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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澳大利亞

	比利時 Churchill	Finance	Limited是一間

由比利時企業家族成立的歐洲單一家族

辦公室，專門從事私募債權或股權的直

接投資和戰略聯合。公司將總部設於香

港，在上海也有辦事處。

Churchill Finance 的投資範疇並不局

限於個別資產類別及行業，還包括成熟

市場或新興市場的一線城市內金融科技、 

房地產或酒店、消費、健康保健和農業

等行業的私募債權或股權項目。

作為主要投資者，Churchill Finance

專注於香港及亞太其他地區有前景的 

公司，這些公司通常備有正現金流。 

同時，公司也對具創新性的初創企業持

開放態度，這些初創企業能夠透過概念

證明他們具備卓越的競爭優勢。

資產和投資管理
www.churchill-finance.com/en/

Signature	Wine	and	Spirits為一眾

高端酒精飲品的官方入口商，從比利時

和歐洲入口受高度讚譽的獲獎傳統及手

工啤酒、葡萄酒和烈酒，並從世界各地

入口特色酒品系列。該公司計劃透過其

香港總部擴展亞洲業務。

啤酒、葡萄酒和烈酒入口商或分銷商
signaturewineandspirits.com

RISKflo	Asia	Limited是一家監管科

技公司，協助企業包括金融機構及保險

公司電子化和改善評估表格、核對清單

和申報流程內的業務規則。RISKflo一

站式的雲端協作流程平台讓客戶在滿足

不同業務、風險和合規要求的同時，更

有效地完成審查核對工作。

為配合發展新興亞洲市場，RISKflo於

2019年初在香港成立第一個國際辦事

處。公司目前為數碼港孵化器的一員。

RISKflo與上市公司和世界領先的銀行

密切合作，並在亞太地區約19個國家

推出其平台，為客戶提供突破性的轉型

成果。

金融科技及監管科技
riskflo.com

http://www.churchill-finance.com/en/
http://www.signaturewineandspirits.com
http://www.riskflo.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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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巴西

	加拿大

以有趣和繽紛色彩為標記的巴西人字
拖品牌 Havaianas 正擴大其在亞太地
區的業務，其母公司 Alpargatas於
2018年選址香港開設地區辦公室，帶
領發展大中華區業務，首發進駐天貓發
展中國內地電子商務，並與亞太區內超
過16家不同經銷商合作。

於香港新成立的辦公室為經銷商提供戰
略支持、提高產品知名度，並以開發線
上銷售方式增加品牌的影響力。

品牌計劃在未來五年注資約3,000萬美
元，以拓展 Havaianas 亞太區業務，
憑借其多樣化和創新的時尚單品，透
過品牌滲透力為顧客提供“巴西夏日精
神”的購物體驗。

時尚產品
www.alpargatas.com.br

Chain	of	Demand	Limited獨有的
人工智能演算法能夠借助大數據預測零
售業的市場需求，讓各品牌和零售商得
以大幅減低庫存風險，同時增加盈利。

公司總部設於香港，所有服務均於香港
提供，而所有產品亦於本地開發。其香
港團隊，包括工程師、數據科學家以至
市場推廣專員，能夠將中西科技充分應
用到各個職能範疇。

在本地投資者和政府實體的支持和協助
下，該公司計劃在不久將來擴充其香港
團隊的規模。

人工智能及大數據分析
chainofdemand.co

Legal	Beagle	Limited是香港領先
的網上法律教育平台供應商之一，致力
為本地提供高質素、價格相宜的網上 
法律培訓課程。他們提供的所有網上課
程均符合香港律師會所訂立的風險管理
教育 （RME）和持續專業發展（CPD） 
要求。 

憑借科技和本地法律執業者脈絡的優
勢，Legal Beagle 得以為香港所有法

律專業人士提供相關、實用、便利而價
格相宜的培訓課程。公司在香港開業兩
年，並已開發圖書館服務平台，為最完
備的香港律師會認可在線法律培訓資源
庫。

網上法律教育
legalbeagle.com.hk

Forkast.News是一個數碼媒體平台， 
發布的內容涵蓋橫跨商業、經濟和政治
的區塊鏈技術。

公司的宗旨是連接不同範疇的區塊鏈和
主流專業人士的觀眾。Forkast.News
設立於亞洲不但能觸及全球觀眾，包括 
各行各業的高級執行人員及行政總裁， 
而且為專業人士提供更多了解新興科技
對未來影響的資料來源。

Forkast.News 的編輯團隊由獲獎的資
深記者及來自不同範疇的區塊鏈專家組
成，當中包括法律、金融、貿易、科
技、開發、編碼、商業及經濟等。

媒體
forkast.news

http://www.alpargatas.com.br
http://www.chainofdemand.co
http://www.legalbeagle.com.hk
http://www.forkast.new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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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llow是一個專為6至18歲兒童及
其父母而設計的手機應用程式，旨在培
養孩子獨立和負責任的理財觀念。創
辦人相信，理財習慣在童年時養成，
家長們應從小向小朋友灌輸正確用錢
概念。Mellow 提供親子相連的應用程
式，透過電子錢包讓兒童自主學習，
教導孩子訂立定期儲蓄目標、小心花
費並理解“需要”和“想要”之別，及
獲取獎勵。家長可透過數據分析的資
訊，引導孩子在安全環境下從錯誤中

盡早學習。Mellow 是2018年阿里巴巴
JUMPSTARTER 12大香港初創和經濟
通金融科技大獎得主。

金融科技
mellowapp.io

Nutrilicious是一家營養咨詢和傳訊
公司，致力於鼓勵及教育亞洲數百萬
人，讓他們吃出健康美麗人生。

公司由一群值得信賴、擁有專業資格且
充滿熱情的營養師團隊組成，他們以有
趣和易於明白的方式，提供以科學為基
礎的營養資訊，教育和鼓勵所有受眾採
用正面和可持續的飲食及生活模式。

Nutrilicious 經營 B2B 業務，為客戶群
提供多元化服務，包括食品和健康業務
咨詢、企業及機構健康推廣、食品指導

或研發、健康講座及活動、營養傳播和
品牌推廣、烹飪課程或示範、品牌代言
及媒體代表。

咨詢及傳訊
www.facebook.com/nutriliciousss

SpiceBox	Organics	Limited於
2012 年由全面健康顧問和營養學家
Punam Chopra 在香港成立，旨在提高
社區對良好的飲食習慣、有機的生活方
式，以及作出更好和有意識的食物選擇
等方面的關注。SpiceBox Organics 深
信，選擇健康食品和維持以植物為基礎
的可持續生活方式，將帶來極大好處。
公司專注於採購和分銷健康、環保及美
味的高品質食品。

目前，SpiceBox Organics 在半山區及
堅尼地城經營兩個市集和咖啡廳，提供

超過1,000種有機和天然產品、新鮮烹
製的外賣餐點及提供全方位服務的咖啡
櫃檯。它還有一個網站，供客人作網上
訂購。公司正計劃開設第三家店鋪，並
正在改進其電子商務平台。

市集及咖啡廳、天然及有機食品
spiceboxorganics.com

http://www.mellowapp.io
http://www.facebook.com/nutriliciousss
http://www.spiceboxorganic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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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國 Accuracy是一家國際咨詢公司，為
客戶提供建議及定制解決方案，幫助
他們應對不同的情況，包括收購、出
售、訴訟、糾紛及重組。公司透過整合
戰略、現況和數據，提供深入詳盡的專
業知識。

Accuracy 於2014年在法國成立，目前
在14個國家設有辦事處，擁有450多

名顧問和49個合作伙伴。公司在新德
里、新加坡、北京及香港均有辦事處。

咨詢及顧問
www.accuracy.com

AngelHub是香港首家由證券及期貨
事務監察委員會發牌及監管的股權眾籌
平台。

AngelHub 的平台為專業投資者提供獨
家機會，讓他們投資於正在亞洲擴展且
經過審核的初創公司，並為具啟發性的
企業家和規則改變者提供動力，從而改
善人們的生活方式。公司為投資者提供
渠道直接接觸一個新的資產類別，實現
初創投資民主化，同時簡化投資及籌集
資金的流程。投資者可利用 AngelHub

的自動化網上平台輕鬆地選擇投資心儀
的初創公司。

AngelHub 致力為亞洲初創企業生態圈
帶來有意義和正面的影響。其平台通過
縮小融資缺口促進初創公司成長，從而
推動企業進入下一個增長階段 — 上市
或通過戰略合作退出。

證監會持牌投資平台
angelhub.io

Esker是一個全球領先的人工智能
（AI）驅動自動化軟件，能夠幫助財務
和客戶服務部門以數碼方式轉換其訂單
到現金（O2C）和購買到付款（P2P）的
週期。全球已有11,000多家公司使用
Esker 的解決方案，在融合 AI 技術之
下，提高了生產力，增強了透明度，降
低了欺詐風險，並改善了與客戶、供應
商和內部之間的相互合作。 

Esker 成立於1985年，在北美洲、拉
丁美洲、歐洲和亞太地區均有業務，全

球總部設在法國里昂，而美國總部則
設在威斯康星州麥迪遜。在2018年，
Esker 的總銷售收入為8,700萬歐元。

軟件
www.esker.hk

EstheClinic是新一代的美容診所，
結合專業醫學知識與革新技術，帶來 
安全長效的美容療程。EstheClinic 在
巴黎成立超過20年，是一間憑著對美
容的熱情而開業的家族企業。在法國和
新加坡取得成功後，他們最近更進駐 
香港。

EstheClinic 透過應用最先進的永久脫
毛、抗衰老、美體塑型和煥膚技術，為
顧客提供高效、無痛、無復原期的美容
療程。

美容
estheclinic.com.hk

http://www.accuracy.com
http://www.angelhub.io
http://www.esker.hk
http://www.estheclinic.com.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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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vivoGen由擁有專業技術的科學家
於1977年創立，旨在為生物科技社群
研發創新的工具，特別是在天然免疫學
的領域。公司在香港設立地區總部，因
本地擁有良好的營商環境，以及靠近中
國內地、日本及韓國等其他主要市場。
InvivoGen 致力開發資源，帶領全球在
該領域中追求突破。公司已成功吸引並

招募了來自日本、加拿大和法國的年輕
人才加入 InvivoGen 的團隊。

隨著市場需求快速增長，公司期待投資
新設施，並在亞太地區尋找新的商機。

生物科技
invivogen.com

MEO結合硬件和數碼智能，專責為受
財政、法律和環境影響的企業提供一個
強大的室內空氣質素物聯網（IoT）服務。

MEO 得到由嚴緊的歐盟權威性機構
“AirParif”認證，能全天候監控室內空
氣質素數據。MEO 的人工智能引擎為
客戶提供即時警報和基準圖表，並使
用具有保護性的網上和智能手機界面
或摘要直接傳送到中央樓宇管理系統 

（BMS），憑借其數據為歐洲及大中華
區的尊貴客戶提供具成本效益的解決方
案，範疇包括：能源、教育、奢侈品零
售，以及銀行。

室內空氣質素科技
meo.life

Sia	Partners	Hong	Kong	Limited
是一家新一代的咨詢公司，致力為客戶
提供卓越的服務及切實的成果，幫助他
們應對數碼革命。憑借在30多個行業
和服務領域的全球業務及專業知識，公
司有能力增強其客戶的全球業務，當中
包括指導客戶在戰略、業務轉型、資訊
科技和數碼策略以及數據科學方面的項
目及計劃。作為咨詢4.0的先驅，公司
開發咨詢機器人，並把人工智能融合於
其解決方案中。

Sia Partners 在亞洲區內包括香港、新
加坡及東京設有辦事處。香港辦事處目
前聘有顧問、管理和行政人員等50名
員工，公司目標是於2020年將香港及
亞洲其他地區的規模擴大一倍。

管理咨詢
sia-partners.com

Statrys是一個專為中小企和初創公司
而設的網上轉賬和外匯服務平台。客戶
由開戶到日常戶口管理全程電子化、無
痛和透明化。

Statrys 提供的服務包括多種貨幣戶口、
本地及海外轉賬，和創新的外匯解決 

方案，為企業家節省在金融事宜上的時
間和金錢。

金融科技、轉賬與外匯服務
statrys.com

http://www.invivogen.com
http://www.meo.life
http://www.sia-partners.com
http://www.statry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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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德國

	印尼

	愛爾蘭

	以色列

CHRONEXT是一個網上高級腕錶平
台，銳意以一流服務定義高級腕錶市
場。從採購及尋找腕錶收藏家渴望擁有
的罕有珍品，到 CHRONEXT 製錶工匠
例行的名錶維護及修復工作，公司承諾
為顧客物色夢寐以求的腕錶，並提供一
系列全面的優質專業服務。

目前，CHRONEXT 的業務遍佈全球，
包括德國、悉尼、倫敦、多倫多和 

香港，並將會繼續擴展。CHRONEXT
香港辦事處為該公司的區域總部，提供
線上和線下銷售及服務、物流及貿易便
利化，以及製錶服務。 

奢華腕錶
CHRONEXT.com

Fivelements	Habitat為熱衷健康生
活的都市人以及機構提供與別不同的養
生空間，在繁囂的城市中體驗瑜珈、修
行藝術和植物膳食料理，並從中暢享恢
復元氣、減壓及煥醒身心靈的轉化過
程。

香港首個 Fivelements Habitat 於2019
年7月正式登陸銅鑼灣。超過15,000
平方呎的綜合修行藝術空間，備有多
元化的課程、工作坊及訓練，包括瑜

珈、正念療法、茶道、音流、動作及體
能課程。

Fivelements 致力建立健康養生的社
群，為著重健康的人帶來眾多煥發身心
的體驗。公司未來亦會於本港積極拓展
業務。

保健及健康生活
fivelements.com

CurrencyFair是一家服務全球消費者
和企業的領先國際匯款服務供應商。

公司透過創新的線上平台，為客戶提供
更快、更安全的轉賬服務，其匯率明顯
低於銀行和經紀，使用戶的國際匯款成
本降低了八倍。

CurrencyFair 辦事處位於愛爾蘭、 
英國、新加坡、香港及澳大利亞。

金融科技、付款及匯款
currencyfair.com

Niio重新塑造人類與藝術於日常生活
中互動的方式。由強大的技術平台支
援，Niio 以專用的管理工具支持整個

“數碼藝術”生態系統，得以蒐集3,500
個全球社區領先的藝術家、畫廊和機構
儲存及出版的逾11,000件優質數碼形
式的藝術作品。Niio 可將這些具備畫廊
質素的數碼藝術以訂閱或購買方式進行
串流數碼藝術，將其“相融”於任何地
方，並投放至任何螢幕中。

Niio 由 Rob Anders 和 Oren Moshe 共
同創辦，除了在倫敦、特拉維夫和美國

的業務外，公司於2019年4月在香港
成立了亞洲分公司，務求以創新意念來
驅動國際業務，將精心策劃的新媒體藝
術帶到香港。Niio 在本港的巴塞爾藝術
博覽會上宣布一個新委託的藝術品策劃
目錄，並於著名五星級豪華酒店展出。
其香港辦事處目前主要負責亞洲區內的
業務開發、市場推廣和銷售。

藝術與科技
www.niio.com

http://www.chronext.com
http://www.fivelements.com
http://www.currencyfair.com
http://www.niio.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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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意大利

	日本

HERE	Connecting	Creativity	Ltd
位於米蘭，在該地的時尚和設計區設

有5,000平方英尺的辦公室，是一個為

創意產業提供與亞洲無縫連接的領先社

區，並為中小企業和品牌提供商業網

絡、研討會和活動方面的支持，以擴大

他們在亞洲和歐洲的業務。公司最近在

香港開設了一個聯絡中心。

HERE 為會員提供活動、協作和辦公空

間。其雲端平台“CreativeSouls”旨在

促進知識交流和經驗分享，讓會員能夠

從不斷擴展的國際人才、導師和值得信

賴的合作伙伴網絡中獲益。

透過融合亞洲和歐洲文化，HERE 致力

將創意社區的在線和離線平台聯繫起

來，使成員能從中獲得資源和全球發展

機會。

設計與時尚社區
here-cc.com

總部設於京都的 FHAMS由三位大學

同學於2001年創立，當時他們承接預

算有限的小型室內設計項目，並親手完

成工程。2005年，FHAMS 從町屋搬到

位於京都三層高的樓房。公司於2008

年開設工廠，一年後於東京設立辦事

處。為進一步擴展市場的覆蓋範圍，

FHAMS 於2019年成立香港辦事處。

FHAMS 專注於不同類型和規模的項

目，例如餐廳、酒店和零售商店的室內

設計；住宅、辦公室和工廠的建築設

計，以及家具設計和室內裝飾等。

在京都和香港兩地文化下工作，

FHAMS 不僅在香港定下了尋求國際 

商機的目標，而且視之為通向世界的 

途徑。

建築與室內設計
fhams.com

Kaihara	International	Co.,	Limited
（KIC）是 Kaihara Corporation —  

一家總部位於廣島縣的日本牛仔布製

造商的子公司。Kaihara Corporation

接管了該公司於香港合作已久的業務

合作伙伴，其後於 2019 年在本港成立

KIC。KIC 將傳統與創新相結合，透過

其在香港的銷售和營銷辦事處將日本

Kaihara 牛仔布銷往美國和歐洲市場，

並期待進一步擴大其銷售渠道。公司

目前聘有 8 名員工。

牛仔布生產和銷售
www.kaihara-denim.com

http://www.here-cc.com
http://www.fhams.com
http://www.kaihara-denim.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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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韓國

醫結以區塊鏈技術為保險和金融行業

提供創新解決方案。其在中國內地、

印度及香港等地的著名創新科技比賽

中備受認可。醫結將行業知識與對法

規和高新技術的理解相結合，並以前

保險公司高管、連續創業家、資深程

序員和投資銀行家為核心團隊，推出

第一個建基於區塊鏈技術的醫療生態

系統，為保險公司、醫療網絡、醫生

和一般客戶提供無縫索償的新體驗。

保險科技及金融科技
mediconcen.com

由金融時報集團及日經公司合作開發，

scoutAsia為企業提供數據和新聞服

務，其訂閱功能為東亞、南亞以及東

南亞國家聯盟當中 20 多個國家的 70 多

萬家公司提供實時數據、新聞及資訊。

它的數據庫可讓訂戶建立詳細的公司

簡介，獲得見解和資訊，並隨時了解

感興趣的公司。

除了香港辦事處外，公司還在東京及

倫敦設立辦事處，為全球用戶提供服

務。公司期待著歡迎其合作伙伴及客

戶一同分享探索之旅。

新聞和數據服務
www.scout.asia

壽司郎（Sushiro）創立於 1984 年，是

日本人氣迴轉壽司連鎖餐廳，於日本

及海外市場開設超過 530 間分店，每

日為逾 41 萬人次提供過百款壽司和

日式料理。在日本迴轉壽司市場有領

先地位的壽司郎，本著以客為本的精

神，嚴選食材，創新研發新口味，利

用先進科技提升服務質素，為顧客帶

來優質超值的日式美食。

香港是融合了多元文化的國際大都

市，亦是美食天堂。壽司郎於今年 8 月

在香港開設首家分店，期望讓更多來

自不同國家的人品嘗到集團既美味又

價錢大眾化的壽司和日本料理。

連鎖壽司餐廳
www.facebook.com/SUSHIRO 
HONGKONG/

AfreecaTV是一個韓國的直播平台，

線上主播或播送主播可以自由加入並

分享各種內容，包括電子競技、遊

戲、體育、食品和聊天、寵物、音樂

和舞蹈等。公司舉辦韓國、日本、台

灣、泰國和香港之間的各種國際電子

競技比賽，並提供免費直播服務和支

援。

香港電競行業的加速發展，為AfreecaTV 

提供了與本地電競公司合作的機會。

目前，公司正於香港建立本地播送主

播團隊，並歡迎渴望發展線上直播事

業的主播加入。

直播平台
afreecatv.com

http://www.mediconcen.com
http://www.scout.asia
http://www.facebook.com/SUSHIRO HONGKONG/
http://www.facebook.com/SUSHIRO HONGKONG/
http://www.afreecatv.com


客戶簡介

	中國內地 阿爾法食品安全及營養健康科創中心
（ALPHA）立足香港，背靠祖國，致力

為全球醫療保健行業的核心領域創造

價值，服務涵蓋食品安全、食品檢驗

檢測和認證；國內外檢驗檢測和認證

項目的互認；檢驗檢測和認證相關的

人工智能實驗室；功能性營養健康產

品和原料的開發、創新、標準化及合

規格性等。

ALPHA 由多家機構聯合發起創辦， 

包括：國家食品質量監督檢驗中心、

全國食品發酵標準化中心、中國食品

發酵工業研究院、安徽金禾實業股份

有限公司和藍焰國際（香港）有限公司。

國際貿易、食品規格咨詢服務、檢驗 
檢測證書、生產製造
alphafsnh.com

中國人壽保險（海外）股份有限公司	
（中國人壽（海外））是中國其中最大金

融保險集團中國人壽保險（集團）公司

的全資子公司。

中國人壽（海外）現時於香港、澳門、

新加坡及印尼均有業務，香港分公司

於 1984 年成立。公司近年成功將業務

版圖拓展至東南亞地區，分別於 2015

年和 2018 年成立新加坡子公司及印尼

子公司。中國人壽（海外）2018 年總

保費收入超過 490 億港元，總資產逾 

3,400 億港元，業務涵蓋人壽保險、投

資及信託服務三大範疇，為客戶提供

專業優質的產品和服務。

公司於 2019 年成為自願醫保計劃的產

品提供者。此外，其合資格延期年金

保險計劃亦獲得保險業監管局認可。

人壽保險、投資及信託服務
chinalife.com.hk

廣東大旗商服科技有限公司（大旗商服）

總部位於廣州，在香港、上海和義烏

設有據點，員工數目逾 300 人。公司

秉承專業態度，專注為國內外企業、

初創公司及中小企業提供專業的商務

及法律解決方案。作為行業領先的服

務供應商，大旗商服在公司成立、會

計稅務、外國人中國簽證等領域擁有

豐富的經驗，為企業提供一站式商務

服務。公司已為來自全球 120 多個國

家的逾萬名客戶提供服務，包括眾多

世界 500 強及國內外知名企業。

大旗商服於 2018 年在香港成立分公司

大旗商務服務有限公司。

香港公司、公司成立、會計稅務及外國
人中國簽證
hitouch.com

http://www.alphafsnh.com
http://www.chinalife.com.hk
http://www.hitouch.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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恆順科技有限公司成立於 2019 年，總

部位於香港，為客戶提供各式各樣的

3D 機器，包括 3D 掃描儀、3D 打印

機及 3D 展示方案。作為中國展示行

業領先品牌 ESUN Display 的一員，

Hyssan 致力為香港帶來最好的 3D 設

備、技術和硬件，並為客戶提供配合

其業務發展的各種解決方案。Hyssan

專注於 3D 掃描技術，為了使 3D 技術

更普及和易於使用，公司透過以雲端

為基礎的平台，為客戶提供廣泛的產

品和服務，幫助客戶作出明智的商業

決定。Hyssan 相信，每間企業和個人

都可受益於 3D 打印技術，而該技術更

可助客戶擴展其業務，於市場上突圍

而出。

科技及多媒體
www.hyssan.com

正經科技（Roadlink GLB）是一個對接

一帶一路、植根粵港澳的服務平台，

為高成長民營企業的經營發展提供一

站式服務。平台結合手機應用程式及

網站為國內外的企業提供政策配對、

機構咨詢、投融資對接、海外投資配

對、政企經貿互動等一體化服務。

透過營運境內外實體服務空間，正經

科技以咨詢、會議、論壇、展會、講

座、培訓、路演、品牌展示等形式為

企業建立全方位互動管道。

咨詢服務
www.roadlinkglb.com

Oceanpayment致力為全球 B2C 及

B2B 的商户提供符合行業發展趨勢的

一站式跨境支付解決方案和服務。

作為收單機構和技術服務供應商， 

Oceanpayment與 Visa、MasterCard、

UnionPay International、American 

Express、Discover 等近百家國際金

融機構保持業務聯繫，其總部設於香

港，並於深圳、澳大利亞、美國及歐

洲設有辦事處或技術中心。

Oceanpayment 系統平台支援全球逾

500 種支付產品，覆蓋 200 多個國家和

地區，服務上萬個商業網站，通過提

供以跨境支付技術為核心的營運與服

務，讓商戶和消費者更加緊密連接。

跨境支付
oceanpayment.com.cn

http://www.hyssan.com
http://www.roadlinkglb.com
http://www.oceanpayment.com.cn


客戶簡介

中測瑞格測量系統（香港）有限公司	
致力於提供激光探測及測距系統 

（LiDAR）、高光譜和攝影數據採集 

相關的專家服務。公司於 2017 年在 

香港科學園成立研發中心，此後更與

一些本地大學和政府部門建立起緊密

合作，並專注於測繪、土地測量、建

築工程及安全方面的研究工作。

該公司成功研發了首部不足 7 公斤的

高解像度 LiDAR 無人駕駛飛行系統 

（UAS），並獲得民航處的飛行許可。

他們將繼續投放資源開發遙距感測解

決方案，以迎合本地市場的需求。 

遙距感測儀器供應商
ilidar.com

Supermint是一個時尚電子商貿

平台，為顧客提供來自亞洲才華橫

溢設計師品牌的新穎成衣和配飾。

Supermint Limited 的總部位於香港，

連接香港、中國內地、韓國、日本、

泰國等地的設計師到全球各地。

Supermint 已投入 120 萬港元的初創

啟動資金，用於建設電商平台、品牌

推廣、商標註冊和搭建團隊。公司將

與 Google、Facebook、本地網紅和

其他位於香港的營銷服務公司緊密合

作，並擴大公司在本地的影響力。

Supermint 亦在中國深圳設立辦公

室，負責公司的訂單處理和與設計師

的對接工作。

電子商貿及時裝
supermint.me 

立橋金融服務有限公司（立橋金融集團）

屬下持有多家持牌金融機構，為客戶

提供多元化的金融服務。集團目前的

業務橫跨港澳地區，當中包括銀行服

務、人壽保險、財險、證券和資產管

理等，並持續於區內不斷擴展。

集團旗下的立橋人壽保險有限公司於

2019 年 4 月獲得香港保險業監管局批

准，於香港經營人壽保險業務，並於 7

月份正式開業。

憑借廣闊的國際視野和豐富的實戰經

驗，立橋金融集團致力為客戶提供高

效及高增值的金融服務，以滿足客戶

不同方面的投資理財需求。

金融服務
welllinkgroup.com

http://www.ilidar.com
http://www.supermint.me
http://www.welllinkgroup.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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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墨西哥

	俄羅斯

	馬來西亞

奇藝辦公科技有限公司在香港的專業
及商業服務市場屢獲殊榮。本地服務
供應商與消費者可於其平台相互購買
和銷售服務，而且整個過程透明、高
效和安全。

Workeroom 致力透過科技提高客戶於
選擇服務商和購買服務過程的效率及

可靠度，並使專業服務的銷售和購買
變得簡單容易。

商業服務平台
workeroom.com.hk

The	Art	People	Gallery（香港）
（TAPG）成立於 2018 年，為香港及海
外的藝術愛好者帶來最優秀的馬來西
亞及東南亞藝術品，供他們來發掘、
學習和收藏。公司總部位於馬來西亞，
自 2015 年起，公司透過地區的藝術展
覽、教育、活動及展覽會，促進並加
深大眾對馬來西亞、東南亞藝術及其
藝術家的理解、認識及欣賞。

TAPG 還為收藏家、企業客戶和各大機
構提供採購、收購、銷售建議及藝術解
決方案的咨詢服務。

目前，TAPG 已在馬來西亞及香港成功
舉辦了 11 場展覽，並將繼續於區內展
示藝術家的作品。

藝術與文化
theartpeoplegallery.com

LOUDER與客戶並肩合作，指導並為
他們提供創建具影響力、正面溝通所
需要的工具。透過度身定制的培訓、
指導、活動咨詢和司儀服務，公司旨
在增強及微調客戶的技能，使他們能
夠將信息以經驗豐富的的敘述，達至
令人留下深刻印象。

憑借其在娛樂、藝術及活動管理行業
20 多年的經驗，LOUDER 的招牌計劃
將向客戶展現敘述故事的最佳技巧。

娛樂和活動
louderglobal.com

ABBYY是全球領先發展內容智能技
術和解決方案的供應商之一。公司最
近在香港開設了 ABBYY Emerging 
Markets Ltd 辦事處。

ABBYY 利用人工智能（AI）技術為客
戶提供全面的解決方案，將業務檔案
轉化為具商業價值的資訊。公司的
AI 解決方案富靈活性及具備先進機
器的學習功能，使企業客戶能夠利用
各種技術和平台，進行光學字符識別

（OCR）、智能文檔轉換和分類、數據
採集和驗證以及透過不同通訊渠道、
以任何格式在移動應用程序中進行自
動數據採集。

ABBYY 的技術得到一些大型國際企
業、機器過程自動化供應商、中小企
業及個人用戶的採用和認可。公司一
直活躍於亞太市場，產品已在許多行
業如銀行和金融服務、保險、電信、
物流等成功推行。

創新與科技
abbyy.com

http://www.workeroom.com.hk
http://www.theartpeoplegallery.com
http://www.louderglobal.com
http://www.abbyy.com


客戶簡介

	新加坡

OVERSEAS MONEY TRANSFERS

總部位於新加坡的 InstaReM是一家

數碼跨境支付供應商，其服務涵蓋逾

55 個亞太地區、北美及歐洲的國家。

InstaReM 旨在透過創新數碼科技，讓

客戶體驗無縫、安全及具成本效益的

國際滙款過程。公司的平台為個人、

中小企業、大公司和金融機構提供快

捷及低成本的跨境支付服務。

InstaReM 於2016年開始在香港經營。

現時，InstaReM 已取得金錢服務經營

者牌照並擁超過 10 人的團隊，負責營

銷、市場推廣和規管工作。公司積極

發展亞太地區的市場，並視香港為發

展北亞地區包括中國內地市場的跳板。

數碼跨境支付供應商
www.instarem.com

Paktor，廣東話意思為“約會”，其

使命是透過科技平台連接亞洲的單身

人士。此社交網絡應用程式已迅速從

新加坡擴展到亞洲其他地區，成為區

內最大的社交約會網絡之一。Paktor

相信，香港的約會市場擁有巨大潛

力，因為香港消費者樂於接受約會應

用程式，加上本地應用程式的人均消

費高於其他亞洲市場。此外，香港被

視為亞洲區生活潮流的帶領者，成為

Paktor 擴展業務的理想地點。

Paktor 在香港成立了一個團隊，以滿

足線上及線下交友約會的需求，並且

不斷擴展以支持其業務增長。Paktor 

Premium（前身為 HeyDouble）是負責

線下交友配對服務的部門，提供一對

一的配對，為單身人士創造富意義的

聯繫和成功的配對。

社交網絡應用程式及約會機構
gopaktor.com

	西班牙 House	of	Butler是一家室內設計工

作室，為香港的住宅和商業項目提供

頂級的室內設計、裝飾及咨詢服務，

範疇涵蓋以每小時為單位的裝修咨詢

套餐到完整的室內設計項目。工作室

以獨到的國際視野和專業的設計方

法，滿足香港市場需求，並在裝修期

間提供完整和無憂無慮的體驗。

曾於屢獲殊榮的建築設計公司 Foster 

+ Partners 工作，創始人 Amy Butler

對高端客戶的需求和期望有深入的了

解。除了在西班牙及英國的數個項目

外，工作室還在香港開展了各種國際

項目。

為配合其設計服務，House of Butler

將推出一個線上平台，提供精心挑選

的家具及裝飾品，最近亦為個別客戶

提供歐洲產品，如廚房櫥櫃和電器、

浴室用具、家具和燈具。

室內設計服務
houseofbutler.hk

http://www.instarem.com
http://www.gopaktor.com
http://www.houseofbutler.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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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灣 來自台灣的阿默企業有限公司於 1994

年在萬華成立第一間門市，同時經營

電話及網路訂購，將美味的“Amo 阿

默典藏蛋糕”傳送到台灣各地；經營

25 年來，口耳相傳累積口碑，用心製

作出的產品，讓消費者口腹滿足、深

深喜愛。

2019 年，Amo 阿默典藏蛋糕的第一個

海外營運據點於香港成立，同樣以“線

上訂購 ‧ 宅配到府”的經營模式，帶

給香港消費者更便利的購物體驗。

“把簡單做到最好”是阿默的企業哲學；

阿默的產品種類不多，為的是在品質

上做好把關。沒有令人驚艷的外表，

卻有真切實在的用心，希望帶給每個

人簡單卻不凡的味蕾感受。

蛋糕食品
amo.com.hk 

奧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Ocard）是專

門為線下店家而設的新世代顧客經營

行銷平台，結合大數據及人工智能科

技，協助品牌用最輕鬆有效的方式如

Facebook Messenger、聊天機器人

等進行客戶關係管理。透過全方位整

合顧客忠誠計劃、集點系統、票券、

問卷等營銷工具，提升顧客回流率。

公司的營銷人工智能幫助品牌分析顧

客數據、制定營銷策略，並自動執

行，大大減去營銷開支及提高效益。

至今，Ocard 已累積超過 1,000 多

個來自台灣、香港及新加坡的訂閱客

戶，並收集超過百萬的客戶數據。

忠誠計劃和會員及客戶關係管理軟件即
服務
ocard.co 

Sense	Innovation	Company	
Limited利用眼動科技協助嚴重殘疾

人士，如漸凍人症（ALS）、腦癱、脊

髓性肌肉萎縮症（SMA）、中風及其

他疾病的患者，透過互聯網更好地學

習、交流和接觸外面的世界。其非入

侵性的產品和服務與常規的治療及教

育相輔相成，有助嚴重殘疾人士發揮

潛能。至今於台灣已有逾 600 名患者

採用其產品及服務，並於各服務特殊

需要人士的機構如學校和醫院積極推

行。Sense Innovation 並獲得企業贊

助和眾多獎項，包括 JUMPSTARTER

的亞洲社會創新獎。目前，公司的台

灣團隊有 10 人，香港團隊則有兩人，

負責營運、營銷及外展的工作。Sense 

Innovation 將於香港發展所需的基礎

設施，期望將其影響力帶到區內，服

務有需要的人士。

社會企業
senseet.com 

http://www.amo.com.hk
http://www.ocard.co
http://www.sensee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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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土耳其

	土庫曼

歇脚亭於 1992 年在台灣創立，由小茶

檔發展至今，成為最具規模的連鎖茶

飲品牌之一，當中以外帶泡沫紅茶、

珍珠奶茶最為有名。為了把台式茶飲

發揚光大，歇脚亭於 2010 年進軍香港

市場，以“分享好茶”作為永續經營的

志業，並以優質的台式茶飲攻佔香港

人的味蕾。

歇腳亭香港辦事處透過授權招攬香港

及澳門的企業加盟，為加盟店提供培

訓、供應有關茶飲的原物料、制訂強

效的經營方針及行銷策略，以為市場

提供高品質的茶飲，傳遞健康樂活的

概念。歇腳亭的未來擴展計劃是繼續

把公司的版圖擴大，貫徹分享茶香、

分享情感、分享快樂的宗旨。

加盟授權及茶飲原物料銷售
www.1992sharetea.com

V-Count	Technologies	Limited	
（V-Count）是全球領先的研發和創新訪

客分析解決方案供應商。公司專責為

全球機構提供人數統計、聚類熱圖、

排隊輪候管理和扣除員工客流量等技

術，以及商業智能平台。V-Count 提

供的解決方案建構在一個安全的雲端

型商業智能平台上，借助頂尖的人工

智能和機器學習技術來分析收集所得

的數據。

公司是全球各大品牌賴以信任的技術

伙伴。最近，V-Count 更在香港設立其

亞太區辦事處，以迎合韓國、日本、

印尼和泰國等地潛在客戶日益增加的

趨勢。公司將在不久的將來繼續投放

資金，以推動銷售並增加支援資源。

人數統計及訪客分析解決方案
v-count.com

哈佛大學與香港科技大學的共同研究

計劃讓NeuronSpike	Technologies	
Limited的發展開闢康莊大道。這家

初創企業以香港為據點，目前由香港

科技園公司及香港 X 科技創業平台支

持其營運。 

NeuronSpike 現正開發啟發自人腦的

處理器晶片，將人腦的神經元和突觸

結構融入晶片構造。這種認知晶片具

備如生物神經網絡般的能源效益和強

大運算能力，能透過仿傚人腦靈活的

學習能力，提升人工智能功能。晶片

更具備龐大潛力，有望為自動駕駛汽

車和機械人產業帶來突破。

該公司正計劃在兩個月內推出其首款

產品，並期望在不久的將來，與香港

應用科技研究院等一類的香港研發機

構達成合作關係。目前，他們擁有 4 名

團隊成員和 2 支傑出的顧問團隊，並計

劃招聘更多香港和海外的工程及神經

科學人才。

訊息及通信技術
neuronspike.co

http://www.1992sharetea.com
http://www.v-count.com
http://www.neuronspike.c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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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國 Adludio是感官營銷行業的先驅，提
供優質廣告平台，擅於製作專為無線
行動裝置而設計的廣告。憑借超過五
年的移動廣告數據，包括廣告的構思
和移動裝置上的觸點等，公司致力幫
助品牌打造令人難忘並為不同屏幕而
設的廣告系列。

Adludio 總部位於倫敦，於 2017 年
在新加坡開設第一家海外辦事處，現
時在巴黎、紐約和洛杉磯均有據點。
隨著公司業務迅速增長，Adludio 於
2019 年 5 月在香港設立辦事處。

有見於香港的地理位置優越並鄰近中
國內地市場，Adludio 計劃在香港建立

一支外銷和後援服務團隊，以擴大其
於北亞市場的覆蓋範圍。

2018年，Adludio 在 The Drum Digital 
Trading APAC Awards 中榮獲“最佳
移動廣告”（Best Mobile Campaign）
大獎，並在德勤 Technology Fast 50 
UK 中獲獎，被譽為發展得最快的廣告
科技公司之一。

移動廣告
adludio.com

Backheel	Media是一家多媒體體育

內容供應商，專門提供泛亞洲賽事的

現場報導。公司總部設於香港，合作

伙伴網絡遍及超過 40 個亞洲國家，為

觀眾提供全面的數碼內容服務，仿如

置身賽事現場。 

Backheel Media 的創辦人擁有豐富的

體育賽事採訪經驗，並在體育市場推

廣業界擁有超過 20 年經驗。從日本到

約旦、伊朗到印尼，他們的團隊至今

已在超過 25 個國家進行過採訪工作，

大大提升亞洲區內的專業報導水平。 

Backheel Media 致力緊貼賽事及其相

關人員，務求提供獨家幕後報導，提

升亞洲各地體育賽事的曝光率。他們

在亞洲各地均聘有影片編輯、撰稿員

和內容創作人員，具備呈獻高水平體

育報導所需要的配套和實力。

體育市場推廣
www.backheelmedia.com 

BH	Hospitality	Ltd是 MATCH 

Hospitality AG 的主要股東，是由 FIFA 

任命的全球獨家貴賓款待權持有人，

也是唯一一家為 2022 FIFA 世界盃 

卡塔爾 TM 和 2023 FIFA 女子世界盃 TM

出售包含門票的貴賓款待公司。

MATCH Hospitality AG 是世界各地主

要體育賽事的商業貴賓款待項目管理

和營銷行業的領導者。

BH Hospitality 是 Byrom 集團的一部

分，該集團自 1991 年以來一直參與為

各體育機構創建和提供官方貴賓款待

項目、住宿、定制票務和交通配套。

BH Hospitality 的香港團隊主要向亞太

地區推廣 FIFA 世界盃 TM 和其他體育

相關的貴賓款待產品。

體育市場推廣
bh-hospitality.com 

http://www.adludio.com
http://www.backheelmedia.com
http://www.bh-hospitality.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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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柏是英國其中最大的醫療保險集團， 

自 1976 年以來，保柏一直是香港醫

療保險專家，透過保柏香港及保柏環

球提供醫保服務。於 2013 年，獲全港

最大私營醫療網絡之一的卓健醫療加

盟，進一步壯大了保柏的規模。

保柏獲得超過 40 萬名會員及 3,200 間

公司的信賴，亦為本港公務員提供醫

保服務逾 20 年。卓健醫療透過逾 110

間綜合醫療中心及逾 1,200 間聯營診

所提供中西醫、牙醫、物理治療等服

務，於 2018 年錄得超過 300 萬求診人

次。

2018 年 7 月，保柏於香港設立首間牙

科中心。自 2019 年 4 月，保柏香港推

出政府自願醫保計劃認可的標準計劃

和靈活計劃。

保險及醫療保健
bupa.com.hk

think project 是歐洲領先的智能建築軟

件公司，在50個國家的10,000個項目

中擁有超過150,000名用戶。通過收購 

CEMAR	Asia	Pacific	Limited，

公司正積極擴展在亞太地區快速增長

的建築科技市場，發展全球業務。

CEMAR 提供簡單有效的合同管理，

並熱切期望為香港大型基建項目的客

戶、承包商和顧問提供服務。

公司視香港為全球業務擴展的完美樞

紐，期待培養本地的團隊並與區內的

合作伙伴建立起企業級的關係。

軟體即服務
thinkproject.com

Cleanship是領先全球的船隻環保企

業之一。自2012年起，Cleanship 引

進壓艙水處理和排放淨化裝置等技術，

協助全球各地的船主和營運商減低船隻

對環境的影響，以迎合各項即將實施的

環保法例。

海運業對生態造成的影響越來越受關

注。Cleanship 在香港開設辦事處，專

門為香港、中國內地和東南亞的新舊客

戶提供環保評估及技術工程服務。

Cleanship 期望持續拓展香港團隊，並

與本地海運業界緊密合作，以低成本、

高效益而又可持續的方式減低海運業對

環境造成的影響。 

技術改造工程及環境評估顧問
cleanship.co

http://www.bupa.com.hk
http://www.thinkproject.com
http://cleanship.c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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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國

GP	Bullhound	Hong	Kong	Limited
是一家領先的科技顧問和投資公司，

為企業家及創始人提供融資併購交易

的顧問服務和資金。公司成立於 1999

年，目前在倫敦、三藩市、斯德哥爾

摩、柏林、曼徹斯特、巴黎、香港、

馬德里及紐約設有辦事處。

對科技的熱忱、敏銳的財務嗅覺以及

對企業家創業歷程的理解，使得 GP 

Bullhound 與眾不同。公司與客戶建立

長久的合作關係，經驗豐富的團隊致

力為客戶提供專業服務，業務範圍包

括合併收購、融資、二手市場和大額

交易以及資產管理。

科技投資銀行
gpbullhound.com

MJ	Capital成立於 2018 年，為客戶

提供業務發展、商業中介、收購及變

賣等多個領域的策略建議，覆蓋行業

包括房地產、消費者和日常生活、科

技、教育及媒體等。

足跡遍及紐約、倫敦和亞洲，MJ 

Capital 擁有全球視野，透過知名度高

及具影響力的人際網絡，為客戶提供

最好的建議，並把客戶與全球合適的

合作伙伴聯繫起來，共同開展合資企

業、建立策略伙伴關係或發展業務。

商業咨詢
maxjcapital.com

Physique	Evolution（PE）在香港設

立了第一個海外辦事處，旨在為市場

提供一個可讓客戶在健體鍛煉期間專

享私人空間的設施。PE 位於中環核心

地帶，可輕鬆到達，並擁攬維多利亞

港的壯麗景色，配合其一流的裝修設

計，為客戶提供上佳的個人訓練和團

體課程體驗。

隨著香港辦事處的成立，PE 透過打造

優質和專業的設施，致力成為市場上

提供個人培訓和團體課程的領導者。

健康與健身
pehongkong.com

Drone	Delivery	Systems研創出全

球第一款安全智能、連接互聯網的郵

箱，旨在解決貨件在送達最終目的地

前所遇到的問題。公司利用其 AirBox

技術，提供端到端的貨運解決方案。

他們正掀起一場貨運變革，以現代化

尖端技術讓用戶以自主方式接收貨件。

該公司旗下提供的產品包括：AirBox 

Home，可接收陸路和無人機包裹，並

確保包裹在簽收前安全無虞；AirBox 

Sky，一種負載運輸工具，可選配冷

鏈，讓貨件在運輸過程中保持所需 

溫度。 

公司更開發了 DroneX 平台專屬無人

機，用作輕量和重型貨件的短程無人

機貨運。DroneX 配備多項額外的安全

功能，大大提升自動化貨運的安全程

度。 

無人貨運及物流
airboxtechnologies.com

http://www.gpbullhound.com
http://www.maxjcapital.com
http://www.pehongkong.com
http://www.airboxtechnologie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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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dSea	Asia	Limited（MedSea）是

Future Care 與 International SOS 的

合資企業，致力為商用海運業提供優

質醫療管理服務。

MedSea 的專屬解決方案為商用海運業

提供海上醫療咨詢和海員情緒支援、

岸上醫療協作和個案管理，以及醫療

會計檢討和醫療成本控制服務。 

MedSea 與客戶緊密合作，務求發展

出讓海員、船東、船舶管理公司及海

事保險公司均能受惠的全球性產品和

服務，協助海運公司履行關愛僱員的

企業責任，同時維持業務增長。 

透過在香港設立據點，MedSea 得以

回應中國內地和亞洲各大潛力市場日

趨殷切的需求，並與區內的準客戶建

立更緊密的合作關係。

海運醫療管理服務
futurecareinc.com

Securli	Limited為中小企業提供網

絡安全檢測和響應管理方案，並以訂

閱收費的模式為客戶提供多層式的綜

合解決方案，其中包括治理報告和風

險趨勢分析。憑借公司超過 15 年的網

絡安全管理經驗和累積的成功案例，

Securli 是值得客戶信賴的合作伙伴。

之前曾以 Netswitch 的品牌營運，

Securli 提供的服務包括網絡安全運營

中心、網絡配置和部署、網絡和網絡

安全基礎設施的設計和重建、漏洞評

估和滲透測試及供應檢測和響應管理

方案等。客戶群包括知名國際企業如

酒店、電訊商及電腦軟件公司。

網絡安全
securli.com

http://www.futurecareinc.com
http://www.securli.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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