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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自悉尼的註冊移民中介 Affinity
Migration 澳恒移民，2018 年初在創
始人澳洲前移民官黎美紅帶領下，與
澳洲最大的地產代理 Ray White Hong
Kong 合作，為港人提供專業移民服
務，利用兩者於澳洲建立的強大網絡，
配合豐富實戰經驗，為客戶度身設計最

合適的移民方案。黎美紅曾於澳洲移
民部工作 8 年之久，加上香港的優質
團隊，讓公司有別於一般競爭對手。

移民服務
affinitymigration.com.au

LUXE City Guides 是一家旅遊指南
分佈各地的當地情報人員保持緊密
及目的地內容出版商，出版的內容涵蓋 聯繫。
超過全球 30 個熱門旅遊城市。該公司
2019 年，LUXE 將會拓展其商業對商業
將旅遊目的地的重點資訊集結成為應用
（B2B）業務計劃，連繫酒店和其他旅遊
程式、旅遊指南和網站內容，將別具品
供應商，並會進一步加強與時裝界、金
味的最新旅遊內容呈現給全球各地的旅
融服務業和其他生活品味品牌的合作關
遊愛好者。
係。LUXE 廣受全球頂尖酒店、航空公
LUXE City Guides 成立於 2002 年，
司和各地品牌支持，使他們得以出版多
由 LUXE City Guides Holdings Ltd 持
個語言版本的數碼內容和印刷刊物。
有，並以 LUXE Ltd 作為註冊名稱。
旅遊資訊
LUXE Ltd 總部設於香港，專責搜羅全
luxecityguides.com
球各地的旅遊活動資訊，並會每日與

Pivotal Technologies 是創新的金融
科技初創企業，專注為金融、貿易和物
流公司開發區塊鏈及人工智能產品。
公司最近的投資包括一個以區塊鏈為基
礎的貿易融資平台，以及一個促進國際
貿易和物流業務的平台。區塊鏈的貿易
融資平台將大大增加融資流動性，對貿
易流量和交易量產生非常積極的影響。

展示香港作為一個充滿活力的金融科技
中心。公司的團隊正積極與區內和全
球各地的銀行及投資者合作，並會在
2019 年將產品推出市場。產品在香港
開發，由亞洲開始發行並推廣到全球。

金融科技
pivotaltechs.com

Pivotal Technologies 處於技術創新的
前沿，以最新的區塊鏈及人工智能產品

Ray White 創立於 1902 年，擁有超過
116 年歷史。作為澳洲其中一間最大的
地產代理公司，擁有超過 1,000 間辦公
室及分行，足跡遍佈全球。Ray White
於五年前在香港設立分公司後，致力為
港人提供一站式環球投資服務，包括海
外物業投資、按揭諮詢、長短租物業管

理和移民服務。其竭誠服務備受業界肯
定，曾榮獲香港的資本雜誌頒發「年度
資本傑出發展商合作夥伴 — 海外物業
代理」。

海外物業代理
raywhiteh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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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

傾心樹成立於 2017 年，積極在亞洲推

藉著香港百花齊放的餐飲業景象，該公

廣健康生活，提供高營養價值、價錢合

司鎖定麵包西餅店、餐廳和健康食物零

理又容易購買的高質素食品，從供應商

售商為目標，銳意在香港進一步拓展其

到消費者，均奉行可持續發展的食物鏈

業務。

原則。
該公司向塞爾維亞南部農民採購全球最

餐飲業
akissingtree.com

優質的莓果，並在香港以商業對商業
（B2B）及商業對消費者（B2C）的方式
進行銷售。傾心樹也從事其他優質的新
鮮、乾燥和冷凍乾燥水果批發。

作為全球領先的支付專家，匯元通為

善的服務，幫助國際客戶駕馭中國內地

客戶提供中國內地境內外一站式的跨境

市場的複雜性和獨特性。

支付增值解決方案。公司於 2010 年在
加拿大成立，並將業務擴展至香港。

業，結合跨境收款、結算、匯款、虛擬

公司的專有技術和基礎設施、全球和本

帳戶和預付卡的產品和服務，為企業和

地法規和控制的全面知識、強大的銀行

個人的跨境交易提供高度定制化的解決

網絡實現跨區域賬戶間安全直接的支付

方案。

轉移、以至全球客服網絡服務等，均得
到廣泛認可。公司憑著端對端 IT、銀行
網絡、營運和合規的門徑為客戶提供完

法國

公司專注於電子商務、教育和旅遊行

跨境支付
geoswift.com

Appysport 是一家由全球體育用品公

運動著手，讓網球員按其需要以非會員

司 DECATHLON 資助的科技初創企

身份預約閒置了的私人網球場來練習。

業。該公司認為運動對個人健康和幸福

在未來幾個月裡，Appysport 計劃向公

感產生正面影響，因此希望促進香港體

眾籌辦和推動更多體育賽事。

育運動的發展。基於其創辦人對運動
員、運動教練、體育俱樂部，以及香港
所有貢獻體育運動事業人士的認識，

運動科技
appysport.com

Appysport 旨在通過將該生態系統與一
個獨特的數碼平台無縫接洽，以促進體
育領域的長遠發展。Appysport 從網球

Groupe GM 在過去 40 年來一直是提

務香港和澳門兩地的酒店業。由於這

供酒店業私人訂制解決方案的先驅。

兩個地方的發展潛力巨大，此為鞏固

Groupe GM 自 1972 年成立以來不斷

Groupe GM 國際影響力的重要舉措。

擴充其國際業務，並持續鞏固其在亞洲
地區的發展，包括中國內地、日本、韓
國、菲律賓、新加坡、泰國、台灣和越
南。公司目前的業務範圍已遍佈各大洲
的 70 多個國家。
公司希望能進一步拓展其於亞洲的業務
版圖，在香港設立分支辦事處，以服

Groupe GM 的分銷合作夥伴超過 35 個
品牌，並與多個知名國際品牌包括各大
化妝品、時裝、設計及水療品牌等簽署
全球獨家銷售協議，提供酒店系列產品。

酒店設備供應
groupegm.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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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inGarrigue 的創始人於 2014 年 5 月

她的家族酒莊內調創的，與粵菜完美

來到香港。她是法國 Corbières（法國

搭配，亦因此她決定開設 JinGarrigue

南部 Aude）的第四代葡萄園主，其中

Limited。該公司不僅買賣「garrigue」

「garrigue」
（地中海沿岸的芳香森林）蓬

葡萄酒，還致力推介各種與中式晚宴佳

勃發展。作為一名中菜的愛好者，她開
始和志同道合的朋友一起發掘粵菜餐
廳，那種激動熱情，就正如她對整頓
饗宴在味道和諧一致上的追求。然後她

餚或特別場合絕配的美酒。

洋酒買賣
jingarriguewine.com

得到鼓勵，開始從她的出生地區發掘葡
萄酒。「Le Chai des Vignerons」是在
TGD Asia 是男士獨立品牌服裝及配飾

該公司的貨品有別於目前市場上所提供

的國際分銷商，目前在亞洲向生活品牌

的 — 它認為產品的靈魂在於其背後的

獨立零售商、百貨公司、概念店、酒店

故事、人物、創造過程和靈感。現今的

商店和電商供應產品。

消費者追求的是一個能娛樂、教育和啟

市場對於與別不同的男性商品的需求
正持續增長，而消費群亦正不斷擴

發他們的品牌。該公司亦為客戶提供超
出單純購買商品的優越體驗。

大。TGD Asia 是一個優質的多品牌分

男士設計師服裝和配飾分銷商

銷平台，提供獨家和男士用品，包括

tgd-asia.com

Debayn 男士泳褲、Entre 2 Retros 循
環再造汽車座椅布袋、Avel & Men 手
錶配飾和 Ailion 高爾夫球男士手帕。
TheCodingMachine 專注從事開源

和時間限制之下，充分發揮其靈活性和

技術及其研發，幫助客戶制定數碼策

創新性。無論客戶面對何種業務挑戰，

略。該公司的總部位於巴黎，在里昂設

TheCodingMachine 總願意商討最佳方

有子公司，最近更把業務擴展到香港，

案，以定制化的技術開發來實現客戶的

以幫助客戶將抽象的願景和理念具體

願景和目標。

化，提升其商業價值。在項目的整個
生命週期中，該公司將一流的架構設
計、項目管理與先進和多樣的技術相結

科技資訊服務及研發
thecodingmachine.com

合。除了明確關注其解決方案的質量和
穩健性之外，公司還能夠在客戶的預算

印度

由初創企業加速器計劃 Entrepreneur
First 資助成立的 Carnot Innovations
Limited 至今已獲得 45 萬港元的種
子前資金（Pre-seed funding），以開
展其香港業務。由於這個城市擁有豐
富的客戶群、完善的創業生態圈以及
香港科學園提供的資金支持，Carnot
Innovations 決定在這裡開展業務及設
立總部。該公司提供以人工智能（AI）
為主的進階分析軟件平台，以優化大型
商業建築的能源消耗及營運成本。

目前，該公司擁有兩名高級管理人員，
預計第一年將招聘 5 名員工加入，明年
則計劃再增聘 10 名員工。此外，該公
司計劃在明年把業務擴展至新加坡和其
他東南亞國家。

創新科技
carnot-innovation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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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朗

波斯美食以其獨特口味而聞名。由於波

斯菜，環境亦充滿著波斯文化，它位於

斯的地理位置獨特，以及多年來與西方

中環蘇豪區，為喜歡發掘不同美食的

地中海美食的烹調互相融合，再加上東

愛好者敞開大門。

方的飲食文化，為波斯美食增添了更多
豐富色彩和滋味。

餐廳
loveat.hk

有「美食天堂」之稱及擁有各國佳餚的
香港，首次有波斯餐廳進駐。LOVEAT
是香港首家波斯餐廳，餐廳製作正宗波

意大利

由蜚聲國際的薄餅主廚 Franco Pepe

作餐前酒、單獨品嘗、或是用餐時配

主理的 Kytaly 是一間擁有一個獨有露

搭享用。

台的意式薄餅餐廳，讓顧客體驗味蕾和
感官享受。Kytaly 是第一間擁有開放式
廚房的薄餅店，可讓顧客近距離觀賞到

意式薄餅餐廳
facebook.com/kytalyhk

廚師們烹製美食的過程。餐廳的酒吧
則提供特別調製的各款雞尾酒，可供

Maffeis Engineering 是一間國際專
業結構工程公司，在張力膜結構、纜索
結構、鋼結構和外牆等建築領域處於業
界領導地位。Maffeis 的總部設於意大
利北部，並在世界各地設有 12 個辦事
處；其中香港、新加坡和福州的辦事處
為亞洲地區的客戶提供創新的結構工程
建造方案。
Maffeis 獨特的分析方法不僅基於與業
界合作多年累積的豐富經驗，還包括在

Omnia Technologies 通過引入可持
續和高效的自動化設備簡化製造流程幫
助環球玩具製造商減少對勞工的依賴。
該公司旨在通過協助過份依賴勞動力的
玩具行業走向高端自動化，使全球各地
的玩具生產變得更安全和有趣。香港是
其地區總部，目前擁有兩名員工，另有
3 名將在 2019 年中加入團隊。預計在
2020 年 5 月前再增聘多 4 名員工後，屆

The Mast 的經營概念是集芝士工場、
熟食店、餐廳、芝士吧和葡萄酒吧於
一身，提供「即製、新鮮而純淨」的產
品。The Mast 的水牛芝士每日在店內
自家製造，保證新鮮。公司希望讓顧客
親嚐「簡單原始」的地道風味，也會售

設計不同的階段全面使用的參數化模型
和視像編碼程式。通過運用不同軟件來
建立設計工序上的自動化流程，不但可
增加建築師的設計選項，同時也可減少
設計和施工時間，優化材料使用和提升
施工安全性。

建築
www.maffeis.it

時該團隊的規模便擴充至足以營運一個
測試實驗所和一個支援實驗所。Omnia
將獨立設計和製造生產線，為工廠提供
保密和快捷高效的生產，並逐步將其相
關的自動化營運模式推展到因人手短缺
而受影響的其他行業。

玩具機械及測試設備研發
omniatechnologies.info

賣自家製作的水牛芝士和布拉達芝士，
並會提供特別的容器，務求保存芝士的
原有風味。

食品和餐廳
themast.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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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

2016 年，香港被選為全球最長壽的城

和歌山盛產梅樹，多用作幫助人們保持

市，引起了健康食品行業的關注。從食

身體健康和長壽。

品進口法規的角度來看，長久創藥有限
公司認為這是向中國內地和東南亞推廣
保健食品的第一步。該公司是日本和歌

日常必需食品、保健食品及酒類進出口
chokyusouyaku.com

山的一間代理天然保健食品和酒品的代
理商，當中包括梅酒和 Nakano BC CO
生產的清酒。

Eat Creative 是一家跨文化的品牌和

業務遍及北美、歐洲和亞洲各地。該公

傳播機構，提供創意策略和執行服務。

司提供的顧問服務，有助客戶幫助解決

公司成立於東京，2016 年在香港設立
區域辦事處，從而進一步擴大其業務願
景，為客戶策劃引人入勝品牌體驗和品
牌故事，以提高客戶在香港和大中華市
場的知名度。
憑藉涉獵眾多領域的跨文化團隊，

業務上的困難；他們所策劃的品牌和傳
訊創意策略，成效有目共睹，並會透過
專責團隊和廣闊的專才脈絡，確保策略
有效執行。

品牌和傳播
eatcreative.jp

Eat Creative 在東京紮根超過 18 年，

SUPERSTATION 在 1997 年成立於

SUPERSTATION 特別關注國際關係，

日本大阪，其核心競爭力在於其不斷

並與香港政府機構和企業建立了穩固的

創造和提供全新體驗。從規劃和製作

合作關係，更於 2018 年 10 月在合作夥

電視節目到數碼內容，公司製作了多個

伴的支持下，於香港成立了一家海外關

示範實驗項目，利用高速網絡與行業、

聯公司。

政府和學術界，以及其他創意產業合作
項目。

創意顧問、項目設計
ss-itn.com

該公司負責構思和策劃 JR 大阪站前的
GRAND FRONT 大阪的核心設施，大
阪「知識都」— 一個知識交流中心 —
的業務戰略。憑藉其擁有在規劃、組織
和營運各種有關知識資本的活動和國際
藝術節的經驗，該公司獲得了不同單位
的認可。

韓國

Soluna Fine Art 是在香港專注韓國

的方式，展出不同知名和新晉藝術家的

和亞洲藝術和工藝品的先驅。畫廊旨在

作品，包括李康孝（Lee Kang-hyo）、

推廣結合了傳統價值和當代詮釋的作

朴閏敬（Park Yoon-kyung）和許庠旭

品，從而活化東方美學，並且為跨越文 （Huh Sangwook）。
化邊界的藝術提供展覽平台。Soluna
重視簡約基本的藝術以及長期受不同文
化影響的亞洲藝術傳統。畫廊以國際性
展覽、藝術展、教育項目和跨範疇合作

畫廊
solunafinear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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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內地

通華金融控股有限公司於2017年成立， 支付環節中承擔橋樑作用。為加快公司
以註冊資本金 7,000 萬港幣，定位為通
全球化發展的步伐，通華金控已在澳
聯支付的海外中心機構，承擔香港及海 門、英國和新加坡成立了子公司。接下
外市場拓展的職能，致力打造以聚合支 來將不斷加深與境外銀行、機構之間的
付產品「收銀寶」為核心、金融服務及
合作，與母公司內聯外合，為全球用戶
金融科技產品輸出為輔助的業務體系。 提供更優質的支付產品及服務。
目前已形成「中國內地 — 香港 — 全
金融
球」完整結算服務體系，獲得全球各銀
行卡組織成員資格，在全球收單及跨境 www.allinpay.com

廣東華商（香港）律師事務所（香港分所）
依託母行華商總所的人數規模和綜合
大所業務範圍的優勢而設。華商總所
在 1993 年是中國第一批獲准設立的合
夥制律師事務所，其中國註冊律師共
493 人，是內地擁有最多律師的事務所
之一。業務領域在深圳當地最為齊全，
為 2018 年深圳本地律師事務所業務收
入第一。華商香港分所因此能為海內外
客戶提供廣泛涉及中國法律的律師服務。

希望教育集團是全國最大的民營企業之
一，其成員企業旗下擁有 4 所本科、5 所
高職和 1 所技師學院。集團於 2017 年
3 月在香港設立地區總部，主要負責處
理上市公司的投資者關係、海外合作辦
學等事宜，並於 2018 年 8 月 3 日在香
港聯合交易所成功上市。截至 2018 年

華越集團（香港）有限公司於 2018 年在
香港成立，作為一家投資控股公司，
主營貿易、多元化投資、資產管理等業
務。華越公司將專注開拓香港及海外市
場，公司也將以香港市場為核心打造和
實施整體的海外戰略佈局。通過子公司

恒雲科技有限公司是恒生電子
（SHA:600570）的控股子公司，為香港
及亞洲超過 290 家金融機構客戶提供各
類解決方案。恒雲科技是少數提供一站
式產品及服務的全領域 IT 公司，分別
擁有香港證劵交易結算系統、國際期貨
與期權交易結算系統、跨境 ETF 交易
管理系統、統一賬戶受理系統等大型核
心軟件，其豐富的產品組合及業務深化
為客戶實現價值增值。
恒雲科技總部設於香港，協助海外公司
通往中國營商平台，其足跡亦遍及新加

華商香港分所陸續派駐 8 至 10 位總所合
夥人律師，聯同聯營所香港林余所，業
務範圍涵蓋資本市場、金融市場在內的
香港和內地優勢業務，涵蓋其他領域的
香港和內地法律業務。

法律服務
huashang.cn

12 月 31 日，集團旗下院校共擁有超過
86,000 名全日制學生及超過 5,000 名教
職工，為國內領先的民辦高等教育公司
之一。

教育投資
hopeedu.com

涉足不同行業領域，滿足投資人多元化
的資產配置需求。

貿易、投資、以控股持牌公司的形式開
展資產管理

坡與馬來西亞，為客戶發展東南亞區域
業務。公司亦積極抓住金融科技 3.0 的
機遇，整合人工智能、區塊鏈、雲計算
等前沿技術，與業界機構多方合作，共
建互聯互通的金融科技生態圈，為創新
應用提供孵化平台，為投資者創造更大
價值。

金融科技方案供應商
hundsun.com.hk

客戶簡介
連連數字是中國浙江省獨角獸企業，為

連連數字是中國最受認可的電子商務跨

20 多個垂直行業、39 萬名跨境電子商

境業務支付服務供應商。公司建立以移

務賣家和 3.69 億用戶提供服務，將旗

動支付、跨境支付和金融技術服務為核

下支付業務打造成中國第四大第三方支

心業務的「全球支付解決方案」。

付服務供應商。
該公司的支付系統是中國最完善的支付

第三方支付
lianlianpay.com

網絡之一，其快捷支付業務可以支持中
國銀聯渠道內涵蓋的所有銀行以及網聯
渠道內涵蓋的數十家銀行的扣賬卡或信
用卡支付通道。

分子區塊鏈中心擁有由多位行業專家、

發、概念驗證（Proof of Concept）及最

專業投資人及學者等組成的創業導師

終落地實行等提供全面幫助。

團。根據初創企業的行業、應用和所需
資源，分配不同的導師及項目，並每月
定期會面為初創企業提供專業意見。
公司亦為入駐企業定期舉行講座、資源
配對、產業對接、培訓及專業研討會
等，務求在過程中令初創企業成功對接

憑藉分子區塊鏈中心的創立，將會吸引
全球優秀區塊鏈項目進駐，同時有效地
引導項目到內地落地。

加速器平台
mhub.ltd

合適的資源。從人才招聘，到產品研

納米世界（香港）有限公司根據傳統中

眼脹、畏光等，幼兒亦可使用，無毒及

醫經絡學為綱，結合國際先進的納米

任何副作用，不含西藥、防腐劑、色

技術以及旋磁醫療技術進入人體的經絡

素、人造香精等化學成份，是亞洲第一

系統、深層的能量調節，將多種植物精

支經國際認可機構證實對眼疾有正面作

華按科學比例研發出純天然的納米眼寶

用及安全性達生物最高標準的護眼產品。

液。其具有極強的滲透力、溶解力、代
謝力，提高了細胞的活性及自身修復能
力，促進血氧代謝，平衡細胞代謝。

眼藥水研發、生產及銷售
nanoworld.com.hk

納米眼寶液使用方式簡單方便，可防止
眼部過早退化，有效改善眼累、眼乾、

北拓國際證券有限公司（北拓國際）的

的獲取能力和服務能力。擁有覆蓋超

控股公司為北拓資本，其總部設於北

過 4,500 家新經濟優質企業和 8,500 家

京，是一家植根中國、面向全球的新型

機構投資者的網絡，北拓國際可對中國

科技投行。北拓國際的設立和營運，是

內地新經濟行業如科技、傳媒與電信

北拓資本國際化戰略佈局的關鍵一步。 （TMT）、大健康、大消費、先進製造等
作為一家擁有「證券交易」、「就證券
提供意見」兩項業務資格的香港持牌法
團，北拓國際可提供 IPO 股票承銷、賬
簿管理、證券經紀等金融服務。
憑藉控股股東的本土資產資源覆蓋網
路，北拓國際將逐步構建起強而有力

領域提供獨到見解。

投資銀行
northbet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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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富誠資本（香港）有限公司（香港嘉

香港嘉富誠與深圳嘉富誠一同積極參與

富誠）是中國內地嘉富誠集團的分支機

粵港澳大灣區的經濟建設，發起並管理

構。嘉富誠集團成立於 2004 年 5 月，

產業投資基金。在創始人鄭錦橋教授的

為一家提供家族辦公室理財服務的全球

帶領下，嘉富誠在 15 年的發展過程中

資產管理公司。在深圳、廈門、上海、
青島、澳洲悉尼等地都設有分公司，投
資領域涵蓋大健康、文化、教育、房地

際專業人士，有能力為客戶提供貼心的
服務。

產等行業，專注為高淨值人士及機構提

投資及財富管理

供可靠的資產管理服務。

richlink.hk

追一科技是中國內地的頂尖人工智能

香港是追一科技走向國際的門廊，所以

（AI）公司之一，專門開發自然語言處

追一科技香港有限公司不僅擔當著連繫

理及深度學習技術。該公司總部設於深

中國內地業務與國際市場的角色，同時

圳，在上海、北京和南京設有分公司，

也肩負起讓產品和服務趨向國際化的

並於香港和新加坡設有兩家子公司。

使命。

追一科技成立於 2016 年，致力為各行

在招商局集團的資本領投下，追一科技

各業的企業提供互動式 AI 解決方案，

於 2019 年初完成了 C 輪融資，其他投

服務超過 110 個主要客戶，所提供的解

資者還包括創新工場、紀源資本、高榕

決方案包括交互式 AI（聊天機械人、電

資本和晨興資本。

話機器人、虛擬 AI 助理、客戶服務品
質管理）和平台化 AI（OCR、信息抽取

馬來西亞

持續進步，團隊擁有眾多行業精英與國

人工智能及自然語言處理

分析、閱讀理解）。

zhuiyi.ai

Food Market Hub（FMH）是一個餐飲

方案。餐廳經營者可以查看銷貨成本

供應連鎖平台，可自動採購，並分析食 （COGS）、庫存、訂單和經營損益表。
品成本和供應商的 B2B 網絡訂購系統。
FMH 亦提供手機程式讓餐廳簡化採購
流程。

資訊科技服務及餐飲供應鏈平台
foodmarkethub.com/cloud/

FMH 是專門為飲食行業設計，提供
基於大數據雲端的採購和庫存解決

新西蘭

橋彼道有限公司成立於 2016 年，是專

橋彼道透過網上平台，向中小企業提供

為大中華地區中小企業而設的貿易融資

來自專業投資者的營運資金。不僅傳統

平台。公司期望讓中小企業能接觸到快

貿易和服務業可以從中獲益，電子商務

速優質的資金來源，令企業家可以專注

企業亦可進行方便快捷的貿易融資。平

於業務增長，不再受現金流問題困擾。

台上的投資者包括高收入人士、家族理

香港的 B2B 市場十分龐大，共有約

財辦公室和機構投資者等。

34 萬間中小企業。2018 年，香港在

貿易融資

世界主要貿易國排名第七，貿易融資

www.qupital.com

的機會處處。

客戶簡介

秘魯

Chullschick 由在餐飲業擁有 12 年經

力透過 Alvarez 的最新合資企業，為港

驗的秘魯人 Abel Ortiz Alvarez 創立，

人帶來最正宗的秘魯休閒用餐體驗。

以「秘魯製造」的烤肉為賣點，也是香
港首間相關概念的餐廳。該餐廳將秘魯
和法國菜式以代代相傳的烹飪技巧和經

餐廳酒吧
facebook.com/chullschickhk

驗相互揉合一起，更成為唯一一家獲得
香港 Promperú 認可的餐廳。該餐廳致

俄羅斯

成立並將總部設於香港的 Cyber Tree，
正挑戰著新智慧城市基礎建設和生態系
統流程的數碼化轉型。該公司通過研發
為香港特區政府度身設計智慧城市解決
方案，並配合其規劃把業務擴展到全球
最大的聚居地之一的大灣區。
Cyber Tree 透過結合、預測和分析智慧
城市中所有城市部門的大數據，為智能
管理平台設計解決方案。對於土地開發

船舶租賃、燃料供應、海運代理等是
Marsign Limited 目前正快速增長的
主要業務。該公司從香港這個全球最
大的港口和物流中心之一，向亞太地區
國家提供服務，包括南韓、日本和俄羅
斯。其專業團隊根據香港航運和貿易公

新加坡

Gifted and Talented Education
（GATE）集團是一間在新加坡經營 6 所
學校的認可教育機構，專注以其「精英
教育計劃」培育前 20％擁有高學習能力
的學生。GATE 的學生都取得全球優異
的國際預科文憑成績，同時入讀頂尖大
學的成功率亦非常高。

商而言，該公司為其建設物聯網和軟件
數碼化項目的所有階段提供解決方案。
Cyber Tree 所開發的智能移動平台，改
變了二手汽車市場和電子商務行業。該
公司又計劃於 2019 年在香港建立一個
擁有 10 人團隊的研發中心，以專注於
智慧城市的大數據分析和機器學習。

智慧城市
cybertree.hk

司的需求而安排高質量的服務，為客戶
提供 24 小時的監控和信息更新服務，
以及確保每個流程的質量監控。

海事行業
marsign.hk

高能力學習者。GATE 香港中心提供的
服務包括智商評估、數學推理評估、
國際基準的英語能力評估，以及為於
IGSE 或 IB 和國際比賽中取得優異成績
的學生推薦合適的早期國際學術預備課
程。由於反應熱烈，加上學生報讀率高
企，GATE 計劃在香港開設更多分校。

香港成為該教育機構在新加坡以外的首
個據點，因為這裡同樣重視優質教育和

教育支援服務
gifted-school.com/hk

Horangi Cyber Security 是一家獲
CREST 認證的公司，並由專家團隊提
供一流的網絡安全產品和服務。

Horangi 自 2018 年 7 月將業務擴展至香
港，旨在為本地客戶提供量身定制並符
合業務需求的網絡安全策略。公司在全
球設有 7 個辦事處，受到互聯網公司、
航空公司和金融機構等各行業及企業的
信賴。

Horangi 的集成網絡安全平台，旨在通
過雲上的企業級技術，為各種規模的公
司與組織，以較低的成本提供全方位的
網絡安全保護。該一體化平台與公司的
網絡營運團隊緊密連繫，從而為客戶提
供無與倫比的網絡安全透視。

網絡安全
horangi.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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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ladStop! 不僅是一家提供健康沙
律、穀物碗和捲餅的國際沙律連鎖店。
該食店正率先展開行動，以改變人們對
食物的看法，包括讓人們知道：食物如
何滋養他們的身體、它們從哪裡來，以
及食物背後的種植者或製造者。
他們的座右銘是「覺醒進食」— 呼應
著全球走向健康生活方式的大趨勢，這
潮流亦增加了人們對食物在健康和營養

「預製文化」，並喚醒人們以更有意識的
方式飲食。
目前，SaladStop! 在香港設有三個營
業點，並已將業務擴展至亞洲其他地
區，包括新加坡、菲律賓、印尼、南
韓、越南、馬來西亞、日本和西班牙。

沙律連鎖店
saladstop.com

方面的追求，而不單是味道。這亦告別

南非

Beon 面向雙重客戶市場，一方面接受

告行業互相呼應，因為它完全不受空間

司機註冊，讓他們提供車輛作營銷廣告

限制。如果把「BEON」分開來看，則

用途，另一方面亦透過鼓勵營銷人士安

變成「BE ON」，即「置於上方」
。因此，

裝其應用程式，讓他們可追蹤其廣告系

某些東西放置在另一東西「之上」，正

列的展示位置，並允許 Beon 根據各種

是形容廣告置於車輛之上，包含這種流

要求（如駕駛模式）為每個廣告系列配

動廣告的特點。

對最合適的司機。
公司取名「BEON」，聽起來像

廣告
beonadvertising.com

「beyond」，取其意思為「在沒有限制
下超越自我」。這個經營理念與戶外廣

瑞典

瑞士

北歐風外賣熟食店 Rye House 以優

旅館風格，是香港首間北歐休閒餐飲

質進口食材即點即製，為食客提供最

概念餐廳。

新鮮的經典北歐菜餚。該餐廳位於中

餐飲業

心商業地區，擁有經典的瑞典路邊小

ryehousehk.com

Ava 是一家來自瑞士的醫療數據科技

Ava 智能手環已在美國食品藥品監督管

公司，專注於女性生殖健康的創新科

理局註冊，並獲得歐洲合格認證。公司

技。該公司推出的第一款產品名為

在瑞士、美國和貝爾格萊德均設有辦事

Ava 人工智能手環，是一款能夠追蹤

處，香港辦事處於 2018 年 7 月成立。

女性生理週期、生育能力和懷孕情況

香港是 Ava 進駐亞洲市場的首個據點，

的穿戴裝置，利用人工智能和機器學
習技術實時追蹤女性的荷爾蒙週期。
Ava 的感應器每晚都會收集超過 300 萬
組數據點，包括脈搏率、呼吸率、睡
眠質素和溫度等與女性生殖荷爾蒙升

由於 Ava 智能手環是一款非入侵性、
方便、以科技作為後盾的產品，非常適
合生活繁忙的香港人。Ava 現正申請內
地的規管許可證，並計劃在內地開設第
二個辦事處。

降相關的數據，為計劃懷孕的女士實

醫療科技

時偵測 5 日黃金受孕期。

avawomen.com

客戶簡介
Synpulse Management Consulting
是一間活躍於國際的金融科技諮詢顧問
公司。香港是 Synpulse 繼新加坡及東
南亞之後的另一個策略發展重點。公司
在香港設立辦公室更是進軍大中華市場
的第一步，Synpulse 致力為銀行和保
險界提供卓越的服務。Synpulse 透過
策略擬定及技術執行，全面支持客戶各
方面的內部流程提升。與客戶緊密聯
繫，Synpulse 亦會協助客戶戰勝各方
面的營運挑戰。

台灣

科技公司沛星互動旨在向企業提供人工
智能（AI）平台以幫助他們解決最具挑
戰性的業務問題。該公司由一群充滿熱
誠的電腦科學家和工程師於 2012 年創
立。他們在 AI、數據分析、分佈式系
統和營銷方面擁有豐富的專業知識，被
美國《財富》雜誌評為全球 50 強 AI 公
司，並得到 Sequoia、軟銀、Naver、
UOB、淡馬錫和 JAFCO 等投資者注
資。該公司正與亞洲逾 12 個市場中的
1,000 多間領先企業合作。沛星互動的

李圓圓 Bubble Lee 於 2017 年在淡水
創立，以創辦人的女兒命名，現時在台
灣有 7 間直營店。珍珠奶茶是創辦人最
愛的飲料，而傳統的剉冰是夏日無法抗
拒的甜品，兩者啟發他做出一杯可以帶
著走的黑糖粉圓剉冰的想法。黑糖珍珠
鮮奶最重要的食材是黑糖，因此選購了
超過 35 種以上的黑糖反覆測試，另購
置市面上所有珍珠及鮮奶並進行各種比
例調配，經過 200 次以上的調配，才促
成了「李圓圓」的誕生。

果核數位擁有高品質基礎建設和資訊安
全服務，為客戶提供產業最完整及專
業技術支援。機房與本地主要電信業
者建立直連網路，提供全天候 24 小時
服務。客戶為頂尖的線上遊戲與數位
內容公司，單一最大客戶之營運規模
達 45 萬人同時在線，全月登入人次更
達 2.4 億。同時，累積數十年豐富的資
訊安全防禦經驗，每日阻擋來自 6 萬台
電腦數以百萬次的攻擊，全面防護超
過 6,000 台伺服器。作為專業的資安專
家，果核數位能為線上產業提供強大的
防護實力。

公司的承諾是「我們透過專業將客戶的
價值增值變成現實。」
公司將會持續尋找合適的人才加入香港
的團隊。

顧問公司（銀行及保險業）
synpulse.com/en_f

客戶群包括電子商務、遊戲、娛樂、奢
侈品、生活資訊、體育以及頂級代理
商。其工作團隊背景亦實力雄厚，包括
有來自谷歌、Splunk、英特爾、雅虎等
大型科企的數據挖掘、AI 和數碼營銷
部，以及來自哈佛大學和史丹福大學著
名的 AI 研究團隊。

人工智能、資訊科技服務
appier.com/company

李圓圓嚴選由優質甘蔗提煉而成的純正
黑糖，每天明火烹煮兩小時的黑糖珍
珠，再讓每一顆珍珠均勻的裹上黑糖
漿，別具風味。全部製作流程公開，讓
消費者安心。李圓圓在 2019 年 1 月在
香港佐敦開設了第一間外據點，希望將
用心製作的飲品帶到香港。

手搖茶飲
facebook.com/bubble1616

擁有將近 20 年維運規模達數千台伺服
器的技術經驗，果核數位能提供專業的
加值服務，並由傳統互聯網服務供應商
轉為託管服務供應商，產品也將自基礎
建設即服務（IaaS）延伸至資訊安全即
服務（SaaS）。
果核數位目前為遊戲橘子和三商電腦兩
家上市公司合資的專業二類電信公司。

機房雲端代管與網絡、手機程式與網絡
資安服務
digicentr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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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me. 焙小日子 DIY 甜點品牌成立於
2016 年 11 月，目前在台灣已有三家分
店，旨於讓客人在舒適氛圍的空間中，
透過參考儲存在平板電腦的教材及在員
工從旁協助下自己學做甜點。到店裡就
像在自家廚房做烘焙一樣，用以凝聚家
人、朋友之間的情感。公司追求食材來
源透明清楚，讓客人吃得安心，潔淨的
共享空間與完善的烘焙設備，讓每個走
進店裡的客人都能放鬆地享受做甜點的
樂趣，無論新手或老練，用手與心的溫
度完成甜點，傳遞幸福。
樂排股份有限公司是來自台灣的科技企
業，在當地有超過 1,500 個成功案例，
公司正陸續把業務擴張至香港、新加坡
等地區。其 inline 系統專供餐廳經營團
隊使用，透過 inline 的一站式解決方案
將訂位及排隊流程自動化，為餐廳提供
完整的客戶資料、大幅提升職員效率以
及減低錯誤率，使餐廳整體的營運效率
及顧客的用餐體驗得以提高。
創王光電在 2016 年 6 月於台灣創立，
致力開發顛覆性創新技術和推動產業鏈
轉型，以重智財、輕資產的模式，將知
識轉化為利潤。公司的核心技術包括超
高像素密度、智慧傳感與集成電路（IC）
和柔性電子。商務模式多元靈活，包括
聯合研發、新產品委託設計開發、IP 授
權、權利金、成立合資公司等，與產業
鏈的各階段都能合作。

在 2018 年 5 月，Home. 焙小日子
正式在香港荔枝角開設第一家分店，
2019 年 2 月於荃灣開設第二家分店，
提供更多親友同樂自學空間給香港人。
2019 年暑假將會在將軍澳開設香港第
三家分店。

烘焙學習空間
facebook.com/homebakingdayhk

香港擁有「亞洲美食之都」的美譽，有
逾 12,000 家餐館，餐廳的密度更是全
球指標性城市。inline 設立香港分公司
主要負責香港及澳門地區的業務拓展及
服務支援功能。

餐飲科技
inline.app

公司於 2019 年 1 月在香港設立創王（香
港），是公司的第一個海外據點。主營
業務為 IC 設計與材料開發，公司期待
利用香港的研發資源與人才優勢，開發
先進的材料與 IC 技術，締結新夥伴關
係，累積知識資本，持續發展。

IC 設計與材料開發
www.int-tech.com.tw/zh-tw

老媽拌麵在全球快煮麵評選名列第七， 「生活的美好，就該回歸對原味的感動；
人的味、麵的味、生活的味。」老媽拌
並再度蟬聯台灣第一。老媽拌麵自
麵，提供的不僅是一碗美味的麵，更是
2013 年創立，現已成為台灣拌麵的全
球領導品牌。首家實體店在 2018 年 5 月 人與食物與生活之間，一種關係聯繫跟
一種生活品嚐。
於台北市忠孝商圈開幕，繼而在桃園機
場及信義誠品開店。老媽拌麵實體店於 餐廳
2019 年中登陸香港，6 月在將軍澳中
www.laomanoodle.com.tw
心、7 月在荃灣廣場開幕，希望把最原
facebook.com/ 老媽拌麵 -Lao-Ma味的台灣拌麵帶給香港的餐飲愛好者。 Noodle-2307218712886733
NUTTEA 堅果奶茶源自於台灣，現時
在台北、新竹、台中及香港均擁有分
店。NUTTEA 專賣店以五種堅果經過冷
壓萃取，快速運轉乳化成為純堅果奶。
搭配嚴選台灣紅玉紅茶與新鮮水果，
創造一杯沒有牛奶的堅果奶茶。

飲食理念，讓素食飲食者都能夠享受
NUTTEA 的驚艷美味。香港新蒲崗分店
於 2019 年 1 月開店，是 NUTTEA 第一
家海外分店，在 2019 年 7 月亦會於太
古開設第二家分店，為純素人士提供更
多台式手搖茶飲的選擇。

NUTTEA 以「友善動物，善待地球」
為宗旨，其手搖茶飲並沒有添加牛奶
及化工奶精，倡導無動物含量的環保

手搖茶飲
facebook.com/NUTTEAHKSANPOKONG

客戶簡介
王道銀行前身為台灣工業銀行，在

2009 年 4 月王道銀行於香港成立首家

2017 年 1 月改制為商業銀行後，以台灣

海外分行，專責併購融資服務、專案融

第一家原生數位銀行之姿態，致力為消

資服務、海外華人營運所需之政策性貸

費者提供創新、方便且安全的數位金融

款、貿易融資、兩岸三地融資等業務，

服務。

透過香港區域金融中心的功能與地位，

王道銀行集團旗下業務多元並進，涵蓋
商業銀行、租賃、票券等，集團成員包
括王道商業銀行、台灣工銀租賃公司、

掌握亞洲市場商機。

個人金融及企業金融
www.o-bank.com/about/aboutmain

台駿國際租賃公司、中華票券金融公
司、美國華信商業銀行以及王道銀行
教育基金會等。

萬波紅茶總店位於台中，旨在將眷村

作為首間海外分店，萬波的團隊完整地

的文化延續下去。品牌創辦人 Peter 從

將台灣製茶工藝帶到香港，讓香港人和

小在眷村長大，而眷村凝聚了來自五湖

不同國籍人士都能感受台灣茶飲文化。

四海的人，唯一相同的就是相聚在一間

香港員工用心聆聽每一個客人需求，並

「鳴光商行」小店，喝一杯眷村味道的
鳴光金柑蜜。
萬波團隊另一合夥人 Amy 將品牌帶到

用心現煮做出眷村的味道，同時將茶的
文化推及至不同年齡層。

備澳洲店。

手搖茶飲
wanpotea.com

We World Express 是土耳其航空

因香港是全球最大的物流樞紐之一，

海外。分店立足香港及日韓，並正在籌

土耳其

堅持用台灣原生茶葉，取用天然原料，

（Turkish Airlines）、中通快遞和太平洋
航空（PAL Air Ltd.）的合資公司。該合
資公司已在香港設立據點，專注從事
跨境電子商務物流。說到航空貨運和
跨境電子商務物流，該公司的股東很

We World Express 致力佈局全球電子
商務物流市場。

跨境電商
weworldexpress.com

自然地便選擇了香港作為其總部，全

英國

Blockchain.News 的使命不僅是為讀

比市場走前一步：其目標為教育大眾，

者提供客觀持平的新聞，還要帶出新聞

如何運用當前的創新和當下環境的結

的影響力和背後的真正價值。

合，塑造出充滿新視野的未來。公司正

在一個充滿喧囂和失實新聞猖獗的世
界裡，Blockchain.News 期望尋求突
破，為讀者提供重要的新聞。平台會
先證實消息來源是可靠和可信的，並

與區塊鏈行業先驅合作，這些行業先驅
具備改變世界的巨大潛力，藉著此合作
關係為讀者提供區塊鏈行業技術最新鮮
獨到的資訊。

以高質量為標準，從而撰寫出重要的

媒體

新聞。

blockchain.news
bitcoin.news

大部分新聞資訊平台只以發放新聞消息
為基準，但 Blockchain.News 的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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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and New Vision 是一間點對點的
數碼時裝企業，以 3D 虛擬制式創造和
銷售服裝，再按訂單生產，因此可免除
浪費，也毋須庫存，其產品開發和生產
週期相較標準商業模式快，能夠在數周
而非數月內滿足客戶需求。
公司認為香港在供應鏈管理和服裝製造
方面已有一定經驗，是建立和經營業務
Kickstart Professional Services
（KPS）幫助人才實現夢想，亦為各大小
機構培訓和塑造團隊成員。KPS 的成立
宗旨是因應機構和個人需要提供長期而
適當的培訓、配對和諮詢服務。
許多招聘公司和培訓機構都有一個短期
目標，並希望盡快完成每個交易和任
務，這很大機會令員工和僱主機構感到
失望。KPS 重視通過時間和耐性來致力
滿足客戶的長期需要和目標。
PRCO Ltd 是一家國際公關傳播集團，
在倫敦、巴黎、慕尼克、米蘭、莫斯
科、杜拜設有辦事處。如今將業務拓展
到亞洲市場，成立 PRCO Asia 並在香
港和上海設立辦事處，為旅遊、地產物
業、奢侈品牌和服務等領域的公司提供
綜合公關傳播解決方案。
PRCO Asia 由公司副總監 Gary Yu 領
導，他是一位資深公關策略顧問，在香
Swartz, Binnersley & Associates
是一家在香港成立的律師事務所，擅長
解決不同層面的企業和糾紛事務。其合
夥人已在香港法律界紮根超過 40 年，
長期為本地及全球客戶提供全面服務。
該事務所致力在創新企業發展成大型國
際公司的生意路上提供支援，並盡心盡
力把「成就您的業務」視為己任。
Swartz, Binnersley & Associates 相信
香港能提供有利的營商環境。對於有意
來港大展拳腳的客戶，該事務所樂意提
供全面而明確的建議。該事務所的企業

的理想地點，加上這裡鄰近其他全球服
務市場及其稅務優惠都是龐大優勢。
目前，公司的團隊共有 6 名員工，計劃
在鎖定新資金後便進一步擴展業務。

時尚科技
bnv.me

受香港的活力和便利的營商環境所吸
引，加上香港是其客戶群的所在地，所
以 KPS 選擇這個城市作為營業基地。
KPS 目前擁有 7 名員工，目標於 2019
年底將團隊規模擴大一倍，更計劃在
2020 年把業務拓展至大灣區。

培訓及招聘
k-professional.com

港和中國內地擁有超過 25 年的公關經
驗。香港辦事處是集團亞洲區域總部，
為本地和海外客戶提供公關傳播服務，
並協助企業打入快速增長的中國內地市
場，提供內容創作及營銷、媒體關係、
活動策劃和數碼營銷等顧問服務。

公共關係及傳訊服務
prco.com

團隊主力於金融科技和監管事項，同時
處理併購、架構重組等一般企業活動，
其糾紛團隊則專注於公司法律事務和航
運保險事宜，亦處理糾紛排解、仲裁、
調解和法庭訴訟。
該事務所致力回饋社區，並為幾家獲得
稅務條例第 88 條許可的慈善機構擔任
公益法律顧問。

法律顧問服務
swartzbinnersley.com

The University of Law（ULaw）將於 投入營運之前，他將與本地的監管機構
2019 年 9 月開設第一間香港分校。作為 （包括香港律師協會）、國際律師事務所
英國歷史最悠久的專業法律教育機構之 和本地法律界合作，並正積極招聘教師
和商界專才。
一，ULaw 相信香港龐大而成熟的商業
和法律體系將提供更好的發展機會。
高等及專上教育
ULaw 副校長（外務）Peter Crisp 教授
law.ac.uk
已獲委任為香港分校的新院長。在校園

客戶簡介

美國

Clover Health 總部位於美國三藩市，

Clover Health 目前在香港正在建立一

在過去幾年迅速發展，是一家以技術為

個電腦工程和數據科學團隊，以擴展公

重點的保險公司。公司於 2018 年在香

司專有的機器學習數據模型，並針對不

港設立了第一個國際辦事處，為亞太地

斷增長的客戶群，對每個用例進行特定

區的醫療保健組織提供工具，使他們能

修改。

更有效地管理其會員的健康。
透過應用機器學習數據（Machine

保險科技、健康科技
cloverhealth.com

Learning）模型來預測健康風險，
Clover Health 幫助客戶和合作夥伴（例
如保險公司、醫院和政府）以更具成本
效益的方式管理慢性疾病，並最終改善
其會員的生活和健康狀況。

Egencia 令商務旅遊變得前所未有的

旅遊領域擁有 20 多年經驗，為客戶

輕鬆。Egencia 致力為旅客打造一流的

提供全球商務旅遊管理平台和旅遊服

個人化綜合體驗，讓商務旅遊高效且愉

務組合。

快。該公司為自行安排行程的商務旅客
提供優越的全套服務和創新的旅行管理
工具，幫助旅程節省更多，還幫助公司

旅行管理平台
egencia.com

更好地完成合規工作。該公司已在商務

全球知名及屢獲殊榮的設計公司

情感和促進人與人之間的聯繫的設計。

Eight Inc. 成立於 1989 年，一直是以

Eight Inc. 的項目獲得眾多國際設計獎

創新概念為各大最受歡迎的品牌創造突

項，並曾接受《紐約時報》、《快公司》

破性體驗。

和《哈佛商業評論》等全球刊物的專訪。

Eight Inc. 設有 11 個工作室，能全面及

策略體驗設計

透徹地了解各規模項目背後的成功因

eightinc.com

素。Eight Inc. 持續不懈地研究社會態
度和生活方式的變化、全球社區內的變
化，以及影響人與人之間的互動和共同
抱負的社會和建築條件。
公司通過包括環境、傳訊、產品、服務
以至行為的多種途徑，專注於能夠創建

直觀醫療夥拍上海復星醫藥（集團）於

導管平台，以用於肺癌的早期診斷和

2016 年 9 月 29 日宣布成立一家合資企

治療。該公司以「中國製造、共同研

業 — 直觀復星香港有限公司，負責開

發、全球銷售」的精神，致力惠及世

發、生產和銷售創新機械人輔助醫療系

界各地的患者，發揮長遠幫助，改善

統。直觀醫療是全球機械人輔助微創手

醫療保健。

術的領導者。該公司主要設計、製造和
銷售達芬奇 ® 機械人手術系統。上海復
星是一家領先的醫療保健集團，專注戰
略建構完整的價值鏈。直觀復星初期將
生產一種侵入性較少、更靈活的機械人

醫療器材貿易
intuitiv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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