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客戶簡介	 	2019年4月

	澳大利亞 香港是增長迅速的植物性素食食品
先驅市場，許多著名品牌都選擇在
香港率先推出新產品，包括 Beyond 
Meat 和 Impossible Foods。現在，
Bite	Society也選擇在香港推出其無
蛋奶朱古力脆球和朱古力餅。該公司之
所以決定選擇香港作為首個澳大利亞以
外的銷售市場，是因為香港是進駐亞洲

市場的理想選址，而香港消費者亦開始
日益追求非乳製食品和植物性食品。

餐飲業
bitesociety.com

冠英咨詢（Champ Partners）為人力 
資源顧問公司，在香港具備淵博的人力
資源專業知識。公司的本地團隊成員擁
有逾十年行業經驗，不論是招聘、勞務
外判、薪酬管理、還是其他人力資源行
政工作，公司皆可提供解決方案。

冠英咨詢提供人力資源管理服務，讓大
小企業的員工得以專注處理核心業務。

公司能快速處理請求，並提供嚴格遵守
香港僱傭規例的專業建議，深受客戶 
青睞。

招聘及人力資源服務

champpartners.com

Jobpedia是一間人力資源科技初創 
公司，致力為瞬息萬變的工作環境 
開發最佳的人力資源解決方案。憑藉
創辦人在澳大利亞和中國內地背景，
Jobpedia 踏足香港，目標是充分利用
這個開放市場及其與中國內地和東盟 
市場的緊密關係。

在全球日益依賴臨時勞動力之際，不少
業務流程仍要靠人手處理。Jobpedia

旨在帶來改變，透過深入了解這些流
程，從而提供創新的軟件解決方案， 
將這些工序整合到一站式的雲端平台，
讓公司能隨時隨地有效運用人力資源。

人力資源管理系統及招聘平台

www.jobpedia.hk

Blossom的總部位於澳大利亞，是一
間結合健康產業上下游資源鏈的公司。
Blossom 憑藉其強大的科研和開發技
能，致力保障人類健康。公司是世界頂
尖的健康產品開發、生產和銷售企業。
Blossom 系列的產品於澳大利亞製造，
提供最優質、天然、純淨和健康的維他
命補充劑和天然保健食品。公司專門研

發、生產和銷售營養、健康和天然產
品。Blossom 的使命是讓每個人身體 
健康和活得快樂。

零售及批發
blossomhealth.com.au

https://bitesociety.com
https://www.champpartners.com
https://www.jobpedia.hk
http://blossomhealth.com.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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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me	Global	（DIME）是一家在香港
註冊成立的公司，旨在為全球各地客
戶創造獨一無二的數碼化價值。公司
銳意以香港作為起點，將業務拓展至
亞洲、中東以至全球各地。

DIME 的 OTT（over-the-top）應用程式
Dime Connect 是他們其中一項創新產
品，採用了聯盟式雲端架構。此項產
品讓企業和政府部門能夠將訊息儲存
到自設的數據中心，並透過聯盟式雲
端概念，實現跨國交換安全訊息。另
外，此項產品可確保客戶時刻連接至
安全的媒介，以促進其業務協作，同

時兼顧風險管理目標，將突破性數碼
服務引入 OTT 業界，並將縱向解決方
案帶到市場。

DIME 隸屬於位於巴林的 DigitalMe 
集團，該集團致力為電信及數碼行業
掀起下一個革命。

數碼業務通信及市場推廣
dimeglobal.net

	巴林

雲窖是一個連接商戶和葡萄酒愛好者
的流動平台，方便用戶從不同商戶選
購葡萄酒和烈酒，並瀏覽商戶舉辦的
品酒活動。

雲窖能夠幫助葡萄酒及烈酒商戶將其
業務數碼化，以便更容易接觸到目標
顧客。目前，該公司與50多家商戶合
作，提供超過5,000款酒品，並已促成
500多個品酒活動。

作為葡萄酒中心，香港擁有稅項優
勢、經驗豐富的葡萄酒專家和大量葡
萄酒收藏家，是亞洲經營葡萄酒業務

的最佳選址。香港也是聯繫中國內地
和其他東南亞城市的絕佳橋樑。

MyiCellar 現時以香港作為據點，聘有
7名員工，分別負責市場推廣、設計及
資訊科技等職務。

餐飲業
myicellar.com

Shootsta	PTY.	LTD.是一家成立於 
澳大利亞悉尼的影片製作公司，他們
承諾能夠在24小時內為客戶製作兼具
質素和成本效益的影片內容。

Shootsta 之所以選擇投資於香港，是
因為看準香港公司對影片內容的需求
日漸增長，並且有需要在一定預算範
疇內定期製作影片內容。

作為 Shootsta 的北亞地區辦事處， 
香港辦事處於2018年6月開業，當時
只有一名員工。其後，他們的團隊規
模在2019年3月迅速增加至5人，並

且繼續擴大，以應付香港客戶的增長。
到2019年年底，他們計劃團隊規模將
擴展至10人。

公司致力為客戶提供一站式影片內容
製作方案，涵蓋前期策略及培訓，也
會透過雲端基建技術及富有影片經驗
的專業人員提供後期製作服務。

影片製作
shootsta.com

https://www.dimeglobal.net
https://www.myicellar.com
https://shootst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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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ilding	Narrative是一家室內設
計及建築設計顧問公司。透過承接不
斷增加的本地項目，該公司致力為
香港的設計文化作出貢獻，也因此而
感到驕傲。他們承接的項目大部分
為本地初創企業，包括 Klook Travel 
Technologies 總部和 Basao Tea 旗艦
店。在未來數年，該公司計劃在廣州

開設辦事處，爭取更多大灣區等地的
項目。

建築及室內設計
buildingnarrative.com

先行投資管理有限公司是一家在香港
獲發牌的公司，專責為投資者提供證
券意見和資產管理服務。公司將業務
焦點投放於創效投資，也會投資於 
能夠為社會帶來正面影響和財務回報
的傳統及創新業務，作直接私募基金
投資之餘，亦會管理創效投資基金中
的資金。

透過與其顧問和業務伙伴深入協作，
公司致力將創效投資產品推介予香港
的專業投資者，讓他們將投資分佈到
東盟、歐洲以至北美。

創效投資目前是亞洲新興的的資產類
別。專業投資者對創效投資產品需求日

益增加，但創效投資產品的供應卻有
限，為收窄之間的差距，該公司積極
凝聚香港和海外的社企及初創社群，
以培育創效投資機會，同時與其伙伴
在共同投資策略上保持創新。

資產管理
avantfaireim.com

	加拿大

Appian	Way專注協助企業培訓其內
部手機應用程式的開發人員，並協助
管理他們的應用程式開發項目和執行
數據分析項目。越來越多與客戶進行
的互動和接觸點正轉移到雲端，以應
用程式溝通已是大勢所趨。因此，對
企業來說，懂得如何開發該等程式，
並能聰明地運用它們與客戶建立關係
及正確地分析數據變得越來越重要。

Appian Way 認為，企業能取得優秀長
遠業務成果的關鍵，在於擁有由內部
團隊用心建造的應用程式。在開發人
員正式就職前，Appian Way 會先行評
估、聘請和培訓，旨在讓他們能立即
投入客戶的工作崗位。更重要的是，
Appian Way 會提供為期兩年的就職後

跟進服務，每週與開發人員進行編碼
審查和技能培訓。由於對數據分析的
需求增加，Appian Way 為數據科學家
和數據工程師提供相同的服務。它亦
可以幫助客戶構建和正確理解他們的
數據。

手機應用程式培訓

appianway.co

	比利時

https://www.buildingnarrative.com
http://avantfaireim.com
https://www.appianway.c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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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migo是一項雲端型解決方案，能 
夠讓零售及款待業界更精明地管理人 
力資源。

透過使用 tamigo，客戶可以更透明及
一致地管理人力資源方面。客戶能夠管
理輪班工作時間表、追蹤工作時數、理
薪資及缺勤、與員工溝通並處理所有員
工資料，所有功能都集結於一個平台。

tamigo 一個位於歐洲的大型零售商客
戶，早於多年前便已受惠於 tamigo
的功能。現在，他們希望藉著使用

tamigo，令其亞洲營運點的透明度與 
一致性提升至與歐洲同等的水平。

自2011年成立以來，該公司在歐洲 
迅速發展，而香港坐擁地理及文化上的
優勢，自然成為 tamigo 展開亞洲投資
計劃的不二選址。該公司特意安排一位
來自總部的資深顧問負責在港設業的 
事務。

人力資源管理軟件
tamigo.hk

Laboratoire Aguettant 是一家法國製藥
公司，專門生產必需藥物，包括急救藥
物、深切治療或麻醉藥物。該集團早於
數年前便已在亞洲成立分公司，在越南
設有辦事處。

為支援亞太區合作伙伴的急速增長， 
並顧及區內病人的需求，該集團在 
2018年5月在香港設立全新的區域辦事
處 Aguettant	Asia	Pacific	HK。區
域辦事處聘用一眾專業人才，分別專責

處理銷售、法規事務和支援服務，將業
務足跡擴展到其他市場。

Aguettant Asia Pacific HK 的每一位 
員工都致力於服務客戶，務求將優質 
而有效的藥物帶給亞太區的現有市場 
和新市場。

製藥
aguettant-corporate.com

	法國

	丹麥

eCup是一個全方位咖啡數碼平台。 
該公司於2018年在香港推出服務，旨
在將整個咖啡下單流程數碼化，同時將 
咖啡文化推及至不同年齡層。

透過 eCup，用戶可以尋找附近的咖啡
店，並瀏覽個別咖啡店的餐單。此平台
同時支援下單及網上付款，更為咖啡愛
好者特別提供數碼印花。對咖啡店東主
而言，eCup 是一個線上到線下（O2O）
平台，不但有助擴大顧客群和銷售量，

減低收銀員工的工作量，更有助他們為
顧客提供獨一無二的顧客關係，例如借
助VIP、贈品和推送通知服務凝聚顧客。

截至2018年底，eCup 已與40家咖啡
店達成合作關係，約佔香港獨立咖啡店
市場15%。

數碼咖啡平台
ecup.hk

Mercantile	Exchange是一家歷史
悠久的外匯及支付服務供應商，服務對
象包括進出口商以及各種其他行業。公
司致力幫助企業管理其外匯需求，並將
資金轉移到全球各地。Mercantile 設有
一隊由外匯專家組成的團隊，並利用
完善的全球網絡，確保提供卓越的服

務和暢通無阻的交易。其香港分公司
Mercantile （HK） Trading 受香港海關
監管（牌照號碼：16-01-01796）。

金錢服務經營
mercfx.com

https://tamigo.hk
https://www.aguettant-corporate.com
https://ecup.hk
http://mercfx.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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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EEDELON是一個推廣創新和可持續
品牌的電子商貿平台。該平台能夠為
品牌提供專用的網上商店，並藉著推出

“大使計劃”，協助品牌爭取網上曝光
率。只要透過在社交媒體上分享大使代
碼，任何一位 FEEDELON 客戶都可以
成為“微網紅”。

公司看準香港是歐美品牌進駐亞洲市場
的主要大門，而香港和中國內地更是推
動亞洲電子商貿的龐大動力，所以，公
司決定於2017年起將總部移師香港。

FEEDELON 以商業對商業（B2B）方式
運作，致力透過區塊鏈技術連繫亞洲的
設計師和生產商，特別是中國內地、台
灣和泰國。區塊鏈技術可確保布料採購
過程和供應鏈保持透明度，也將有助各
方創建簡單的智能合約。

電子商貿
feedelon.com

Neoma是一家以香港為據點的酒店技
術公司，曾多次獲獎嘉許。該公司是科
學園智慧城市數碼中心的成員之一，在
香港服務超過20個客戶，處理的項目
佔地達460萬平方呎，並在全球各地共
有60個分銷商和合作伙伴。

Neoma 研發了全球首個人工智能 
助力 — Gaia，協助酒店員工服務 
21世紀的賓客。Gaia 採取的方針並非

以機械人取代人類，而是透過一系列技
術將賓客和員工連繫起來，當中包括賓
客識別、賓客需求預測、實時空間使用
狀況、員工分配等。此工具不但能夠協
助酒店員工為賓客營造高度個人化的入
住體驗，更能顯著提升酒店的日常運作
效率。

資訊科技服務
neoma.ai

Nowsnapp是一個創新的流動應用程
式，能夠將急需尋求即時服務的人們與
附近其他個體或專業人士連繫起來，讓
有空閒時間和技能的一方為另一方提供
協助，並賺取報酬。

所有服務均可於應用程式內找到，此應
用程式介面仿照遊戲設計，為用戶增加
使用樂趣，並配備實時通知和位置定位
功能。Nowsnapp 適合初創企業，方便
物色為其創作公司標誌的設計師，也同
樣適合大眾，方便尋找維修技工或美容
服務。用戶只需透過在應用程式中發表

需求內容，即可接觸到附近有空的專業
人士，投入嶄新的服務體驗。

此應用程式早前於法國和紐西蘭推出，
在2019年1月起正式登陸香港，並與
Digital Business Lab 合作，推出社交
媒體拓展計劃。平面設計、技術開發、
介面、市場推廣及業務發展等事務，則
由設於香港的營運總部負責協調。

流動應用程式
nowsnapp.com

OLFINITY TM 是一個已申請專利的室
內空氣淨化及香薰產品，由 Evergreen 

Land Limited 研發，旨在為大眾的身心
健康帶來持久的正面影響，讓他們能掌
控自己的室內生活。現代人面對室內污
染和都市急速的生活節奏帶來的影響，
OLFINITY TM 以獨特的方法有效地管理
和改善空氣質素，以提升精油可發揮的
最佳效用。OLFINITY TM 的產品包括空
氣質素監測器、空氣清新機及香薰機，
全部均由智能系統管理及透過應用程式
操作。

毗鄰大灣區的地理優勢，加上中國內地
發展蓬勃，這成為 OLFINITY 拓展業務
的關鍵。公司目前與世界各地的伙伴合
作，包括美國、英國、法國、中國內地
及香港。隨著室內污染及急速的生活節
奏成為世界關注的話題，公司將繼續透
過合作伙伴、酒店、企業及共用工作空
間擴充業務。

智能室內空氣淨化系統
olfinity.com

https://www.feedelon.com
http://www.neoma.ai
http://nowsnapp.com
https://olfinity.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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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德國

	希臘

	印度

作為希臘和地中海東部食品的推崇者，
Levant	Foods深信香港市場潛力龐
大。地中海菜色通常令人聯想到意大利
及西班牙美食，但“地中海飲食”的 
概念其實源自希臘，提倡健康均衡的 
飲食習慣，並主要反映於其食材採購的 
理念上。

Levant Foods 的總部位於柴灣，設有
辦公大樓，亦已建立物流設備和本地服

務團隊。該公司在香港和澳門進口、 
推廣和分銷其產品，專注於餐飲服務 
領域，包括餐廳、酒店、廚房工場、 
咖啡店、俱樂部和高級超市。

食品進口
levantltd.com

Quandoo是發展最迅速的餐廳實時
預訂平台之一。六年間，Quandoo
的業務已拓展至12個國家，協助超
過1.1億名食客在逾17,000間餐廳訂
座。Quandoo 的數位科技平台已成為
餐廳提升食客用膳體驗的必要工具。
Quandoo 的總部設於柏林，足跡遍及
世界各地，包括奧地利、瑞士、意大
利、土耳其、英國、香港、芬蘭、新加
坡、澳大利亞及荷蘭。公司的願景是發

展成全球領先的外出用膳體驗平台。
Quandoo 為 Recruit Holdings 之附
屬公司，連同姊妹公司 HotPepper 及
AirRegi 組成全球最大型的餐廳營銷及
軟件公司。

F&B 技術應用平台
quandoo.com.hk

Dechant	Music	Academy （前稱
IrinaSchool）創立於2015年，是一所 
備受國際認可的音樂學院，在香港教 
授音樂課程。目前，該學院在深灣遊艇
俱樂部和深灣9號會所設有兩個協 
作工作室。

除了一對一樂器課程外，該學院還設有
專為兒童而設的基礎音樂課程，讓學童
在課堂上與有共同音樂興趣的同學結伴
學習。

為強調練習的重要性，該學院每年還會
舉辦兩個重點演奏會，為學員提供表演
平台。

音樂教育
dechantmusicacademy.com

Daarukhana坐落於灣仔，是一家融
入現代元素的新式印度餐廳。餐廳環境
雍容華貴，採用拋光金屬和金碧輝煌的
大理石，菜式方面更反傳統，選用印度
菜中罕見的食材。

Daarukhana 以破格的印度菜烹調方式
和雞尾酒，為食客增添新鮮感。餐廳
菜式由印度不同地區的菜系和食譜組
成，所選食材來自世界各地，最適合

與親朋好友分享。餐廳供應各式名為
“Not Very Small Plates”的頭盤、主菜
和甜品。

食品及飲料
daarukhana.com

MODERN INDIAN CUISINE

https://www.levantltd.com
https://www.quandoo.com.hk/hk
http://www.dechantmusicacademy.com
https://www.daarukhana.com


客戶簡介

The	Green	Platters將最新的飲食潮
流引進香港。公司提供適合素食者及
純素食者的到會連餐桌佈置（grazing 
table）服務，讓客人可在華麗的佈置中
享用各式美點。公司選用高級食材及有
機農產品，為客人帶來百分百輕鬆的豪
華美食體驗。

公司致力提供一絲不苟、卓越超群的 
客戶服務，曾服務世界各地的私人客戶
及貴賓。公司所設計的食物和餐桌佈置
適合任何場合，包括企業活動、團隊 

會議、社交聚會、生日、乘船出海和 
婚禮等。

The Green Platters 同時亦奉行環保理
念，“走塑”比率高達95%，是一間重
視道德採購和可持續發展的公司。其特
色產品還包括在香港以全人手製作的素
芝士和抹醬等。

餐飲業
thegreenplatters.com

Nano	Dimension是全球領先的增材 
電子供應商之一，業務主要針對需求 
不斷增長的電子設備市場，特別是依賴 
封裝感應器、天線和印刷電路板的電子 
設備。

該公司擁有屢獲殊榮的精密增材製造
系統 DragonFly TM Pro 列印電子產品，
可以同時3D 列印介電聚合物和導電金
屬，現在功能性的電子產品可以在公司
內部以更低成本、更快速、更安全的
3D 列印進行原型製作。該系統亦適用
於定制的小批量生產。

Nano Dimension 總部位於以色列，在
美國和香港均設有辦事處，並在各個據
點設有多個客戶體驗中心。目前，該公
司在全球各地共有20個增值分銷商，
並已在美國、歐盟國家和亞太區展開全
球性銷售。隨著香港辦事處於2018年
開業，其業務足跡開始在中國內地、台
灣和韓國逐步擴展，並在亞太區達成高
效而成功的銷售業績。

三維列印技術

nano-di.com

BoBuy為人工智能科技公司，協助企
業充分利用產能，找出需求低的地方，
並利用動態定價模型實時調整服務的價
格，以爭取客戶群。BoBuy 通過便捷
的綜合平台提供各種折扣服務和活動，
讓企業在增加收入和降低成本的同時，
亦為客戶節省時間和金錢。

BoBuy 的總部設於香港，公司計劃進
一步擴大亞洲版圖，不久或將在新加坡
及南韓開設企業。

旅遊及款待業人工智能平台
bo-buy.com

	愛爾蘭 Compare	Retreats是亞洲增長最快

的養生旅遊公司之一，由 Dervla Louli 

Musgrave 創辦。該公司的預訂平台及

網上雜誌為世界各地崇尚奢華養生旅遊

的人士提供可靠資訊。

自2017年成立以來，Compare 

Retreats 瞬即成為奢華養生旅遊的權

威，成績獲得多間國際刊物，包括福布

斯、南華早報和泰晤士報的認可。

養生旅遊
compareretreats.com

	以色列

https://www.thegreenplatters.com
https://www.nano-di.com
https://bo-buy.com
https://www.compareretreat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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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anding	Records由來自世界各地
的創意及營銷人員組成。其團隊透過創
意、營銷策略、和創新形式，以360°
的方式全方位協助品牌在恰當的市場成
為引領先驅。

多年來，Branding Records 與100多
名客戶合作，從初創公司以至大型企業
不等。公司與每名客戶緊密合作，讓
不同品牌在本地及國際市場都能享譽成
功，其客戶回頭率高達九成。

Branding Records 在各行各業均有豐
富的經驗。執行手法從傳統到電子平

台，也都能廣泛觸及。從建立品牌形
象，微信推廣活動，到 UI / UX 設計，
其多才多藝的團隊往往能令人留下深刻
印象。

Branding Records 在香港和上海均設
有辦事處。公司致力以原創、與時俱
進、和富有意義的理念，為全球客戶提
供領先業界的多種設計和營銷服務。

營銷及設計
brandingrecords.com

Fro	Zen	Gelato相信使用頂級原材
料才能製作出美味的 Gelato，讓客人
品嚐到正宗意大利 Gelateria 的精髓。
Fro Zen 堅持不添加任何人工色素或 
香料，只使用從意大利進口的新鮮水 
果和優質牛奶。

品牌創立於50多年前：一位在特雷維
索市中心的意大利企業家，憑著對品質
的執著和熱切追求，製作出第一個手工

gelato。首間 Gelato 店早於1959年 
開業，今年，品牌終於進駐香港。
Fro Zen 首階段將專注供應餐飲服務 
企業。

餐飲業
frozen-gelato.com

Asia	Human	Development	Limited
代表 GA Consultants Co., Ltd. 在香港
實踐其“廣招賢能，全力支持日本企業” 
的企業理念。公司擁有深厚的人力資源
經驗，專注於香港及東南亞市場。

公司致力在日本與東盟國家之間締造
商機。公司名稱 GA Consultants 中的

“G”和“A”有“General Agents in the 
Growing Asia”之意，表示公司希望利

用其在人力資源方面累積的專業知識和
經驗，為香港乃至亞洲的經濟發展作出
貢獻，在不斷增長的亞洲市場中擔當代
理角色。

人力資源顧問

gagr.co.jp

千房（CHIBO）是首屈一指的大阪燒餐
廳，旨在為食客帶來正宗和不斷演變的
大阪風味。在千房，食客可以探索大
阪燒的奧秘和鐵板燒的藝術。千房於
1973年創立，在大阪設有大型餐廳。

為提高日本菜的國際知名度，千房計劃
積極擴大海外分店的數目。作為國際樞
紐，香港是千房面向世界，並在市場上

孕育品牌的理想基地。千房在香港的首
間分店落戶於旺角 T.O.P 商場。

日式鐵板燒餐廳
m.facebook.com/chibohongkong

 

	意大利

	日本

https://brandingrecords.com
https://www.frozen-gelato.com
http://gagr.co.jp
https://m.facebook.com/chibohongkong/


客戶簡介

weConnect的總部設於日本東京。

公司致力於為跨國企業提供一流的全

球商業服務解決方案。客戶只需聯絡

weConnect 提供的一位客戶經理、一

支團隊、一個系統、一份賬單，就能

管理全球的會計、財務和稅務。無論

您在全球範圍內有一個公司還是多個

公司，weConnect 都能提供契合的方

案來整合客戶的財務職能。

作為國際金融中心，香港是跨國企業

進軍亞洲的重要門戶。為了更好地為

跨國企業推廣全球商業服務解決方案，

weConnect 也在香港設立了分公司。

公司的營運中心位於馬來西亞。該營

運中心主要代理客戶在全球範圍內的

會計和財務職能，而薪資福利、稅務

和法律事務則由公司在世界各地的合

作伙伴與我們合作處理。

商業服務供應商
goweconnect.com

	韓國 礎石建設產業是來自韓國的專業軟地

基處理承建商，擁有40多年經驗，公

司成立香港辦事處的目的是為了與本

地及國際企業合作發展。公司在新加

坡、越南、印尼和菲律賓皆設有辦事

處，希望藉分享技術和經驗增強本地

優勢及加強與各地業務伙伴的合作。

礎石建設產業目前正參與香港國際機

場的第三跑道項目，負責進行“深層水

泥拌合技術”工程。同時，公司亦致力

發展及引進泥土擠壓注入式灌漿技術

到本地及國際市場。

除了建立本地合作關係外，香港辦事

處還計劃利用香港優越的地理位置及

國際性營商環境，尋找國際伙伴開展

亞洲、中東和南美洲項目，從而擴大

其市場佔有率。

建築、採礦及採石
chosuk.com

elTOV所建立的數據驅動型營銷平台

自2008年開始串連線上和線下。該平

台基於各種商場行業的線上或線下客

戶互動數據進行分析，並提供個人化

營銷策略。公司創立於韓國，業務現

已拓展至日本、新加坡、中國內地，

以及印度、泰國和越南等新興市場。

elTOV 透過提供電子資訊屏幕、互動

內容及媒體藝術地標等數碼解決方案

建立了一個用戶體驗平台，其市佔率

在韓國及新加坡的商場領域中均超過

百分之八十。2019年，公司於香港開

設第三個亞洲辦事處，務求在香港和

內地尋求更多發展及合作機會。

數據驅動型營銷平台

eltov.com

https://goweconnect.com
http://www.chosuk.com/wordpress/
http://eltov.com/ho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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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lturaHub是一個嶄新而具突破性
的教學和企業網上學習供應商，為高
中、大學和中型至大型企業提供創新 
兼備成本效益的網上學習方案。

CulturaHub 採用尖端技術構建，透過
“混合式教學”概念，為學員提供生動
而合適的培訓方案。

該公司選擇將第一個營運據點設於 
香港，以便接觸在亞太區營運的世界
500強公司區域總部。

作為其發展計劃的一部分，CulturaHub
打算招聘一支本地銷售及服務團隊，服
務香港和亞太區客戶。在亞洲取得初步
成功後，CulturaHub 計劃將繼續拓展
至歐洲、中東和非洲地區。

網上學習

culturahub.com

	黎巴嫩

	盧森堡

顧問公司 IQ	Solutions （IQS）在2002
年成立於盧森堡，誕生自四大會計師事
務所。時至今日，該公司在營運及職能
顧問方面，已穩佔盧森堡市場的領導地
位，並積極支援歐洲的實地項目。

IQS 透過委派經驗豐富的基金會計師、
基金事務管理人員、反洗黑錢或客戶風
險屬性評估專員，致力為頂尖的全球託
管機構和資產管理公司提供資源方面的
支援。有見亞洲市場對基金行政管理
營運專業知識的需求日益增加，IQS 於
2018年8月在香港開設辦事處，以便
為落戶亞洲的全球託管機構、資產管理
公司和承保人，提供更優質服務。

IQS 現時在全球各地聘有超過230名員
工，並成功在基金行政管理業界建立起
穩健可靠的聲譽。他們在實戰專業知識
方面備受讚譽，對投資基金和銀行業運
作運籌帷幄。

咨詢服務 — 基金行政管理
iqs.lu

Finex	Hong	Kong	Limited為 Finex
集團旗下子公司，該集團的總部位於
盧森堡，在歐洲市場擁有超過10年經
驗，主要專注於各類投資基金及企業相
關服務。

公司自2018年7月12日起被證監會列
為持牌法團，可於香港進行第1類及第
4類受規管活動。公司現時為專業投資
者提供高效便捷的服務，包括可轉讓證
券集體投資計劃（UCITS）以及投資於
影視和中國藝術等另類投資基金（專業
投資基金、盧森堡風險投資基金和保留
型另類投資基金）的基金分銷、基金建

構、基金行政管理或其他按要求提供的
相關服務。

憑藉富有經驗的多元文化及多語言的團
隊，公司致力築起香港與盧森堡，以至
亞洲與歐洲之間的橋樑，為客戶量身定
制更佳的服務方案。

UCITS 及另類投資基金、基金分銷、
基金建構、基金行政管理
finexis.lu

https://www.culturahub.com
https://iqs.lu/en/home
http://www.finexis.lu


客戶簡介

好望角投資服務（香港）有限公司是全

球領先的投資移民顧問公司，由中國

內地金融科技企業集團宜信全資擁有。

宜信專門從事普惠金融及財富管理，

其業務分支包括移民金融。作為專業

的顧問公司，好望角致力協助高淨值

人士實現全球資產配置及財富管理，

提供房地產投資基金、稅務策劃和 

物業投資服務等一系列產品。

承接持續拓展的勢頭，好望角投資最

近在金鐘開設新辦事處，服務香港客

戶。該公司旨在借助香港作為國際金

融中心的優勢，鞏固他們在金融界的

地位，為中國內地以外的投資者提供

更優質服務。

他們的人才團隊由本地及國際專業人

士組成，能協助客戶達成理財目標，

並透過謹守投資紀律和風險管理， 

保障客戶的資本。

海外投資及移民服務
www.goodhopevisa.cn

大道控股有限責任公司（Highroad 

Holdings Limited）的業務主要針對 

旅遊服務市場，為急速增長的中國 

旅客提供實用而全面的旅遊服務， 

擁有全世界範圍的龐大本土供應商，

Highroad 還擁有專業的自主科技研發

團隊和24小時客戶服務團隊，通過 AI

等新科技和人性化的服務讓旅遊更智

能更舒適。Shijiebang.com（世界邦）

是該公司的基石之一，該網站從楊致

遠、著名機構投資者新浪和復星集團

等投資者中獲得策略性投資。

Highroad 銳意拓展更寬泛的旅遊內

涵，例如能夠改善用戶拍攝技巧的應

用程式“SayCheese!”。“SayCheese!”

是一個利用創新技術開發的嶄新應用

程式，能夠協助用戶拍出更出色的旅

行照，並提升人際關係。

憑藉子公司的雄厚實力，其強大的技

術支持，Highroad 正引領自助旅遊服

務業界邁向蛻變，公司對在香港設業

深感自豪並充滿信心，他們的投資者

亦積極參與香港的業務營運。

旅遊及款待

bang.travel

知道創宇由數位國際頂尖的安全專家

創辦，並擁有近百位國內一線安全人

才作為核心安全研究團隊，長期為政

府及企業提供國際先進的網路安全解

決方案。知道創宇擅長全新形勢下的

網路攻防一體技術、產品研發。

知道創宇利用雲端計算及大數據處理

方面的行業領先能力，為客戶提供具

備國際一流安全技術標準的視覺化解

決方案，提升客戶網路安全監測、預

警及防禦能力。

網絡安全
knownsec.com

	中國內地

http://www.goodhopevisa.cn
http://bang.travel
https://www.knownsec.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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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脈國際視香港作為公司通往國際市場

的視窗，助中資可再生能源企業走向海

外，同時為國際資本進入中國內地的可

再生能源市場。風脈在香港培育、建立

咨詢及專案管理團隊，負責推廣、投資

及判斷海外可再生能源項目。

香港地理位置優越、文化多元、法制健

全，大力支持綠色能源政策，是風脈國

際確定在港投資的主要因素。

風脈國際展望將來到具備發展可再生能

源的新絲路地區和國家成立分支機構，

為各地帶來更清潔的能源結構，亦為更

可持續發展的環境及更綠色的未來作出

貢獻。

再生能源項目的技術咨詢、開發和投資
windmagics.com

岸領咨詢致力於為全球客戶提供策略、

領導力及企業轉型方面的服務。公司

於2006年在挪威創立，2015年將總部

遷至香港，藉以服務更廣大的亞太區客

戶。公司與客戶緊密合作，除了幫助他

們提高領導力，推進策略目標外，還協

助個人領袖茁壯成長。公司採用的方法

包括領導力培訓工作坊、高級行政人員

指導、團隊培訓、調解與和解、明陣

（冥想式行走）、以及基於科技平台的領

導力發展課程。

岸領咨詢對不同的職能和行業特征具深

入了解，並從最高管理層的角度出發，

幫助客戶增強使命感、克服造成障礙的

恐懼、以及釋放達致最佳表現的潛力。

公司的團隊成員曾擔任過行政總裁或部

門主管等要職，他們都是經過認證的教

練和輔導員，精通中英文，而且具備豐

富的國際經驗。

管理咨詢
agnusconsulting.hk

元盛金融為元盛國際控股有限公司旗下

的全資附屬子公司，擁有香港證券，資

產管理及放債人牌照。元盛金融目前為

香港其中一家處於領先地位、針對中小

企業金融方案的機構，當中結合企業貸

款、培養企業 IPO 及發行基金等業務。

每年增長率高於百分之四十。公司目前

正研究利用金融科技結合金融專業，讓

客人可以一站式解決環球投資機遇，和

企業於市場上公開集資等的技術問題。

金融服務
uni-century.com

	挪威

http://windmagics.com
https://agnusconsulting.hk
http://www.uni-century.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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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kingbnb能夠讓任何類型的車

位擁有者列出其持有的車位，同時根

據駕駛人士的個人喜好，包括位置、

價格、距離、交通情況、燃油消耗

量、景觀和其他準則，向駕駛人士自

動建議最就近而且最便宜的泊車位。

Parkingbnb 為駕駛人士、車位擁有者

和汽車生產商分別提供軟件和硬件解

決方案，旨在緩和交通擠塞和減少非

法泊車，減低空氣污染，同時幫助駕

駛人士紓解尋找泊車位的壓力。憑藉

人工智能、區塊鏈和大數據等先進技

術，這一切都可以輕易實現。

Parkingbnb 總部設於香港，銳意以亞

太區和歐洲城市作為起點，繼而將業

務拓展至世界各地。

Parkingbnb 的目標是以統一而有系統

的對策來應對目前所有的泊車問題，

為全球泊車市場帶來革命性的新氣象。

智慧城市
parkingbnb.world

BestTop透過度身訂造的一對一輔導

和大學職業探索計劃，專注提供就業

輔導服務。BestTop 的一對一輔導由

400多名就業輔導導師提供，幫助學生

確立事業目標和提高就業能力。目前，

BestTop 已提供超過10,000小時的輔

導服務。其大學職業探索計劃專為香

港的大學而設，目的是讓學生接觸各

行各業，並為學生提供在新加坡實習

的機會。目前已有250名香港學生參加

該計劃，在過程中汲取了寶貴的經驗。

BestTop Hong Kong 成立於2017年，

將服務對象拓展至香港的學生，並參

加了“香港數碼港培育計劃”。該公司

一直與本地的頂尖大學緊密合作，包

括香港大學和香港城市大學。

教育

besttopcareer.com

來自新加坡的 Fruits	Vending	
Pte	Ltd是自動販賣機生產商及營運

商，為顧客提供由販賣機製作的鮮榨

橙汁。該公司的機器獲新加坡國家環

境局營運許可證，在新加坡總共營運

超過600部自動販賣機。

iJooz 自動販賣機結合智能技術和先進

硬件，能夠在顧客面前即場製作，將

鮮果榨成果汁，更透過互聯網將數據

傳輸到香港的營運中心，以便補充鮮

果。該公司已分別於九龍灣一幢商業

大廈及西南九龍區內的住宅屋苑設置

兩部 i.Jooz 自動販賣機。

餐飲業

fruitsvending.com

	俄羅斯

	新加坡

https://parkingbnb.world
https://www.besttopcareer.com
http://www.fruitsvending.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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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een	is	the	New	Black為一個位

於亞洲的媒體平台，旨在提高大眾的

日常生活意識。同時亦提供多個綠色

品牌以供選購。公司已成為包括時尚、

美容、生活和飲食等可持續品牌的最

大線上及線下社區。

公司創立了採用線上會員制的媒體平

台，提供來自八個國家共150多個品牌

的綜合目錄、資源、以及圍繞著意識

生活、社會和環境責任的文章，以及

啟迪心靈的變革者的個人簡歷。此外，

公司亦會舉辦大型活動，例如每年兩

次於香港和新加坡舉辦、連繫品牌與

消費者的綠色市集“The Conscious 

Festival”，吸引超過5,000名參與者。

媒體
greenisthenewblack.com

SoftNET成立於1996年，是一間私

營的全球電訊服務供應商。公司建設

了市場其中最先進的 IP 網路，並擁有

專家團隊，於世界各地均設有辦事處。 

自2008年開始，SoftNET 進駐亞洲為

中國內地的企業提供服務，其首個辦

事處在上海成立，後來擴展到北京。

除中國大陸外，SoftNet 還在越南、 

菲律賓和新加坡開展業務。SoftNET 還

向歐洲市場提供 IP-MPLS 和 MPLS 服

務。公司致力於提供卓越的客戶服務，

並以與眾多亞洲國際公司合作為榮。

SoftNET 為法蘭克福、維也納及香港 

國際互聯網交換中心的成員，與超過

800個網路合作，並直接連接至一級 

骨幹網絡。公司計劃利用其全球網路

擴展其在中國大陸，香港和亞洲其他

地區的業務。

電訊
www.softnet.com.hk

Reap是一個網上平台，能讓中小企業

使用信用卡支付租金、工資和供應商

等營運費用，以便他們可即時獲取資

金，改善長達60天的營運現金流或周

轉資金。

Reap 選擇投資香港，是因為此處的中

小企生態豐富多姿且不斷發展，這裡

還擁有充滿活力的多元文化底蘊和國

際貿易歷史，中小企業因而別具獨特

性，在本質上更加國際化。Reap 冀

盼透過提供便捷的信貸渠道，以及更

數碼化、簡化的付款管理體驗來促進

中小企業的發展。隨著公司繼續拓展

其工程、銷售、法律、設計及營銷職

能，香港將成為 Reap 的亞洲總部所 

在地。

支付及借貸
reap.global

	斯洛維尼亞

https://www.greenisthenewblack.com
http://www.softnet.com.hk
https://www.reap.glob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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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於上環的新酒吧 Dai	Bing 大冰是著

名的乒乓城 Ping Pong 129 Gintonería

的姊妹餐廳。酒吧位於文咸西街52號，

設有香港首個手工製冰房，黑色格調的

裝修昏暗神秘，亦會不時舉辦音樂，視

覺藝術和表演活動。酒吧的雞尾酒和葡

萄牙 Petiscos 最為出色。

酒吧餐廳

instagram.com/pingpong129

Computerline 是瑞士一家擁有20年

經驗的雲端服務和 IP 服務供應商。

該公司在全球40多個數據中心擁有節

點，運營兼容 IPv6的主幹網，流量高

達10Gbps，以全面的 IT 技能和完善

的設備為客戶提供廣泛的托管服務。

Computerline 的節點遍佈歐亞，主要

城市包括蘇黎世、日內瓦、阿姆斯特

丹、都柏林、新加坡、馬尼拉、香港和

中國內地等。

Computerline 致力協助歐洲企業連接

到其亞洲營運點（或連接亞洲企業至其

遠洋辦公室）。低延時，高寬帶的網絡

對於專注雲計算、電子商貿、金融 / 交

易平台、博彩等業務的企業來說尤其富

有戰略價值。

公司日常業務由瑞士團隊、即

Computerline GmbH，和香港團隊，即

Computerline	（Hong	Kong）	Ltd.，
共同負責和管理。

互聯網連接及雲計算
computerline.asia
computerline.com

商諾談判學院在各個談判範疇均處於全

球領先地位，學院現已進駐亞太區，致

力為區內的企業提供專業培訓和咨詢服

務，協助他們邁向成功。

香港是亞洲最重要的經濟和金融樞紐之

一，也是通往中國內地和新加坡的門

廊。穩健的法律和經濟架構為香港帶來

穩定經濟增長，也造就了許多商務、政

治和財務談判的機會。作為國際仲裁和

爭議解決服務中心，香港也經常主持許

多高水平談判。

談判培訓和咨詢
schranner.com

	西班牙

	瑞士

來自瑞典的 Oatly於90年代在瑞典 

隆德大學的一項研究中誕生。作為瑞典

的頂級非乳製品品牌，Oatly 致力生產

一系列健康及環保的燕麥產品。Oatly

的專利酶技術仿照大自然的天然機制，

將含高纖維量的燕麥轉化成營養豐富的

飲品。

Oatly 的總部位於瑞典南部城市馬爾摩

（Malmö），生產和產品研發中心則位處

蘭斯克魯納（Landskrona），產品遍及

歐洲、美國和亞洲20多個國家。

餐飲業

oatly.com/hk

	瑞典

https://www.instagram.com/pingpong129/
http://www.computerline.asia
https://www.computerline.com/
https://www.schranner.com
https://www.oatly.com/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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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maryllo	International	Limited於
2014年首次進入香港市場，公司業務
以“人工智能即服務”為商業模式，從
連線服務到軟硬體整合，針對 B2G、
B2B 和 B2C 市場，建構一條龍式的完
整服務，成為一家全方位智慧安控及智
能商店整合服務的營運商。

公司希望利用香港作為跳板，把公司業
務發展到世界各地。目前公司已與香港

電腦商會結為合作伙伴，以進一步於香
港拓展公司業務。除了台灣及香港，公
司在韓國亦設有辦事處，美國加州分公
司亦已於近日開張。另外，公司的短期
目標為把業務拓展至深圳，募資目標為
1千萬美元，並預計增聘20位員工。

創新及科技
www.amaryllo.eu
www.soteriaai.com

	台灣

東森得易購股份有限公司為台灣東森集
團內負責零售業務的分公司，並在台灣
經營零售業務19年，業務包括電視購
物、網路購物及電話行銷等。其電視購
物平台在台灣廣為人知，其營業額及銷
售產品數量是業界翹楚。

東森集團近年積極往海外擴張，主
要投資於香港，並希望透過香港優
勢，進軍其他市場。公司於2018年
收購香港公司 Strawberry Cosmetics 

（Services） Ltd.，該公司旗下的草莓網

多年來營銷全球知名化妝品，包括超
過800個品牌及33,000種產品。其營
運總部設於香港，一切採購、行政、行
銷、運營、倉存等業務均在本港進行。

展望未來，草莓網會繼續積極拓展海外
市場，以香港作為全球的營運及物流的
中心發展業務。

電子商貿
strawberrynet.com

DailyView 網路溫度計為台灣首創，
運用數據評論時事的新媒體品牌。身為
網絡數據的探勘者，深度追蹤網絡媒
體、社群、論壇各式公開言論，將客觀
的數據解讀發佈於網絡，使命打造一
個“有憑有據、用數字說話”的新媒體
生態。公司最大價值在於公司團隊成
員，除了分析力更擁有巨量資料的研發
力，透過 AI 機器學習、語意分析等技
術演進，發展“KEYPO 大數據關鍵引

擎”與各式分析工具，針對網絡世界的
海量資訊進行深度解析，洞見網友們對
於大小事件的看法與趨勢。“DailyView
網路溫度計”在2018年9月落戶香港，
對於未來的目標，致力將大數據服務於
香港在地化，為香港企業帶來更多的數
據應用與產業新價值。

人工智慧與大數據
dailyview.tw/hk

智誠科技於2015年1月成立，專注於
專案顧問及科技專案服務，快速切入市
場為客戶提供專業的技術人力協助，並
建立穩定的 IT 基礎架構、高擴充性的
企業應用服務，整合企業現有 IT 技術
與應用，發揮每一份投資應有的價值。

公司以國內外資訊科技整合專長為基
礎，提供高素質的軟體開發人才、專業
的軟體顧問服務及各產業用戶之相關資
訊系統部門軟體開發，以成熟穩定的技
術，完善的軟體工程管理，協助客戶在

各項產業有效地應用資訊系統，以強化
營運效率並提升產業競爭力。

智誠的核心資源來自於強大完整的策略
服務以及各界相關資源，建立相關的資
源與人脈，成功的落實到產業面、行銷
面，並強調完整的資源整合服務，為客
戶提供高品質的資訊服務。

IT 顧問
www.envotions.com

https://www.amaryllo.eu
https://www.soteriaai.com
https://www.strawberrynet.com/en-hk/
https://dailyview.tw/hk
http://www.envotion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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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Secured於2018年成立，以亞洲區
為據點，拓展資料安全領域的資訊安全
團隊。來自各地菁英自主研發代碼化科
技，應用於大數據分析、個人資料保
護、支付資料安全及會員資料安全以及
其他各類機密資料的保護。有別於傳統
的資訊保護方法，公司通過代碼化技術
取得1級國際認證 PCI-DSS，並依據客
戶及企業伙伴需要，提供高規格，安全
且快速的服務，部署模式包括雲端或就
地部署。

NSecured 大家庭重視每位成員的價
值，以組成安全高效及專業於創新應用
的研發及服務團隊。近期公司取得客戶
大賞中“最創新且值得信賴的資訊安全
服務廠商”，NSecured 將持續努力，
致力成為世界資訊安全的守護者。

資訊安全
nsecured.com.hk

Adamar是世界領先的船舶補給品及
技術服務公司，為所有停靠於土耳其港
口、海峽和船廠的船舶提供專業服務。
其業務百分百符合國際規例及質量、安
全和環境標準。

除技術及維修服務外，Adamar 亦提供
由獲認證的分判商隨船的服務。其工作
人員航海經驗豐富，可全天候在船廠全
面支援船長和監督員。其他服務包括為
停靠於土耳其港口和海峽的船舶提供清
關和船上交貨服務。新成立的 Adamar 
Valves 更為客戶提供齊全的一般船用
閥門。

Adamar 的香港代表辦事處負責處理亞
洲的銷售及業務發展事宜。作為海上樞
紐，香港具備地理優勢和便利的營商環
境，成為吸引Adamar來港投資的原因。

海事服務
adamarine.com

21st	Century	Learning	
International	Ltd.（21CLI）由一群經
驗豐富的教育工作者於2008年創立，
以“建立學習社區”為企業使命。

公司透過推行各式多元化的活動致力促
進其理念，包括會議、研究、顧問服務
和專業培訓，並銳意提倡於學與教中融
入實踐和創新。

曾於全球各地舉辦超過六屆年度會議，
並提供一系列獲證書認可的專業培訓發
展項目，21CLI 致力引領教育工作者共
同學習和成長，並著重推行多元發展，

籌劃的活動內容覆蓋領導能力、創新、
科技、健康和保健等不同主題。

自2008年於香港設立總部，21CLI 具
有豐富籌辦本地教育活動及會議的經
驗。公司正積極擴充團隊，致力於
2019年進一步發展本地業務的規模。

教育
21c-learning.com

	土耳其

	英國

http://www.nsecured.com.hk
http://www.adamarine.com
http://21c-learning.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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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貿聯系於1999年成立，是一家電子
數據交換（EDI）軟件及服務商。該公司
提供的解決方案能夠提高機構對供應鏈
的清晰度和控制，其方法是將供應網絡
中牽涉的供應商、客戶和其他貿易伙伴
等公司間的流程自動化。

商貿聯系 WebForms 服務是一個以瀏
覽器運行的網上應用程式，用以處理
EDI 至表單和表單至 EDI 工作，為營運
及管理 EDI 提供另一途徑。

商貿聯系的服務能夠處理收到的 EDI
訊息，然後以圖形格式將數據呈現給用
戶。用戶可以利用標準的瀏覽器，在網

上存取及處理訂單、付款通知單等。 
由於配備多個 EDI 樞紐，用戶得以實
現即時 EDI 合規；只需一按就可以將
訂單轉為付款通知單，省卻重新輸入 
資料的麻煩。

商貿聯系總部設於英國沃金，並在香港
科學園設有分公司。

電子數據交換服務商
commerce-connections.com

Forsyths於1890年代成立，至今依
然維持家族經營模式。作為業界領先的
酒精蒸餾設備供應商，許多頂級威士
忌、冧酒、氈酒、伏特加和波本威士忌
品牌都是採用其設備釀造的。公司為這
些釀酒商提供設計、工程及建設等全面 
服務。

為應付亞太市場對其產品及服務不斷 
增長的需求，Forsyths 在香港開設了
一個集銷售、工程及維修於一身的亞 
洲辦事處，務求為區內的客戶提供更 
佳的支援。

Forsyths 之所以選址香港，除了因為
香港優越的地理位置及先進的物流服 
務外，還因為香港適合舉辦活動款待 
客戶。Forsyths 的香港辦事處位於 
銅鑼灣，是其首個位於蘇格蘭以外的 
辦事處。

蒸餾設備生產商及專家
forsyths.com

Entrepreneur	First是全球領先的
人才投資公司之一，落戶於全球6個
主要城市。公司備受 Reid Hoffman’s 
Greylock Partners、Peter Thiel 的
Founders Fund 及其他主要業界持份
者喜愛。

Entrepreneur First 以技術作為挑選人
才的原則，因此應聘者在尚未組成團隊
或未有具體構思之前，便可以提交申
請。該公司提供的輔助計劃經過精心設
計，務求盡可能為初創企業在創業之初
提供最佳支援。Entrepreneur First 會
將時間和金錢投放於全球最具實力和

抱負的人才身上，協助他們物色合伙
人、建立構思並成立公司。

該公司目前已協助超過1,000名人才 
成立超過200家公司，市值合共達 
15億元，並獲得最享負盛名的投資
者出資贊助，包括 Y Combinator、
Index Ventures 及 Octopus Ventures。

人才投資
joinef.com

http://commerce-connections.com
http://forsyths.com
http://joinef.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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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lzi是一間發展迅速的國際初創公
司，以英國及香港為基地。公司由電子
商務和營銷專家組成，協助多個消費品
牌在亞馬遜（Amazon）拓展業務，打入
零售市場，以及在全球各大市場推出產
品。目前，Molzi 與多個跨國品牌合作，
並在香港設立團隊，與有意在全球電商
市場提升銷售額的亞太地區品牌和製造

商合作。除了創作以客為本的內容及優
化搜索和定向廣告外，Molzi 更會為顧
客進行競爭對手分析，並就品牌建立、
定價及推廣策略，為各大品牌提供切合
全球電商市場的建議。

電子商務營銷服務
molzi.com

集識的宗旨是令工廠氣氛更歡樂、更具
盈利能力和生產力。該公司擁有全球首
個實時收集有關員工的快樂程度和薪酬
的平台。此平台能協助品牌減輕風險，
保障工人，並確保各工作愉快的工人有
助推動業務，為品牌、工廠和工人達至
三贏局面。

參與此計劃的工廠和品牌，在生產力方
面錄得20% 增長，而工人流失率更減
少達30%。

該公司落戶於香港南豐紗廠，為他們帶
來接觸世界級生產商的機會。香港位處
於策略性位置，也是接觸全球各大型品
牌採購辦事處的門戶。

數據分析及社會影響
getkno.com

Oxford	Economics總部設於英國牛
津，是全球最主要的獨立全球經濟研究
機構之一，專責提供預測和分析，數據
涵蓋200個國家、100個行業及7,000個
城市。另外，他們還開發了專利的全球
經濟模型軟件，用作情境設想用途，並
提供針對性的預測。他們的國際團隊包
括超過250位專業經濟師及分析師。

2015年，Oxford Economics 在香港開
設辦事處，作為服務中國內地的門廊。
駐守香港辦事處的有著名的首席亞洲

經濟師 Louis Kuijs、一支高級分析師
團隊，以及業務發展人員，方便為中國
內地客戶提供支援。由於業績理想，
Oxford Economics 打算在2019年將
香港辦事處的規模擴大一倍。目前，
Oxford Economics 在全球各地設有 
21個辦事處，包括位於東京、新加坡
及悉尼等地的亞太區辦事處。

經濟咨詢
oxfordeconomics.com

Salboy為英國首屈一指的地產發展
商，由房地產專家 Simon Ismail 和全
球最大獨立博彩公司創辦人 Fred Done
持有及管理。公司的主要總部設於英國
曼徹斯特，亞洲總部則設於香港中環。

Salboy 憑藉出色的項目重新定義房地
產界，業務遍佈全球。公司的亞洲團隊
旨在為現有和新的海外投資者提供更卓
越和滿足他們所需的服務。目前，這些
投資者主要分佈於香港及東南亞地區。

Salboy 在香港的業務從行政，以至向
亞洲投資者直銷及推廣公司發展的項目
不等。

Salboy 的附屬建築公司 DOMIS 目
前正為其建設四大住宅項目，分別為
Local Crescent、Local Blackfriars、
Burlington Square 和 The press。

地產發展商及房地產
salboy.com.hk

http://molzi.com
http://getkno.com
http://www.oxfordeconomics.com
http://salboy.com.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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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rk	in	Progress成立於2018年，
是一個就業及教育平台，專門協助年輕
專業人士在工作和生活中尋找自信和方
向，讓他們能夠接觸到所需的資源、職
涯教練和導師，在步伐急促的城市生活
中找到滿足感和意義。

養生行業增長急速，作為業界的一分
子，該機構致力規劃線上和線下指導內
容、社區活動，以及小組指導活動，為
會員提供的可付諸實行的指引和支援。
社區會員可以與經驗豐富的教練預約個

別課程，或親身參與小組指導，與其他
會員一同向目標邁進。

該機構會根據精闢的專業知識和多元化
的背景來挑選及審查合作伙伴。此外，
他們還致力在本港建立策略性合作伙伴
關係，為會員帶來更多獨家優惠。

就業、養生及教育
imawip.com

STUDIO	EVERYWHERE是一間新
型顧問公司，匯聚了具豐富經驗、足智
多謀的創意解難人才，並分佈於世界各
地。公司與不同行業的客戶合作，力求
改變他們的業務，在當今瞬息萬變的世
界中釋放全新的可能性。

作為一個全球網絡，公司以多元化的人
才及專業合作伙伴為中心，隨時準備應
對客戶下一個需要解決的難題。公司結
合品牌策略及設計、客戶體驗以及突破

性的創新慎密管理應變能力，促使企業
迅速發展。

獨特的公司架構使 Studio Everywhere
能夠以更靈活、可擴展、高效和極具 
影響力的方式工作，為客戶和員工創 
造雙贏。

全球創意顧問
studioeverywhere.com

This	Place創立於2012年，致力於
幫助全球品牌重新構思客戶體驗，以及
建立面向數碼經濟的產品和服務，以推
動獨特性、忠誠度和價值。This Place
為發展最迅速且屢獲殊榮的數碼設計及
用戶體驗公司之一，總部位於倫敦，在
西雅圖、東京和香港均設有辦事處。公
司選擇了在香港設立其亞洲據點，並正
在組建一隊本地團隊，負責提供數碼策
略、UX（用戶體驗）和 UI（用戶介面）設

計與開發的全套服務。此策略性舉措除
了有助於推動 This Place 的發展以及在
亞洲的市場佔有率外，還會支持公司從
區內首屈一指的創新樞紐開始擴大客戶
基礎。

數碼策略和設計
thisplace.com

Star	Anise	Limited為專業招聘公
司，專門招聘法律、合規監管、企業管
治及律師事務所業務支援界別和高級管
理人員的人才。公司的客戶包括跨國企
業、銀行或金融服務公司、本地上市及
私人公司、企業集團、中國公司或集
團、監管機構、國際及美國律師事務
所，以及一些領先的本地律師事務所。

公司的獨特之處在於其為專門的招聘公
司，有別於一般招聘各行各業人才的公
司。公司的創辦董事為前執業律師，擁
有豐富的法律以及法律人才招聘經驗。

招聘公司
staranise.com.hk

http://imawip.com/
http://studioeverywhere.com
http://thisplace.com
http://staranise.com.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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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迪艾通信設備（CTDI）總部設於美

國，提供全面的全球工程維修及物流服

務，致力為通信業界提供最具成本效率

的解決方案。CTDI 為客戶提供的一站

式服務承諾，促成其各個業務均穩步增

長，當中包括其核心業務（以器材維修

為主，涵蓋網絡基建維修及物流）；工

程及網絡部署解決方案；產品工程、採

購及供應服務；CPE 產品（機頂盒、數

據機及數據）測試、維修及物流；以及

智能手機和網絡裝置貿易。

希迪艾通信設備香港有限公司於

2015 年開設廠房，為全球客戶和本地

電信服務供應商提供維修及翻新、採購

及物流服務。目前，CTDI 香港辦事處

設於元朗，他們計劃於本年中將廠房遷

移到新地點，以提高生產能力，應付新

項目的增長。

電信及電子產品維修服務
ctdi.com

Efinix是一家通過其 Trion TM FPGA 平

台推動人工智能邊緣計算的國際企業。

該公司以香港作為其亞洲業務的主要 

基地，尤其致力開拓大灣區市場。香港

亦成為了 Efinix 核心技術的開發及研究

中心。

Efinix 香港公司共八名成員，負責銷

售、研發應用、以及可編程產品軟件 

開發及領先創新等工作，規模正快速 

增長。

除了位於加州矽谷的總部和位於香港的

分部外，Efinix 在鄰近香港的亞洲地區

如馬來西亞和台灣均設有辦公室，遠至

加拿大多倫多。

可編程邏輯門陣列產品，人工智能邊緣
計算方案
efinixinc.com

	美國

EventBank於2013年成立，是一間

領先的雲端互動管理技術公司，旨在提

供解決方案，協助活動主辦機構、代

理、營銷商、企業、商會、協會和非政

府機構簡化營運、達至流程現代化，以

及消除與客戶互動上遇到的挑戰。

EventBank 的創新一站式管理解決方案

包括出色的活動管理、會員管理、電子

郵件營銷、客戶關係管理平台及流動 

應用程式。EventBank 目前的分支辦 

事處遍佈全球30多個地區，包括美國、

香港、新加坡、菲律賓、馬來西亞和 

印尼。

EventBank 的客戶來自跨國公司、 

企業、本地和國際商會、專業組織、 

社區組織、社會團體和俱樂部。

雲端軟件技術
eventbank.com

http://ctdi.com
http://efinixinc.com
http://eventban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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樂壽（Lifespans）由麻省理工學院的生
物科技工程師及香港大學的外科醫生組
成。團隊認為，世界級的臨床護理、強
大的研究機構、政府的支持，再加上顯
赫的投資者社區，使香港成為開發創新
醫療設備技術的絕佳地點。樂壽專注開
發更安全和更有效的骨科植入物，助年
老病人修復骨折問題。

香港是樂壽的研發、臨床及管理中心，
聘有三名全職及五名兼職員工，均持

有博士、工商管理碩士學位、特許金融
分析師或外科醫生資格。作為面向全球
市場的公司，在開發更多嶄新設備的同
時，公司計劃優先拓展香港的團隊，同
時力圖擴張業務，尤其是研發方面。

醫療設備
lifespans.net

強生創新在識別及培育亞太地區創新方
面起著重要作用，並以加速研發市場急
需的早期醫療健康方案為目標。強生位
於上海的亞太創新中心，乃全球四大創
新中心之一，現已於香港設立辦事處。
強生專注於連結並與本地企業家建立合
作，當中包括研發製藥、醫療器械和
消費者醫療健康創新方案的初創企業、
大學及研究院校。創新中心香港辦事處
位於旺角新世紀廣場，提供早期研究資

金、許可經營合作、由種子階段到第二
輪融資、跨業務專業咨詢、國際市場專
業咨詢、定價策略及市場測試。強生亞
太創新中心現已達成數個香港及亞太地
區的交易合作。

製藥、消費品和醫療器械業務領域
jnjinnovation.com

Motion	Picture	Licensing	
Corporation於1986年在美國成立，
是一間獨立版權特許機構，目前在全
球30 多個地區設有辦事處，代理超
過900 名地區及國際影視製作人。於
2018 年成立本地辦事處後，其香港分
公司現已成為獲知識產權署核准的六間
版權特許機構之一，能夠為客戶的影視
節目營辦非戲院的公開表演特許計劃，
以及提供具效益的一站式服務，讓各大

商家、公司、服務供應商和政府能夠以
有創意及合法的方式，在其持續開展的
活動中增添影視娛樂元素。此外，香港
亦是公司的區域總部所在，負責監督公
司日後拓展其他亞洲市場的計劃。

版權特許機構

mplc.com.hk

施能科技是一間主要為大型商業建築提
供資訊科技解決及綜合服務方案和集成
的國際領先企業。公司於1998年在美
國開展業務，期後擴展至香港、印度
和其他亞太區市場，並於各地設立辦公
室。施能科技的客戶包括寫字樓、服務
式辦公室、高樓建築、大學、安老院和
學生宿舍等。他們主要為客戶提供可管
理式無線網絡（WiFi）、寬頻網絡、智能
電子鎖、物聯網集成和閉路電視及攝錄

鏡頭系統等解決方案。其24 小時無間
斷運作的技術支援服務是該公司的特色
之一，客戶在任何時候尋求幫助都能即
時獲得技術人員的支援。

資訊科技解決方案供應商
synergyfiber.com.hk

http://lifespans.net
http://jnjinnovation.com
http://mplc.com.hk
http://synergyfiber.com.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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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vino	Hong	Kong	Limited的母公
司是總部位於美國加州的科技初創企業
Vivino Inc。

Vivino 是全球最大的洋酒網上平台之
一，也是下載量最多的洋酒應用程式，
客戶群數以百萬計。Vivino 利用數據 
向客戶推薦適合個人口味的洋酒，提供
獨特的購物體驗，讓選購洋酒的過程簡
單快捷又充滿樂趣，對於無論是初嚐者
還是品酒專家來說，買酒都變得輕而 
易舉。

香港是我們亞太區市場的總部，專注於
本地市場，並延伸至新加坡、澳大利亞
及其他區域市場。

電子商貿
vivino.com

Zensoft是一家具規模的軟件開發服務
供應商，聘有超過190名員工。透過機
器學習的輔助，他們提供百分百及時和
合乎預算的保證。公司擅長人工智能、
機器學習、自然語言處理、區塊鏈、 
用戶經驗（UX）和用戶介面（UI）等範
疇，為全球最享負盛名的初創企業和

《財富》世界500 強公司提供有助提升
生產力的軟件開發服務。 

Zensoft 總部設於美國矽谷，並在全球
各地設有五個辦事處。香港辦事處是該
公司的亞太區總部，主要針對開拓大灣

區業務。Zensoft 香港辦事處設有一支
技術顧問團隊，專責為客戶解決技術及
業務需求。該公司將會繼續拓展其顧問
團隊和市場顧問團隊。 

軟件開發服務
zensoft.io

http://vivino.com
http://zensoft.i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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