，推出新品牌 Bailey & Brooke。 
香港是全球最大的貿易展會之都，為 
推出品牌及接觸廣大受眾提供了完美的
平台。此外，香港是通往公司產品製造
地 — 中國內地的理想門戶。 

Bailey & Brooke 為愛爾蘭水晶玻璃器皿 
製造商 Tipperary Crystal 的國際品牌。

Tipperary Crystal 擁有40多年歷史，
是愛爾蘭首屈一指的禮品公司，屢獲多
個包裝及設計殊榮。現時，該公司致力
透過 Bailey & Brooke 將其精湛工藝帶
給世界各地的顧客。

進口及採購、禮品  

newlandssourcing.com
baileyandbrooke.co.uk

博納多集團創立於1884年，是一家由
家族擁有的船廠，現時已成為全球領先
的休閒船隻製造商。

集團旗下設有10個品牌，提供超過200
款休閒船隻型號，包括帆船、快艇、單
體船以至雙體船，全面滿足顧客多元化
的航行需求和用途。集團現時聘有7千
名員工，每年生產超過1萬艘船隻。

集團選址香港作為亞太區區域總部，並
成立博納多亞太有限公司，以管理業務

發展，同時為區內的分銷商和客戶提供
技術支援。

香港辦事處設於上環一個全新的辦公室
內，現時聘有11名員工，負責銷售、
市場推廣和服務支援。辦事處也計劃進
一步擴展業務，透過從事多項戰略性項
目，配合發展迅速的亞洲船艇市場。

船艇製造業

beneteau-group.com

So Amazing Couture 為愛爾蘭特別
場合服裝品牌，服裝於歐洲及香港均有
出售。品牌已有8年歷史，專營舞會禮
服、晚裝連身裙，派對服裝、日常服裝
及伴娘禮服。So Amazing Couture 的
優質禮服適合所有市場，亦是首個涵蓋
所有特別場合服裝的愛爾蘭品牌。

So Amazing Couture 是超模、選美得
獎者和名人的最愛選擇，亦經常出現在

時尚雜誌、報章和電視時裝節目中。 
作為「愛爾蘭小姐」的官方禮服供應商， 
So Amazing Couture 同時亦成為 

「香港夫人」的官方禮服供應商。

時裝 　

soamazingcouture.ie

 法國

Liana Technologie 在芬蘭奧盧 
成立，是一家提供雲端數碼營銷與傳訊
解決方案的軟件公司，在全球擁有超過
3,500個客戶。由於歐洲、中東和亞洲
市場對不斷發展而又易於使用的營銷科
技有著強大需求，公司的業務據點迅速
拓展到多個城市。

公司的口號是「Liana loves marketers」
（Liana 獨愛市場策劃人），並對客戶許
下了幾個承諾。首先，Liana 會在使用
流程中的每一步為客戶提供解決方案，

並根據團隊的規模和能力作出調整。 
公司也會提供切實支援，讓負責營銷和
傳訊的專業人員能夠專注其主要任務 — 
內容創作。

隨著客戶群不斷增長，Liana 於2015年
在香港開業，並透過其設於上環的辦公
室營運。

營銷技術  

lianatech.com

 愛爾蘭

 芬蘭

http://newlandssourcing.com
http://baileyandbrooke.co.uk
http://cruzverde.cl
http://beneteau-group.com
http://soamazingcouture.ie
http://lianatech.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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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COR 韓國本社以系統化的組織分工為
企業基礎，另於中國威海設有支社。自
2012年起專業經營韓國、歐美、日本
化妝品的 B2B 批發及 B2C 電子商貿，
目前服務地區包括中國內地、新加坡、
印尼、香港、台灣及澳洲等地。通過物
流競爭力，目前供應約5,000個韓國人
氣產品，加上持續開發韓國新品牌及
歐、美、日國外化妝品，計劃發展日本
及其他東南亞線下平台。

基於香港地理位置優越，加上自由貿易 
政策的優勢，JCOR 於2018年7月在
香港設置分社，透過投入當地人力資源
推動在香港、中國內地及東南亞等地業
務拓展，預期對於進入當地市場將有極
大的助益。

化妝品貿易

Wanted 是亞洲首個以「推薦」為主要
模式的社交招聘平台。Wanted 可簡化
招聘流程，為企業聘請頂尖人才的成本
縮減多達百分之七十五，其推薦制度更
為求職者增加最少八倍獲聘機會。他們
開發的機器學習方案可將整個招聘流程
進一步簡化。求職者獲得合適職位的機
會可大大提升，而招聘人員則可更具效
率地篩選出最合適的應徵者。

目前，有超過3,000家公司利用
Wanted 來協助他們招攬人才，包括 

微軟、LINE 和 WeWork。在平台註冊
的求職者數目已超過50萬人。Wanted
刊登的職位空缺每月均錄得超過15,000
份申請。Wanted 已透過風險投資籌得
超過1,000萬美元，業務遍及韓國、 
日本、台灣、香港和新加坡等亞洲地
區。

社交招聘

www.wanted.jobs

Zeitouna 橄欖油由 AMF GLOBAL 
LTD 生產，所選用的橄欖來自全球最
古老的橄欖樹種植地 — 黎巴嫩。

該公司在香港註冊成立，憑藉其引以為
傲的黎巴嫩傳統文化，致力讓每瓶 

「Zeitouna」（意指「我們家族的橄欖油」）  
都保留著黎巴嫩的地道風味。

經過精心挑選的優質橄欖在採摘後數小
時便會完成壓榨，以完整保留橄欖的濃
郁風味，然後優質橄欖油便會經過入樽

程序。為免破壞產品原有的地區風味，
產品絕無添加劑，也不會經過加工、 
調和或混合。  

為保證 Zeitouna 橄欖油的品質，該公
司會採用兩個監控程序，確保橄欖油通
過 ISO 22000:2005和 SGS 香港的測試
和認證。 

餐飲業 　

zeitounaoliveoil.com

 韓國

 黎巴嫩

SANNE 是一家專門為全球企業、基金
和私人客戶提供外判行政、報表和信託 
服務的供應商。公司成立至今已有30
年，於倫敦證交所主板上市，在全球各
地聘有超過1,300名員工，所管理的架
構和基金資產值超過2,600億美元。 
公司的主要客戶包括多元化投資管理 
公司、金融機構、家族企業、超高淨值
人士（UHNWI）和企業。SANNE 的業務

足跡遍及18個發展成熟的國際金融中
心，包括貝爾格萊德、杜拜、都柏林、 
根西、香港、澤西、倫敦、盧森堡、 
馬德里、馬耳他、毛里裘斯、荷蘭、 
紐約、巴黎、上海、新加坡、南非和 
東京。 

基金及企業行政管理服務 

sannegroup.com 

 澤西

http://www.wanted.jobs
http://zeitounaoliveoil.com
http://sannegroup.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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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華三是世界領先的數碼解決方案供應

商，也是各類客戶進行業務創新、數碼

轉型時最可信賴的合作伙伴。

新華三擁有計算、存儲、網絡、安全方

案等完整的數碼化解決方案基礎設施，

能夠提供包括雲計算、大數據、大互

聯、大安全、大安防、邊緣計算、人工

智能及區塊鏈在內的一站式、全方位數

碼化平台解決方案。

資訊及通訊科技 
h3c.com 

海雲匯於2016年8月在香港注冊。 

公司銳意成為第一家互聯網外匯連結 

和翻譯平台。

作為中資產業資本下獨具“企業視角”

特色的金融風險管理經驗共用服務機

構，海雲匯將致力於創建網型外匯市

場，專注為中小企業和個人客戶提供 

便捷貨幣兌換、跨境支付及匯率、利率

風險管理方案。2017年海雲匯錄得近

2,000億人民幣的交易額，服務領域涵

蓋跨境電商、航空、糧油、旅遊等多個

行業。

公司選址於香港，旨在充分利用香港 

作為國際金融中心的獨特優勢，為客戶

提供更加豐富的金融產品、便捷的使用

者體驗、靈活的交易模式以及高效的 

專業服務。

外匯風險管理

www.hce-haier.com

 中國內地

邦芒人力成立於2007年，註冊資金 

5千萬元人民幣，總部位於上海，業務

遍佈全國，在內地有150多個分公司。

為了更長遠的發展，進一步與國際接

軌，公司於2015年在香港註冊成立了

香港邦芒服務外包有限公司。依託集團

公司全國性的人力資源服務網路，以及

具有專業理論水準和豐富實踐經驗的 

高素質專家顧問團隊，香港邦芒為香港

以及海內外的客戶提供人事代理、人事

外判、生產服務外判、人員招聘、獵頭

服務等人力資源外包服務。

人力資源服務、勞務外判、人事代理、
招聘獵頭等
50bm.hk

青島華通國有資本運營（集團）有限責

任公司（“華通集團”）是青島市政府直

屬國有資本運營和產業發展公司，公司

業務覆蓋綠色鑄造、綠色能源、通用航

空等實體領域。為進一步有效貫通境內

外資本和商品市場，華通集團在港設立

了全資子公司華馨國際控股有限公司，

致力於拓展華通集團境外融資管道、促

進跨境貿易，推動華通集團所屬的空客

直升機項目、通用航空產業發展項目、

綠色鑄造裝備製造項目、智能立體停車

項目等實體和產業實現國際化發展，推

動優勢產能和裝備輸出，加強國際產能

合作。

投資和貿易融資
www.qdhuatong.com/catalog/index.
php

http://h3c.com
http://www.hce-haier.com
http://50bm.hk
http://www.qdhuatong.com/catalog/index.php
http://www.qdhuatong.com/catalog/index.php


6

鉑睿智能傳媒有限公司，是香港智慧活

動社交平台 Social Face 旗下的智慧視

覺影像傳播公司。立足香港，致力為客

戶帶來定制化的視覺影像智慧服務體

驗。鉑睿針對香港企業商務需求，貼身

定制商業會務和大型活動攝影攝像、 

企業宣傳片、企業視覺升級、商務肖像

定制等視覺影像智慧服務，同時提供 

包括鉑睿 Pic One 圖片直播技術等人工

智慧研發產品，以科技驅動視覺影像為

使命，致力打造人工智慧視覺影像的 

生態系統。

媒體及製作
mp.weixin.qq.com/s/
H3IgtXdJuVvnyg0jI4WD6Q

快收（香港）信息技術有限公司，業務

始於中國內地，專注為全球頂級品牌及

零售商提供商戶資訊化服務，致力於通

過移動互聯網的商業應用引領傳統行業

的變革。公司提供持續優化的一站式 

移動支付解決方案，為世界頂級品牌和

零售商提供移動互聯網業務和數據的 

整合平台。合作伙伴覆蓋奢侈品、大型

超市、快速消費品、銀行、航空公司、 

星級酒店等領域。

資訊科技
sssyin.cn

凱普生物是廣東凱普在港設立的全資子

公司。廣東凱普是內地領先的核酸分子 

診斷產品供應商和製造商，通過凱普生

物拓展海外市場，包括歐洲、拉丁美

洲、澳大利亞和東南亞市場。

借助香港大學兩項美國專利，廣東凱普

基於自主創新的導流雜交平台開發了 

人乳頭狀瘤病毒（HPV）基因分型檢測

試劑，目前合作醫院超過2,000家，已

為2,500多萬婦女提供宮頸癌檢測。

隨著產業鏈的不斷延伸，凱普生物在 

香港設立了分子醫學檢驗所，並將經驗

推廣到內地25個重點城市，以“產品與

服務”的模式，形成了覆蓋全國的協力

廠商醫學檢驗服務網路。

生物科技、分子、病理、基因診斷
hybribio.com 

廈門航空香港辦事處成立於1994年，

因順應航空業的發展，航線網絡的擴充

而在港成立辦事處，包括市區銷售及服

務部門以及機場保障部門。香港辦事處

主要職能包括香港地區航線的客貨銷

售、香港地區市場的走訪和維護、香港

各大代理同行的溝通及了解、公司在港

的品牌宣傳及產品定制、機場運輸安全

保障，以及機場日常行政宣傳等。

廈門航空由於航線網絡遍及全球，在 

亞洲各主要城市均設有辦事處 : 新加

坡、馬尼拉、曼谷、金邊、峇里島、 

胡志明、首爾、大阪、東京、台灣及 

雅加達等。

航空運輸及旅遊
www.xiamenair.com

http://mp.weixin.qq.com/s/H3IgtXdJuVvnyg0jI4WD6Q
http://mp.weixin.qq.com/s/H3IgtXdJuVvnyg0jI4WD6Q
http://sssyin.cn
http://hybribio.com
http://www.xiamenair.com


客戶簡介

 馬來西亞 AirAsia 早前慶祝在香港營運邁入的第

十年及連續十年榮獲 Skytrax 世界最佳

低成本航空獎，特別宣佈開航每周三班

香港直飛泰國喀比航班。新航線於12月 

2日首航，是 AirAsia 在香港的第七條

航線。於2008年5月開始進入香港 

市場，AirAsia 目前每星期為旅客提供

84班飛往香港的航班，由首航至今，

已接載了超過900萬位往返香港的 

旅客。 

航空公司
airasia.com

BOXS 是新一代的電子商貿平台，透

過創新的“通用界面工具”讓企業家和

中小型企業建立網上商店，更具效率地

提升和管理網上業務。BOXS 旨在透過

在產業的主要流程中加入創新與自動化

技術，為產業帶來新動力。

BOXS 總部設於香港，銳意憑藉其策略

性地理位置，將業務擴展到東南亞、內

地和獨立國協成員國。隨著由人工智能

驅動的“通用界面”進一步發展，客戶

只需簡單一按，即可整合網上商店，並

支援 POS、iOS 或 Android 應用程式、

微信小程序、CRM、ERP、會計軟件或

支付網關等本地或國際業務解決方案。

企業家便可發掘經營業務的新方式，甚

至無需接觸第三方代理，也可輕鬆拓展

業務規模。

電子商貿平台 
boxs.hk

 菲律賓 Inewvation International 於2011

年在馬尼拉成立，現時在新加坡和香港

均設有辦事處，專責提供數碼顯示屏幕

廣告解決方案，在亞太區擁有超過150

個本地及國際品牌客戶，當中包括零

售、食品及飲料、款待、戶外廣告、 

企業集團和交通運輸等行業。 

公司的菲律賓總部負責處理該國所有 

業務；香港辦事處主要擔當服務中心 

角色，服務香港、澳門、台灣和中國 

內地；而新加坡辦事處則負責處理其他 

亞太地區的業務。

公司不但致力生產優質產品，也擅長製

作和管理內容，並會提供售後服務。他

們也以提供度身訂造的產品見稱，包括

LED 顯示屏幕、高清和互動屏幕，以

及燈箱。公司設有自家的研發、技術和

工程團隊，務求保證與其“品質就是一

切”的核心價值無間融合。

數碼顯示屏幕解決方案 
inewvationinternational.com

 俄羅斯

http://airasia.com
http://boxs.hk
http://inewvationinternationa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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邁生活於 2016 年 3 月正式推出，旨

在藉著建立一個能更有效連繫航空

公司、商戶、銀行和消費者的生態系

統，打破傳統航空公司獎賞計劃的常

規。 同時，邁生活亦與銀行和信用卡

計劃緊密合作，為消費者提供度身訂

做的跨品牌產品及解決方案。

目前，邁生活在全球擁有 16 個為人熟

悉的飛行常客計劃伙伴，而且數目仍

在不斷增加。用戶可從超過 20,000 家

餐廳、高級零售店、全球豪華精品 

酒店、景點、活動，以及頂尖水療 

中心，賺取飛行常客計劃里數積分。

邁生活總部設於新加坡，在中國內地

和香港設有區域辦事處，也即將在多

個東南亞城市開設辦事處。 

航空公司獎賞計劃及金融科技平台
mileslife.com

Disruptants Limited 專責為個人和

機構建立創意自信與創造力。香港是一

個動感之都，是企業家和跨國公司的智

慧樞紐。當業務在南亞和東南亞取得初

步成功後，公司在香港設立基地，以充

分利用香港初創公司和跨國公司的強大

網絡及其支持。

隨著客戶層面進一步擴闊，公司將會聘

請辦公室和物流管理人員處理活動事

宜，並會引進服務商和創意伙伴，以助

擴大客戶覆蓋率。

Disruptants Limited 早已與跨國公司

攜手合作，藉以積極發展員工技能和新

概念；也在新加坡和迪拜與初創企業合

作，以建立其業務。他們的團隊會隨時

候命，就任何問題與客戶商討物色創意

解決方案的方法。

咨詢及管理培訓
disruptants.com

ARIS 成立於1906年，是土耳其最大的

優質珠寶首飾製造商和零售商之一。

ARIS 專門生產鑽石首飾 （包括戒指、

耳環、項鍊和手鐲，並選用鑽石、黃

金、純銀和寶石等物料），產品品質超

卓，設計別出心裁。款式包括經典作品

如結婚戒指，以及休閒與心靈系列。

由於香港的市場潛力大， ARIS 於 

2018年在香港成立區域辦事處 

Aris Diamond Limited。區域辦事處

負責聯繫潛在客戶。公司計劃在香港 

開設一家零售店。

高級珠寶
arisdiamond.com

 新加坡

 斯里蘭卡

 土耳其

http://mileslife.com
http://disruptants.com
http://arisdiamond.com


客戶簡介

ACS 艾爾環球包機是一家全球客運及

貨運包機服務公司，在全球各地設有

23個辦事處，足跡遍佈六大洲。公司

提供私人包機、商用客機、航空貨運包

機和手提貨服務。ACS 艾爾環球包機

每年處理近15,000份合約，盈利接近 

7 億美元。

 2018年，ACS 艾爾環球包機在香港設

立其首個亞太區辦事處，以處理區內的

包機業務，並抓緊市場仍處於萌芽階段

的時機。其銷售團隊見識豐富，在本地

和英國接受過全面的內部培訓，讓辦事

處乘著亞太區的穩健經濟氣候，實現可

觀的增長。另外，ACS 艾爾環球包機

分別在2012年和2016年於北京和悉尼

設立辦事處，專責服務大中華和澳大利

亞市場，而香港辦事處則專注於服務其

他亞太地區。

航空業 — 包租服務
aircharter.com.hk

 英國

Games Workshop 不但在其名下的

Warhammer 零售店銷售自家產品、

Warhammer 微縮模型和 Citadel 嗜好

產品，亦同時在業務伙伴的零售網絡 

出售相關產品。他們在英國諾定咸設計

和生產《戰鎚40,000》和《戰錘西格瑪

紀元》等其獨家專營的遊戲產品。

憑藉在中國內地和日本所取得的商貿 

經驗，Games Workshop 展開亞洲 

擴展計劃，並進駐香港、馬來西亞和 

新加坡。在2016年6月，由一名區域

銷售經理負責在香港開設首家零售店。

現在 Games Workshop 在香港的零售

店已增至三間。在2018年，Games 

Workshop 於香港開設第三家零售店，

亦是全球第500家零售店，並把業務

擴展至南中國，於深圳開設第一家

Warhammer 分店。

未來的計劃將以開設更多零售店，並會

致力拓展其業務伙伴網絡為目標。

模型和嗜好產品零售及貿易  
games-workshop.com/en-WW/Home

Realinflo 是房地產資料庫平台，讓地

產從業員和投資者更快落實交易、物色

投資機會、優化現有投資組合，並縮短

搜集和分析物業數據的時間。公司成立

於2017年，總部設於香港，銳意借助

香港作為覆蓋北亞和東南亞市場的策略

性基地。

Realinflo 的服務可分為物色租盤、銷售

交易，以及數據建設。公司擁有的數據

非常精密，並會經過詳細檢閱和審核，

務求達到“成為最可靠數據來源”的使

命。公司是亞洲區內首家成為皇家特許

測量師學會（RICS）科技聯盟的公司成

員，足以證明他們致力推動數據標準的

決心。

房地產數據及分析，房地產科技
realinflo.com 

http://aircharter.com.hk
http://games-workshop.com/en-WW/Home
http://realinflo.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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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DNA 是一家以嶄新概念營運的眼鏡 

製造商，運用垂直一體化的“由設計至

生產”技術，將供應鏈重新構建。公司

開發了全球首款用家自訂的眼鏡產品。 

獨特的共同創作過程能讓顧客擁有一副

完美貼合臉型的眼鏡，也為他們帶來了

值得分享的難忘故事和炫耀的機會 — 

“這是我的設計，是由我造出來的”。

透過結合互動零售和數碼生產技術，

3DNA 為顧客帶來百分百度身訂製的 

鏡框。鏡框根據立體臉部掃瞄數據作出

調整，每次只會生產一副。3DNA 提供

超過80種物料，包括碳纖維、鈦金屬、

貝殼以至木材，每一副眼鏡均經過高質

的飾面處理，有別於一般的量產或3D

打印眼鏡。3DNA 成功運用互動和創意

為眼鏡零售業帶來新氣象，協助眼鏡商

在數碼經濟時代突圍而出。

消費產品 
3dna-eyewear.org 

 美國

曉懿創富透過其獲得專利的全方位財富

管理實務，鼓勵女性自主理財，讓健康

與財富同步增長。曉懿對“富有”一詞

的定位並非限定於一個人的財富和資

產，亦考慮到個人心理，心靈，精神，

與生理質素作為衡量準則。一個人只有

在這些生命中最重要的地方獲得滿足才

是公司的定義裡真正的“富有”。

公司致力推廣全方位財富管理的概念。

在現今社會，女性想要成功面對特有的

挑戰，曉懿的專家團隊運用特別針對女

性而設計的理財計劃和21世紀投資的

教材，提供獨特並且實用的實踐指導。

曉懿提供的服務包括小組工作坊，以及

結合理財教育和一對一的個人理財指導

的私人財富友導。 

曉懿利用最新的行為風險概況測試來估

評投資者的風險取態。風險概況的演算

法以兩位元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的研

究成果為基礎，包含超過100萬個可能

發生的風險概況，預測率高達百分之

八十一。

理財教育
heelsandyield.com 

Easysmile 以改變傳統牙齒矯正體驗

為使命，致力將隱形牙齒矯正和優質牙

科咨詢普及化。在競爭相對較低的環境

下，隱形牙齒矯正市場持續增長。該公

司在經過逾一年的實驗後方告成立，專

業知識不容置疑。  

Easysmile 認為中國內地對相關的服務

有一定需求，但需要投放種子基金作營

銷用途，方可吸引消費者青睞和通過 

產品認證。

消費產品
goeasysmile.com 

http://3dna-eyewear.org
http://heelsandyield.com
http://goeasysmile.com


客戶簡介

成立於2017年的 Helm Audio 是一家

音響耳機設計製造公司，總部設於香

港。公司主要銷售結合開創性技術的 

音響耳機產品，並提供物超所值的音響

體驗。

公司已在2018年推出了多種產品，另

有一系列的新產品將於2019年推出。

Helm Audio 現時在香港聘用了3名員

工，並計劃在未來兩年額外招聘5名員

工。其研發、設計和製造基地設於內

地，銷售和行銷團隊則設於美國。

Helm Audio 之所以將總部設於香港，

是由於香港擁有提供高學歷、訓練有

素、多語言能力的人才、世界級的商業

基礎設施、對商業有利的稅率和優秀的

國際運輸網絡。

音響耳機的設計與製造
helmaudio.com  

同一片天（前稱“半邊天”）於1998年

成立，致力改變危害兒童的社會制度。

該機構積極將其創立的幼兒保育和教育 

（ECCE）項目，透過與政府及非政府 

機構合作培訓導師、教師和育兒照顧

者，共同拓展工作，旨在幫助處境危險

的兒童。

同一片天已成功協助國內重塑兒童福

利制度。該機構在國內推行育兒照顧

者培訓工作，現已成為福利院的 ECCE

國家標準，目前在內地31個省份中，

已普及至30個，覆蓋全國超過百分之

六十二的兒童福利院。同一片天在國

內、越南及蒙古已培訓多達37,000名

教師和育兒照顧者，直接受惠的兒童 

達171,600名。 

2019年，一片天國際啟育中心將於 

香港開幕。該中心會作為建模和培訓的

中心樞紐，銳意在區內引領社會創新和

變革。

註冊非牟利機構   
onesky.org

http://helmaudio.com
http://onesky.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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