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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服務業正加速轉型
隨著金融科技公司數量激增、虛擬銀行牌照的批出、「簡易帳戶」服務的推出，
以及多項推動智慧銀行的舉措，香港金融市場正在塑造新景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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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科技蓬勃發展

虛擬銀行牌照

投資推廣署於2018年的統計顯示，香港有超過550間

截至2019年5月，香港金融管理局（金管局）批出了共

金融科技公司，當中52% 創辦人來自海外，其餘創辦

8個虛擬銀行牌照和服務，預計將於6至9個月內正式

人則來自本地或內地。金融科技公司視香港為區內拓

推出服務。這些虛擬銀行都沒有實體分行，將透過提

展業務的跳板，有61% 公司計劃拓展業務至全球市

供更創新和「以人為本」的服務來吸引客戶。這無疑將

場，而28% 公司則著眼大中華市場。世界知名的創新

促進本港的金融創新，帶來新的客戶體驗，並提升金

實驗室和加速器項目都已在香港成立辦事處，例如埃

融業多樣性。

哲森亞太區金融技術創新實驗室、德勤亞太區區塊鏈
技術實驗室和以色列金融科技平台 The Floor。
欲了解更多關於這個發展蓬勃的生態圈，請參加將於

「簡易帳戶」

11月4日至8日在亞洲國際博覽館舉行的2019年香港

每月平均約2,000個境外中小型企業和初創企業新開

金融科技周。屆時將舉辦更多不同種類的節目及商業

戶口。由於部分企業，特別業務發展初期的企業，

活動，並可容納更多全球參加者聚首交流。門票現已

可能不需要傳統銀行賬戶所提供的全方位銀行服

發售：

務，所以金管局於今年較早時間推出了「簡易帳戶」

w https://www.fintechweek.hk/2019

（SBAs），為只需基本銀行服務的企業客戶提供更靈活
的選擇，有關的客戶盡職審查措施也會相應地精簡。
目前，3間發鈔行已推出「簡易帳戶」服務。

智能銀行服務
快速支付系統「轉數快」於2018年9月推出，旨在為
消費者和商戶提供每日24小時、每星期七天全天候運

InsurTech 保險科技

作、安全高效的零售支付服務。「轉數快」亦支持港元

近年香港保險業的發展持續加快。截至2018年12月

及人民幣支付的即時資金轉帳，為個人及企業提供新

31日，香港共有161間獲授權保險公司，其中93間經

的交易體驗和選擇。市民亦可進行跨銀行及儲值支付

營一般業務，49間經營長期業務，其餘19間則經營綜

工具支付。

合業務。香港是全球的主要保險中心之一。

此外，香港銀行業開放應用程式介面（API）框架已正式

保險業監管局（保監局）於2017年9月推出了保險科技

發布，旨在促進銀行和科技行業之間的合作。首階段

沙盒（Insurtech Sandbox），以便獲授權的保險公司可

預計開放約500個 API，將涉及20家銀行的產品，例

以先導形式試行應用創新保險科技，並在項目正式推出

如貸款、存款、保險產品、投資及其他產品及服務。

市場之前，獲得實際的市場數據和使用者體驗的資訊。

請聯絡：
黃恆德
梁瀚璟
財經金融行業主管
金融科技主管
m dixonhtwong@investhk.gov.hk m kingleung@investhk.gov.hk
Z （852）3107 1085		
Z （852）3107 1016		

專題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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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和參與2019年有香港境外
母公司的駐港公司按年統計調查
政府統計處與投資推廣署現正合作進行

這項統計調查所需資料，政府統計處已

您的意見對調查很重要。我們會利用調

「2019年有香港境外母公司的駐港公司

製備問卷的電子版本，可供索取使用。

查結果，為現有及潛在的外來投資者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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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統計調查搜集的資料包括有關公司的一

一步發展相關服務。

般資料，以及這些公司的管理層對在香

閱讀更多：https://www.censtatd.gov.hk/

港營商的意見。

press_release/pressReleaseDetail.jsp?

這項統計調查是根據《普查及統計條例》

charsetID=2&pressRID=4576

（第316章）第 IIIA 部進行，屬自願性質，
並在2018年4月27日香港特別行政區
政府憲報刊登的第2816號政府公告宣布
進行。該條例規定，所有搜集得來可分

這項統計調查的對象是各行業中代表其

辨個別公司的資料必予嚴加保密，不得

香港境外母公司的駐港公司。政府統計

給予任何未獲授權的人士。這些數據只

處已於較早前分別發信通知有關公司，

用作編製統計數字，有關數字並不會顯

並隨信附上問卷。為方便有關公司提供

示個別公司的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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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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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報導

擴充到大灣區的
支援政策

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發佈以來，
引起了商界很大的興趣。香港特區政府
一直與社會各界別人士緊密溝通，就
如何有效推進粵港澳大灣區（大灣區）
建設，推出更多便利港人在內地工作、
就業、讀書和生活的措施聽取意見，使
出台的措施能更切合商界和香港居民的
需要。
香港特區政府一直與中央相關部委和粵
澳政府共同制定及推出創新的政策措
施。因此，中央政府就推進大灣區建設
推出了八項政策措施。這些措施將便利
香港居民到大灣區內地城市發展、就業
和居住，並加強大灣區內人流、物流等
方面的便捷流通。

這八項政策為：
• 有關措施涵蓋在內地繳納個人所得稅
關於「183天」的計算方法，即在內
地停留的當天不足24小時，不計入
中國境內居住天數
• 當地政府為境外（包括香港）的高端
人才和緊缺人才提供個人所得稅
稅負差額補貼
• 支持大灣區事業單位公開招聘港澳
居民
• 鼓勵港澳青年到大灣區內地九市創
新創業

• 支持港澳高校和科研機構參與廣東省
科技計劃
• 開展大灣區出入境便利化改革試點
• 便利港澳車輛進出內地口岸
• 擴大海關跨境快速通關對接項目的
實施範圍
在五月舉行的粵港合作聯席會議第
二十一次會議上，公佈這些新政策的細
節。在內地繳納個人所得稅的新計算方
法為在香港的企業服務其在大灣區的客
戶提供更大的彈性。深圳最近也宣佈高
端人才的稅率為15%，而其他城市也
在研究相關政策。為了加強初創生態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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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在青年發展基金下推出兩個全新資

港珠澳大橋的通行政策將進一步放寬，

變得更活躍和吸引。「跨境一鎖計劃」

助計劃，分別是「粵港澳大灣區青年創

優先研究發放配額給一些機構，例如商

的擴展令到香港的貨流在大灣區更暢

業資助計劃」和「粵港澳大灣區創新創

會、大學、科研機構等。將「跨境一鎖

通。香港特區政府會繼續優化營商環

業基地體驗資助計劃」，以支持青年人

計劃」擴至中山，令大灣區內地九市都

境，可以預料在不久的將來會有更多

在大灣區創業。粵港兩地的首批10個

設有清關點。廣東省正研究制定有關公

的創新政策。

大灣區青年雙創基地已投入服務，向提

開招聘港澳居民的事業單位的相關辦

供創業支援和孵化服務。

法，預計今年下半年公布實施的安排。

廣東省科學技術廳與廣東省財政廳已公

以上這些新措施有助在香港的企業既享

布新政策，允許港澳高等院校和科研機

用香港的優勢並同時把握大灣區的龐大

構參與廣東省財政科技計劃，並容許有

增長機會。更多的港珠澳大橋的通行配

關資金跨境在香港使用。這些新政策再

額和在內地繳納個人所得稅的新計算方

輔以現有的「粵港科技合作資助計劃」，

法令到商業和專業人士更容易安排在大

粵港兩地的科研機構將能獲得更多資

灣區內的即日行程。香港的初創生態環

源，進行研發和開展更緊密的合作。

境因新的研發資金和更多的創業基地也

欲了解詳情，請聯絡：
黃楚峰
策略研究主管
Z（852）3107 1494
m davidwong@investhk.gov.hk

國際行事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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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月

2

大灣區倡議：與矽谷和華爾街競爭？

第12屆Capital Link航運及海運服務論壇

來自香港和荷蘭的演講者將在這個商業研討會上分享他們
對於荷蘭公司在香港和大灣區的發展、創新和商機各方面
的獨到見解，隨後舉辦簡單酒會和慶祝晚宴，祝賀香港特
別行政區成立22週年。

出席此論壇的包括高級管理人員，以及金融界和投資界人
士，一同聚首探討各項正在塑造和改變當今國際航運市場
格局的宏觀發展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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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點：鹿特丹美茵港口酒店
主辦：荷蘭香港商會

forums.capitallink.com/calendar/

協辦：投資推廣署、香港經濟貿易辦事處、香港貿易發展局、
Rotterdam Partners

「一帶一路」高峰論壇

nhkba.nl

RISE 2019

8-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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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歡迎親臨投資推廣署的
展位#E183。

11-12

地點：香港會議展覽中心
beltandroadsummit.hk

地點：香港會議展覽中心

旅遊業及酒店業聯誼酒會

riseconf.com

17

是次聯誼酒會是為感謝旅遊業及酒店業對香港的貢獻。

地點：香港
主辦：投資推廣署（只限受邀者出席）

福布斯亞洲版30歲以下精英峰會
以「深遠的影響力」
（
“A Lasting Impact”
）為主題，峰會將
匯聚來自亞洲各地約300名的企業家、行政總裁、導師、行
業領袖、投資者和變革者，以圓桌會議形式進行討論。同場
亦有科技產品演示、聯誼環節、美食和音樂節目等。

「邁向亞洲 首選香港」

19-20

地點：香港港麗酒店
主辦：福布斯

此大型推廣計劃旨在吸引更多海外企業透過香港作為平
台開拓內地及亞洲區內的商機。

地點：洛杉磯JW萬豪酒店
主辦：香港貿易發展局

forbesunder30summitasia.com

hktdc.com/ncs/thinkasiathinkhk2019/en/main

香港金融科技研討會（東京舉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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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高峰論壇聚集了一帶一路沿線及其他國家和地區的高
級政府官員和商界領袖，就多邊合作交換見解，探索具體
商機。

主辦單位：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香港貿易發展局

主辦：Web Summit

11-13

地點：倫敦
主辦：Capital Link

第18屆Marine Money Asia周年會議

此次活動將有助觀眾更深入了解香港的金融科技，以及如
何通過香港擴展其在中國內地和亞洲的金融科技業務。

地點：大手町FINOLAB

24-25

主辦：投資推廣署

是次會議是亞洲最大規模的航運金融盛事，邀請業界
領袖討論主題「變遷與際遇」
（
“Changing Winds &
Fortunes”
），並探討風險管理、捕捉新機遇、考慮和選擇
合適的航運融資方案以及未來發展計劃等。

地點：新加坡瑞吉酒店

九月

主辦：Marine Money
marinemoney.com/forum/SIN19

中國國際投資貿易洽談會（投洽會）2019

8-11

投洽會以「引進來」和「走出去」為主題，聚焦全國性和
國際性、投資洽談和投資政策宣傳，以及國家區域經濟
協調發展。

地點：廈門國際會展中心
主辦：中華人民共和國商務部
chinafair.org.cn

更多活動：

由投資推廣署主辦

詳情請瀏覽本署網站：investhk.gov.hk

投資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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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香港出發展開

虛擬銀行之旅

作為香港首批獲得虛擬銀行牌照的機構，
眾安保險將首次涉足互聯網銀行業務，
並以香港為跳板，走向國際。

於2017年12月在香港成立的眾安國際
（ZA），是由內地首間互聯網保險公司
眾安保險所創辦，旨在展開金融科技和
保險科技在全球市場的國際業務發展、
合作和投資機會。
該公司於2019年3月透過其子公司眾
安虛擬金融獲得虛擬銀行牌照，是眾安
國際首次進入香港市場的里程碑。
眾安國際總裁許煒表示：
「當我們開始
放眼國際市場時，發現香港是個理想的
起點。我們希望以香港作為基地，將業
務推向國際市場。」
許煒補充說：
「隨著大灣區的大規模發
展，虛擬銀行業務和互聯網業務在香港
仍有很大的發展潛力。以香港為基地，
能幫助我們的業務走進其他亞洲市場。
因此，我們在香港開展業務之餘，也能
成功拓展國際市場。」

建立「用戶共創」模式的
金融產品體驗
眾安國際下一步打算在未來幾個月內
推出主要服務及產品。預計將於今年
底推出的用戶共創平台，將邀請用戶
共同建設，不但可為客戶提供解決方
案，還能滿足他們的需求。
許煒續道：
「這是眾安第一次涉足互聯
網銀行業務。我們認為這是一個難得
機會，讓我們把在產品設計、用戶行
為和互聯網操作方面的經驗，由香港
帶到內地。」

世界級專業服務支援業務發展
眾安國際企業戰略合作負責人盧廷匡認
為，由於香港擁有專業多元的人才和世
界級的基礎建設，使這個城市在金融科
技領域具備優越潛力。他說：
「很慶幸
我們選擇了在香港開展業務 ─ 一個以
提供法律、會計和金融等專業服務為優
勢的城市。我們因而能夠享有此等豐富
的資源。」
盧廷匡表示，眾安國際長期致力為香
港（包括更廣泛的社區）提供服務。

當我們開始放眼
國際市場時，
發現香港是個理想的
起點。我們希望以
香港作為基地，
將業務推向國際
市場。

在2019年9月，該公司將透過提供免
費的互聯網資助平台，以支持香港癌症
資訊網的慈善活動。「我們即將宣佈一
項支持慈善事業的計劃，透過與非牟利
機構合作，為不同的社區提供支援，並
運用我們的技術知識，與我們的合作夥
伴和朋友共同努力。」
他總結道：
「投資推廣署也為我們的招
聘工作提供協助，並把我們與不同的持
份者聯繫上，包括政府和其他企業。我
們感謝投資推廣署的支持，讓我們的業
務能從這裏展開一趟國際旅程。」

眾安科技（國際）集團
有限公司




眾安國際的母公司是眾安保
險，該公司由螞蟻金服、中國
平安及騰訊於 2013 年在上海
合資成立，並於 2017 年9月在
香港交易所上市（眾安在線：
6060.HK）
眾安國際目前在香港擁有100名
員工，正計劃進一步擴充，以
發展新的虛擬銀行品牌

w za.group
眾安科技（國際）集團
有限公司
總裁
許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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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站式全面
滿足企業所需
開放源碼商業應用程式開發商 Odoo
擴充在港之地區總部，抓緊香港、
中國內地以及整個亞洲市場的發展
機遇。

比利時軟件公司 Odoo 成立於2005年，
提供商業應用程式方案以滿足用戶的商
業需要。Odoo 的商業應用程式方案容
易操作，提供高效的一體化管理，讓企
業盡可能毋須費心神於行政事宜，更專
注於為其客戶創造價值。
Odoo 針對中小企業和初創企業提供
30多種適用於不同業務功能的主要應
用程式，包括銷售管理（如 CRM、報
價）、財務（如發票、會計），以及業務
營運（如人力資源、項目管理）。這些
開源的全面性功能應用程式，都是由
Odoo 遍佈全球逾1,500名的活躍用戶
群所開發，維護和定期升級。Odoo 顧
問還提供客戶指導和培訓服務，協助客
戶以該應用程式擴展業務。

全面擴充
Odoo 於2013年11月在比利時商會內
設立了由數張辦公桌組成的香港辦事
處，至今香港辦事處已成為了 Odoo 的
地區總部，負責指揮亞洲區內的所有商
業活動。Odoo 香港辦公室正在迅速擴
張，並將於今年搬遷至佔地15,000平
方尺的空間。
Odoo 亞太區總監 Matts Fievez 表示：
「我
們已全面擴張業務，在收入和僱員兩方
面都保持約80% 的增長率。香港鄰近
中國內地這個擁有全球最多互聯網用戶
的國家，正是此策略位置上的重要優
勢，令我們選擇在港設立地區總部。」

瞄準合適市場

「許多公司現在意識到他們的業務缺乏
技術支援，因此他們已開始尋找各種創
新的解決方案，包括 Odoo 應用程式，
以助他們更有效地營運。」

Fievez 又指，Odoo 的產品在中小企市
場尤為突出。Fievez 說：
「香港有大約
34萬間中小企業，佔比高達98%，所
以本地市場一直是我們重要的業務構成 「我們還看到越來越多年輕人才有興
趣投身科技界，將可為行業提供更多
部分。由於 Odoo 已成功走進了內地市
場，我們希望能進一步拓展在香港的商 新血，亦將有利 Odoo 的業務和規模
成長。」
機，不單為新一代提供更多新解決方
案，更有意為所有行業開闢新門戶。」
Fievez 認為投資推資署的服務非常有
隨著政府在創新和科技領域的戰略發展 助於他們在香港的業務擴張。他總結
道：
「參與投資推廣署邀請出席的活動，
為 Odoo 帶來商機，如粵港澳大灣區。
有助我們建立營商網絡，提升市場意
識。與此同時，他們也讓我們獲得最新
的市場情報，從而為香港市場提供
更好的營銷策略。」

香港鄰近中國內地
這個擁有全球
最多互聯網用戶的
國家，正是此策略
位置上的重要優勢，
令我們選擇在港
設立地區總部。
Odoo
亞太區總監
Matts Fievez

Odoo






Odoo 目前在歐洲、美國、中東
及亞洲設立了 9 個辦事處
在超過 151 個國家擁有逾
1,800 個經銷商和夥伴
Odoo 是安裝率最高的管理軟
件，全球擁有超過 400萬用戶

w odoo.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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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灣區擁有一個全面良好的營商
環境，加上互聯互通的人流、物
流及資金流優勢，有利於我們進
一步透過香港這個窗口把業務擴
展至全球範圍。
國際飛機再循環有限公司
首席執行官
潘浩文

立足香港，翱翔世界
國際飛機再循環有限公司矢志通過香港發展全面的中老齡飛機數據處理平台，
打造全球航空生態系統。
國際飛機再循環有限公司（國際飛機再
循環）於2014年成立，旨在為全球航空
業中老齡飛機提供全面的解決方案。國
際飛機再循環為中國飛機租賃集團控股
有限公司（中飛租賃）的成員企業，後
者是亞洲首家上市的飛機租賃商，憑藉
機隊訂單總量位居全球五大飛機租賃商
之一。國際飛機再循環以香港為總部，
不僅提供二手飛機租賃及貿易，亦包括
飛機拆解及再循環、發動機及航材銷
售、飛機資產管理及飛機維護、維修及
大修，務求提供業內獨一無二、覆蓋飛
機生命週期每個階段的綜合解決方案，
以推動整個航空業的可持續發展。

的原因之一。他說：
「香港是數一數二

國際飛機再循環分別於中國哈爾濱及美
國圖珀洛擁有飛機循環再製造設施。哈
爾濱基地是亞洲首個大型飛機循環再製
造基地，並已於2018年6月投產營運。

令整個行業受惠。香港如今擁有良好的

利用香港優勢拓展新市場

的國際金融中心，稅制簡單，融資渠道
多元，更擁有完整穩健的法律體系，是

境，加上互聯互通的人流、物流及資金
流優勢，有利於我們進一步透過香港這
個窗口把業務擴展至全球範圍。」

我們設立總部的理想地點。」

投資推廣署一直與中飛租賃及國際飛機
再循環保持友好溝通，交流與分享最新
他續指 ﹕
「另外，香港擁有地理及時區
優勢，政策優勢在此疊加，方便我們管 的市場資訊及業界情況。潘浩文表示：
理和指揮全球的業務發展。而立足香港 「投資推廣署一直大力推動香港發展成
為環球飛機租賃及航空融資中心，值得
亦有助我們吸納內地及海外人才。」
讚許和支持。我們期望與該團隊實現更
在不斷拓展業務的同時，國際飛機再循
緊密的合作，攜手促進業界發展。」
環也著手建立專注航空業的數據處理系
統。潘浩文說道：
「零部件認證需要大
量數據及技術，而我們建立數據系統的
目標是創造一個環球業界認可的平台，

國際飛機再循環有限公司


創科環境，前沿的技術能力，絕對有助
我們發展起一個領先的數據科學項目。」

對接大灣區發展優勢
潘浩文表示，面對全球市場範圍內飛機

航材交易這一龐大商機，國際飛機再循
國際飛機再循環首席執行官潘浩文表
示，老舊飛機的回收及銷售營運，不僅 環會將目光聚焦於粵港澳大灣區的發展
需要有效的財務解決方案配合，更要有 優勢。國務院在2019年2月公布的《粵
細緻的專業服務處理大量繁複的買賣合 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更為公司
約及相關文件。香港高效的工作環境是 在區內的發展奠定了政策基礎。他說：
國際飛機再循環選擇在此設立公司總部 「大灣區擁有一個全面良好的營商環



國際飛機再循環的股東包括中
國光大控股有限公司、富泰資
產管理有限公司及天悅國際有
限公司
香港總部現時覆蓋融資、會
計、法律、市場、交易支持
等各部門功能

w ariaero.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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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牌愛好者的佳音
OnTheList 探索出將名牌結合獨家優惠和卓越顧客體驗的成功方程式，
從期間限定的快閃銷售店發展成固定快閃場地。
OnTheList 是法國創業家 Delphine
Dultzin 和 Diego Dultzin Lacoste
於2016年成立的心血結晶，兩位
均擔任聯合創辦人和行政總裁。這
對法國夫妻檔曾經於香港的時裝界
工作，他們看準機會引入新業務模
式，為會員提供購買優質名牌貨品
的獨家優惠。
註冊會員將獲邀請參加一般為期三
至四日的快閃銷售。當中涵蓋的
貨品種類繁多，包括時裝、化妝
品、美酒、傢俱和運動服裝等。
品牌公司會於活動中寄售貨品，
而 OnTheList 會負責營運、物流、
陳列和銷售。
兩位聯合創辦人表示：
「單憑店舖
和快閃活動，並不足以消化全部過
季產品，所以我們為品牌提供額外
渠道，讓他們出清存貨、減少浪費
和產生更多收益。這亦有助品牌擴
大客源。」

業務上軌道的18個月後，夫婦二人
決定於中環的高檔名店黃金地段訂
立固定商舖的長期租約。他們同時
透過電子商貿網站舉辦網上快閃銷
售，目前佔總收益的15%。

有利營商
提供名牌產品折扣的零售模式於
巴黎及紐約相當受歡迎，但於香港
及亞洲其他地區亦不常見。為了測
試市場反應，OnTheList 每次都會
先在不同地點試行一系列的期間限
定（pop up）銷售活動。兩位聯合
創辦人表示：
「我們之前並無任何
創業經驗，起步時很不容易。不過
於香港建立商業事務相對簡單，這
裡的創業氣氛更是充滿活力。香港
人亦相當樂於接受新事物。」
兩位聯合創辦人補充說：
「在我們
打算創立 OnTheList 時，曾經和不
少人開會，藉此激發創意。這個過
程令我們深受鼓舞，故此我們當時
可以很快創立業務。」

於香港建立
商業事務相對簡單，
這裡的創業氣氛
更是充滿活力。
香港人亦相當樂於
接受新事物。

作為開拓海外市場的一環，
OnTheList 數月前已進駐新加坡和
台灣，並會繼續發展當地業務。兩
人亦打算進軍中國，過去兩年一直
與潛在合作夥伴會面，並正計劃踏
足上海市場。
兩位聯合創辦人建議有意於香港創
業的人士聯絡投資推廣署以獲得支
持：
「新公司可能難以與專業服務公
司建立聯繫，而投資推廣署可以於
創業初期為企業轉介適當服務，並
提供寶貴意見，因此它提供的支持
是企業的一大助力。」

OnTheList




OnTheList
聯合創辦人和行政總裁
Delphine Dultzin



由法國創業夫妻檔於 2016年成
立的會員制名牌快閃優惠平台
OnTheList 於香港、新加坡和
台灣均有快閃活動
現時計劃於九龍或新界開設更多
快閃活動

w onthelist.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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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地律師事務所
抓緊香港及亞洲的

豐盛機遇

總部設於上海的方達律師事務所正擴大
其香港團隊的規模，以迎合區內對優質
法律服務的龐大需求。

方達律師事務所成立於1993年，於上
海、北京、深圳、廣州和香港設有五個
辦事處。他們為內地及國際客戶提供全
面法律服務，包括公司事務、爭議調
解、項目融資、銀行、法規監管、投資
保障、反壟斷和知識產權。方達具備豐
富的國際視野和處理跨境交易及案件經
驗，致力滿足中國在法律服務上日益增
長的需求。
香港方達律師事務所行政總裁阮葆光表
示，2012年開設香港辦事處的決定是
公司策略的一部分，而目標是能夠協助
客戶處理與中國相關的所有業務。他補
充說：
「要在中國內地成為優秀的律師
事務所，沒有穩健可靠的香港辦事處支
持，實在無法成事。」方達的香港團隊
在過去七年間急速增長，現在香港辦事
處聘有超過100名律師，提供全面的商
業服務。
方達在香港負責爭議調解的團隊，便
有15名收費執業者，規模之大在香港
數一數二。
阮葆光補充說：
「香港能成為亞洲區爭
議調解之司法管轄區的勞斯萊斯是有
多個原因。首先，香港是國際領先的
爭議調解中心。此外，香港的司法機構
在調解方面的經驗都節節領先。第三，
香港法律界擁有富經驗及精明的法律
專業人員，當中包括大量本地和海外
註冊律師。」

香港作為亞洲區
爭議調解之
司法管轄區
地位可比喻為
勞斯萊斯。
香港方達律師事務所
行政總裁
阮葆光

此外，方達是少數在廣泛大灣區營運的
律師事務所，在香港、深圳和廣州均設
有辦事處及律師團隊專責一系列的商務
法律服務，包括項目融資、銀行、公司
事務、包括知識產權訴訟在內的爭議調
解、法規監管以至投資保障。
自2012年方達香港辦事處成立，方達
參與一系列由投資推廣署舉辦或支持的
國際性活動和法律會議，主題包括投
資、貿易、爭議調解。阮葆光總結說：
「投資推廣署成功突顯香港作為司法管
轄區的裨益。在方達的發展和擴張上，
投資推廣署發揮了重大的作用。」

方達律師事務所
中國內地最新經濟倡議
帶來的機遇
在「一帶一路」倡議帶動下，造就了眾
多中國對外投資活動。為了更有效地保
障客戶的投資，去年方達香港辦事處增
設專門的投資保障事務團隊。
阮葆光表示：
「憑藉我們的專業團隊，
包括具備多年國際投資諮詢經驗的律
師，方達是設計、組織和服務香港以
外地區投資項目的理想選擇。」中華人
民共和國商務部已將方達律師事務所納
入其中國對外投資的投資法專家小組，
以表彰方達在該領域的專業知識。





成立於 1993，於上海、北京、
深圳、廣州和香港辦事處均提
供全面服務
方達的香港爭議調解團隊有15
名收費執業者，規模之大在香
港數一數二

w fangdalaw.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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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北歐設計的
極致融入亞洲
建築及設計事務所 Snohetta 進一步擴大其業務至
亞洲，並以香港為亞洲區辦事處。

Snohetta 於1989年在挪威成立，是國
際的建築及設計事務所，專注於建築、
景觀建築、室內建築、產品和平面設
計。從挪威國家歌劇院到三藩市現代藝
術博物館，甚至是最近期的上海國家歌
劇院，Snohetta 所建造的都是世界級
數一數二的文化建築，以及各個規模大
小不一的建築和設計項目。

項目數量將不斷增加，因而在2018年
於香港設立了第一個亞洲辦事處。
Greenwood 說：
「我們在香港設立辦事
處，藉此立足亞洲。我們認為在這個城
市設立據點是個很重要戰略，因為我們
需要與亞洲地區的客戶保持密切聯繫，
同時這也讓我們可以更緊貼著我們在
亞洲的項目。」
他又補充說：
「隨著在亞洲即將開展
的重點項目越來越多，我們相信，
Snohetta 將會在這個地區自然擴展，

既是資深建築師，又是公司的合夥人
兼設計總監 Robert Greenwood 指出，
「對話」是 Snohetta 設計項目時的核心。
他解釋道：
「我們不希望將特定的風格
或設計概念強加於我們的所有項目。每
個項目都是獨一無二的，因為它們都來
自不同的地方，擔當不同的功能。我們
只能通過與各方持份者進行對話來創建
建築物，而項目的最終建成是所有這些
對話的結果。」
Snohetta 在奧斯陸、紐約、巴黎等地已
設有辦事處。公司因應來自亞洲地區的

在香港開展業務
很方便快捷。
香港的商業、
金融和法律架構，
與歐洲類似，
有助於企業的
成立和進一步
擴大業務。
Snohetta
合夥人兼設計總監
Robert Greenwood

亦相信更多有趣的項目和新機遇將陸續
出現。」
目前，Snohetta 的香港工作室約有12名
員工，其中大多數是擁有多元背景的建
築師。隨著負責越來越多的項目，他們
還計劃聘請更多的室內建築師和產品設
計師。
Greenwood 補充說：
「香港的設計和建
築領域充滿了技術精湛、才華橫溢的工
作團隊。這樣說不僅是因為他們受過良
好教育及擁有廣闊的國際見識，特別是
年輕一代，他們的語言能力也是最大的
優勢之一。」
Greenwood 還發現香港很適合營商。
他表示：
「在香港開展業務很方便快捷。
香港的商業、金融和法律架構，與歐洲
類似，有助於企業的成立和進一步擴大
業務。」

Snohetta






Snohetta 在奧斯陸、紐約、
三藩市、因斯布魯克、巴黎、
阿德萊德及香港設有辦事處
全球員工超過 240 人
在香港，該建築事務所正籌備
一個在啟德的商業和多元用地
項目

w snohett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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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是知名的國際金融中心，由以
往、現在，抑或未來，都是內地對
接國際資本市場的重要窗口。
長發香港及長春證券執行董事
王晨博士

香港 — 貫通內地及國際資本市場
的最佳渠道
長發集團國際化發展和開放的新業務模式，將有助更多吉林企業開拓海外市場。
長發香港是長春市城市發展投資控股
（集團）有限公司（長發集團）持有的全
資控股下屬境外公司，於2014年12月
在香港註冊，以助集團達成擴大融資管
道、多元化發展，並與國際接軌等目標
而成立。
長發香港與旗下的長春證券主要擔當集
團境外發債資金募集和管理、促進香港
與內地東北地區資金聯動和產業協同、
招商引資和引智合作等角色。作為集
團在國際資本市場的窗口，長發香港
逐步成為集團域外金融事業總部。截
至2018年，長發香港協助集團成功發
行共12億美元的境外債，部分留在香
港作為集團發展海外業務和保障資金
鏈安全的儲備，相當於集團在港的財
資中心。
長春證券在2018年6月取得香港證監
會批出的受規管活動第一類（證券交
易）、第四類（就證券提供意見）及九類
牌照（提供資產管理）。長發香港及長
春證券執行董事王晨博士稱，在成功取
得牌照以後，長春證券將緊緊圍繞發
債、資管、協助更多企業赴港發展和投
融資等工作開展業務，並通過基金形
式，專注參與於「一帶一路」基礎設施

項目、擬赴港上市並處於 Pre-IPO 投資
階段的長春企業；以及與長發集團產業
佈局有協同效應的合作商機。

開放窗口
王晨說：
「近年來，隨著中國內地發展
加快，國際資本更加看好內地市場，而
香港就是國際資本進入中國內地最好的
投資通道。香港有著得天獨厚的地理條
件，是許多國際金融機構及融資平台的
基地，在這裡設立中心，無疑是『近水
樓台先得月』。」

慧技術。同時亦與金融科技公司合作，
搭建新媒體平台及互動金融智慧系統。
王晨總結道：
「衷心感謝投資推廣署在
過去對我方的幫助與支持，並期望依托
投資推廣署在全球各地的辦公室來更好
推介集團及長春。」

長發集團


他補充：
「香港是知名的國際金融中心，
由以往、現在，抑或未來，都是內地對
接國際資本市場的重要窗口。」



王晨表示，在「一帶一路」倡議下，集
團將利用香港的區位優勢，強化開放窗
口作用，迎接倡議所帶來的新機遇。而
長發香港亦會繼續協助擴大集團的海外
影響力，樹立地方國企在海外市場的良
好形象。



在發展業務的同時，長發香港更與香港
科技大學合作，積極研究金融科技相關
應用，如構建買賣交易模式及量化模
型，以及開發視覺化資料技術和人工智



長發集團是吉林省規模最大的
地方國有企業集團
長發集團於 2015 年取得國際評
級機構穆迪授予的 Baa1（展望
為穩定）投資級別
長發香港及長春證券聘有10名
員工，預計 2019-2020在香港
創造的職位數目將超過20名
現時長發香港及長春證券管理
的基金規模上億美元，更好的
保障境外投融資的流動性和增
强國際投資者對集團開放發展
的信心

w ccdih.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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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病人為先
為了滿足大灣區日益增長的專科
醫療服務需求，尚至醫療集團在
香港設立了醫療中心，提供全面
的個人健康管理服務。

尚至醫療在 2018 年 1 月成立，並於

咀亦開設了一所醫療中心，內有具備

專科醫療需求亦日益增加。」他又指：

7 月在中環核心地段開設首個綜合醫學

磁力共震和 X 光影像服務的尚至骨科

「香港是全球醫療服務效率最高的城市

大樓，樓高 15 層。尚至以「患者為先，

創傷中心 和致力為女性提供全面醫療

之一，加上先進的藥物和治療模式，

循證為本」為理念，為不同年齡和身處

服務 — 包括骨質疏鬆診斷和乳房 X 光

吸引不少鄰近城市的患者來港接受嚴

各健康周期的人士提供跨專科醫療服

造影 — 的尚至婦女健康中心 。該地段

重疾病的治療。」

務，涵蓋保健、預防、治療及復康四

亦是來往中國內地多個城市的多項交

個範疇。

通種類樞紐。

為體現其「全方位醫療服務」的概念，

創辦人兼行政總裁潘耀堅表示，該集

置相近、交通便利、語言相同，加上

公司在中環的醫學大樓開設尚至兒科

團選擇紮根於本港有幾項主要因素。

高質素醫療服務的良好聲譽，都是香

醫療中心 ，提供不同範疇的兒科專科

潘先生指出：
「人口增加持續提升醫療

港成為區內優越的保健醫療中心的利

服務，照顧兒童各方面的健康需要。

服務的需求。同時，人口結構的變化

好因素。」

此外，尚至最近在繁華的購物區尖沙

如人口老化、慢性疾病、都市疾病對

潘先生同意粵港澳大灣區的發展，為
香港提供不少機遇。他表示：
「地理位

目前，尚至有 20% 至 30% 客戶來自
中國內地，主要經轉介會診。潘先生
強調：
「我們預期大灣區發展迅速，

地理位置相近、交通便利、
語言相同，加上高質素醫療
服務的良好聲譽，都是香港成
為區內優越的保健醫療中心的
利好因素。
尚至醫療
創辦人兼行政總裁
潘耀堅

區內將有龐大的發展潛力。」

尚至醫療




尚至醫療在 2018 年 7 月成立，
現於香港設有兩所醫療中心
為不同年齡和身處各健康周期
的人士提供跨專科醫療服務

w virtusMedica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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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阿根廷滋味帶進香港

阿根廷食品貿易公司計劃透過於香港開設零售店以打進內地市場。

我們亦偏向在制度透明的
香港營商，因此我們決定
駐足此城市，而我們從沒
對此決定感到後悔。
Global Sight International
董事長
Romulo Gonzalez Johansen
成立於香港的 Global Sight

及酒品聞名，作為這城市的阿根廷

響知名度。「香港作為內地的『購物

International（GSI）提供阿根廷及

食品先鋒，我們非常有信心在這裡

中心』，若產品在香港取得成功，在

南美高級食材。總部設於香港，業

取得龐大機會。」商務董事 Hernan

內地亦然。」Gonzalez Johansen 續

務覆蓋貿易、發行、進口及出口、

Caetano das Pedras 如是說。他續

說。「然而，阿根廷食品在區內的市

餐廳食材、酒店及超級市場。

說：
「今天，我們可以自豪地說我們

場滲透及市場教育方面仍有許多需

已累積一定的高端顧客群，並在香

要著力的地方。」

兩位識於微時的好友 Romulo
Gonzalez Johansen 和 Hernan
Caetano das Pedras 十年前來
到香港，成立了 GSI。董事長
Romulo Gonzalez Johansen 述說：
「我們之前針對在亞洲哪裡開展業
務做了很多研究。我們發現，香港
在成立公司、人才及稅務方面被列
為世界上最有利營商的地方之一；

港的餐飲業打響了名氣。」
至今，GSI 不只為米芝蓮餐廳、五星
級酒店和高檔超級市場進口阿根廷
高級冷藏切件，亦同時為其他香港
經銷商提供急凍食材。此外，他們
為香港的美食同好引進了其他阿根
「Dulce de Leche」。
「我們希望成為香港裡的頂級阿根廷

商，因此我們決定駐足此城市，

食材公司。我們相信公司不論在香

而我們從沒對此決定感到後悔。」

港本土或其他地區皆會持續增長。」

2009年，兩位始創人由一個細

公司，我們非常建議他們聯繫各個
機構，包括投資推廣署、領事館及
商會，它們是絕佳的資訊來源。它
們的網絡幫助你拓展業務及人脈。」

廷特產，包括各類美酒及牛奶焦糖

我們亦偏向在制度透明的香港營

阿根廷進口食材的先鋒

他總結：
「對於有意在港設立業務的

Global Sight
International


Gonzalez Johansen 說。


零售及內地市場的願景

小的倉庫、手提冰箱，和數份樣

經歷十年的發展，GSI 下一步的計劃

本牛肉起步，走訪城中的大小餐

是在香港開設首間零售店，並為公

廳。「阿根廷素來以優質的牛肉

司於鄰近地區，特別是內地市場打

最近團隊擴充以支援零售店
運作
兩位創辦人獲阿根廷政府的
支持，於2010 年在香港成立
阿根廷商會

w gsiltd.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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