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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香港金融科技周為參加者提供與金融科技專家、投
資者、企業家和頂尖演講嘉賓會面的絕佳機會。一同探
索最新的虛擬銀行、保險科技、大灣區的金融科技機遇
等資訊。

2019焦點議題
• 監管科技、監理科技及網路安全
• 財富管理及投資
• 保險科技
• 開放應用程式介面（APIs）
• 支付
• 人才與文化 — 轉型
• 金融包容性
• 大灣區合作

政府提供全面支持
香港是連貫中西方的金融科技領域樞紐。憑藉其作為龐大
金融業和許多跨國公司的地區總部所在地，香港成為瞄準
機會登陸亞洲的金融科技公司的平台，及希望在國際擴張
的內地金融科技公司的拓展平台。政府推出了一系列新措
施，包括：
• 快速支付系統
• 共用二維碼
• 虛擬銀行
• 雙重股權結構的新法規
• 貿易融資區塊鏈
• 開放應用程式介面（APIs）
• 保險公司快速通道計劃
• 科技人才入境計劃為科技專家簽發1,000個簽證

活動日程表

投資推廣署與阿里巴巴企業家基金在JUMPSTARTER環球

11月4－5日

球金融科技生態系統連接起來，吸引創新金融科技初創

創業比賽下，推出首個香港金融科技全球競賽，旨在將全

香港（多個地點）

企業到香港。準決賽將會在倫敦、多倫多、三藩市、吉隆

創新實驗室考察及學術活動

舉行。

11月6－7日

坡、深圳和香港舉行，而總決賽將在香港金融科技周期間

專責金融科技團隊

香港亞洲國際博覽館

投資推廣署在香港設有專責金融科技團隊及駐內地、倫敦

主會議

和三藩市的團隊，旨在吸引全球頂尖的創新金融科技企

議題包括：
• 香港金融科技生態系統
• 數碼化支付
• 金融業區塊鏈

業、初創企業家、投資者及其他來自世界各地的相關人士
前往香港，並協助他們在此建立業務。該團隊提供有關開
業上的實際支援和資訊，如辦公室選址、簽證申請和開立
銀行賬戶、監管機構介紹、聯誼和推廣以及市場支援等。

• 虛擬銀行模式
• 財富科技
• 投資科技

有關香港金融科技周的最新信息及詳情，請瀏覽

• 保險科技

www.fintechweek.hk 或追蹤投資推廣署的社交媒體帳號：

• 信用評分及貸款
@HongKongFinTech / #HKFintechWeek

11月8日
深圳（多個地點）
深圳企業總部辦公室考察
參與者可通過企業參觀、演示及商業交流，探索中國
最創新的科技公司並從中學習交流。

https://hk.linkedin.com/company/hong-kong-fintech-week
https://bit.ly/2TJJB2t

專題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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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利初創企業為政府提供
應用創新科技的網上創新科技
協作平台（InnoPortal）
政府一向致力推動在範圍廣泛的政府服務上應用新科技，

通過 InnoPortal，政府部門及公營機構可物色以新科技提

而機電工程署（機電署）和政府資訊科技總監辦公室已獲指

升服務的機會和解決方案，與此同時大學、創科初創企業

定為創新促成者，分別協助政府採用創新的機電及資訊科

及中小企則可利用政府設施作為試驗場地，藉此為其產品

技解決方案。

進行實地試驗，從中獲取經驗，以改善和驗證其方案。

為配合2017年施政報告關於創科發展的政策方向，機電署

在完成試驗後，大學、創科初創企業或中小企會獲機電署

於2018年3月推出了一個網上平台 InnoPortal。

提供客觀持平的表現報告，使其他持份者也可參考報告來

如何運作...
網上創新科技協作平台
InnoPortal
創新科技願望清單
人工
智能
雲端
科技

有興趣人士

智慧
辦公室
自動通知

‧ 初創企業
‧ 大學
‧
‧

獲配對的
願望和
解決方案

機電署將已經試驗的
個案表現報告上載於
InnoPortal讓公眾分享

機電署以原型試驗、
先導專案等方式
進行實地試驗

有興趣人士
提供相關的
創科解決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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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報導

試用或採納這些解決方案，從而進一步推動方案獲得更廣
泛應用。機電署於 2018 年 9 月在總部大樓設立了機電創
科專區，專門展示 InnoPortal 的創科解決方案和產品。

智慧政府創新實驗室
此外，政府資訊科技總監辦公室在 2019 年 4 月成立了智
慧政府創新實驗室提供平台，聯繫政府部門與資訊科技業

機電署一直舉辦名為「創科日」的會議及研討會，邀請創

界，特別是本地初創企業及中小企，以協助部門運用業界

科界別人士向機電署、其他政府部門、公營機構等介紹其

的創意及技術，制訂創新措施提升公共服務質素和效率。

創科解決方案。最近，機電署於 2019 年 6 月 11 日及 8 月 6
日舉辦了兩次「創科日」，分別吸引逾 300 名及 600 名人士
參與。機電署日後將舉辦更多「創科日」，以尋找更多合
作機會。

為配合2018年施政報告，政府於2019年4月就政府的採
購服務頒布支持創新的政策。一般來說，投標者的經驗不
應列作必要條件和技術評分的比重幅度也有所提升。簡而
言之，具創新建議的標書實際上將有更大機會獲批政府
合約。

最新發展

InnoPortal、智慧政府創新實驗室提供平台和支持創新的政
府採購政策只是其中一些措施，以推動研發成果落地，亦
有助政府部門及公營機構尋找創新科技方案，引進各種新
科技，促進智慧城市發展。
憑藉所取得的進展，政府會繼續優化現有的措施並推出更

180+

多協助初創企業和中小企的便利營商政策。

已收集的
創新科技願望

130+
已累積的潛在
創新科技解決方案

50+
正進行的
創新科技試驗

3,500萬元
項目總額

* 截止2019年7月底

InnoPortal
https://inno.emsd.gov.hk/tc/home/index.html

w

智慧政府創新實驗室

w https://www2.smartlab.gov.hk/tc/index.xhtml

國際行事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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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月

2-4

South Summit

香港晚宴2019

作為頂尖創新平台，South Summit將極具顛覆性的初創企
業與世界各地力求透過創新提高國際競爭力的投資者和企
業聯繫起來。投資推廣署為是次峰會的企業合作夥伴，與
香港駐布魯塞爾經濟貿易辦事處、香港貿易發展局及國泰
航空共同設置展位，並參與演講。

活動旨在加強香港與英國之間的長期合作關係，預計有
400多名英國商界領袖和高級政府官員出席。

地點：倫敦公園巷洲際酒店
主辦：香港貿易發展局
www.hktdc.com

地點：馬德里La N@ve（Calle Cifuentes 5）
主辦：Spain Startup與馬德里市政府合辦

首爾投資研討會

southsummit.co

食品未來峰會2019

11-12

30

地點：首爾韓國工商會（KCCI）

專家和精明消費者將透過講座、討論和展示，務求為烹飪
和食品領域創造可持續的生態系統。

主辦：投資推廣署、KCCI

地點：亞洲協會香港中心

貿易的未來 — 亞洲之家會議

主辦：Foodie Group

來自政府、商界、學術界和媒體的知名人士，將與來自各行
各業的代表一起探討塑造貿易未來的力量。

foods-future.com

地點：香港聯交所

高科技創業日

15-16

研討會將為韓國投資者提供有關香港營商環境的最新
資訊。

主辦：亞洲之家

活動涵蓋多個技術領域，包括分佈式能源、智慧城市、綠色
交通、積層製造及工業4.0。

asiahouse.org

地點：德累斯頓 Die glaeserne Manufaktur
主辦：HighTech Startbahn GmbH

中國以色列商業峰會2019

hightech-venture-days.com

「香港：通往亞洲的門戶」研討會暨午餐會

31

本次活動旨在向本地企業介紹香港的營商環境、稅務及融
資優勢，並鼓勵他們透過香港在全球拓展業務。

峰會以「中國製造2025」為題，分析2019年影響以色列公
司的主要商業議題，以及加強中國內地與包括以色列國在
內的一帶一路國家貿易關係的舉措。

地點：特拉維夫萊昂納多城市大廈酒店
主辦：Meda Conference
meda-conferences.com/convention/china-summit

地點：秘魯利馬
主辦：投資推廣署、利馬商會

18

十一月

中國國際經濟貿易仲裁委員會首屆大灣區峰會

Web Summit Conference 2019

峰會將探討如何綜合香港、澳門和廣東的優勢，加深爭議
解決專業人士、政府和企業領袖的合作。

地點：香港海洋公園萬豪酒店
主辦：中國國際經濟貿易仲裁委員會

4-7

websummit.com

奧地利連繫大中華區2019

2019香港金融科技周

本年度會議將專注討論在中國內地不斷變化的環境下，為在
亞洲和全球開展業務的奧地利公司帶來的機遇和挑戰。

作為全球首個跨境金融科技盛會以及本年度最大型的會議
之一，金融科技周吸引人才透過推動亞洲乃至全球的行業
技術革命，打造金融服務的未來。

地點：香港海洋公園萬豪酒店

4-8

主辦：Advantage Austria Hong Kong

地點：香港及深圳
主辦：投資推廣署

advantageaustria.org/cn/events/AustriaConnect_
Greater_China_2019.en.html

29

地點：里斯本阿爾蒂斯競技場
主辦：Web Summit

hkarbitration.files.wordpress.com/2019/08/cietacsinaugural-greater-bay-area-summit-english-1.pdf

24-25

會議將探討有關互聯網技術、新興技術和風險資本等多項
議題。投資推廣署將於11月5日舉辦聯誼酒會。

hongkong-fintech.hk/zh-hk/

香港協會會員午餐

第32屆亞太法律協會（LAWASIA）會議

活動將提供有關香港當前營商環境的最新資訊，尤其專注
於英國公司在香港和更廣泛地區的發展機會。

會議為亞太地區的律師領袖、法學家、專業組織和律師提
供平台，促進業界討論區內的行業發展。

地點：倫敦朗廷酒店
主辦：香港協會
www.hkas.org.uk

5-8

地點：香港JW萬豪酒店
主辦：LAWASIA、香港律師會
lawasia2019.com

6

國際行事曆
十二月

5-10

中國國際進口博覽會（CIIE）

設計營商周

CIIE將促進世界各國和地區加強經貿合作，提高全球貿易
和世界經濟增長，使世界經濟更加開放。

設計營商周將匯聚眾多世界觸目的設計大師及具影響力的
商業人物，為一眾商業及創意領袖提供交流想法、建立人
脈及探索新商機的寶貴平台。

地點：上海國家會展中心

2-7

主辦：中國商務部、上海市人民政府
ciie.org/zbh/en

bodw.com/tc

名古屋市國際展示場2019

6-9

德中商業論壇

活動將展示日本和海外參展商產品和服務。投資推廣署於
展會上設有展位。

德中商務日是DCW的年度旗艦活動，匯聚了來自商界、
公共和政府部門的持份者，共同探討雙邊關係中的挑戰
和機遇。

地點：愛知縣名古屋市名古屋港
主辦：愛知縣政府、名古屋市、名古屋工商會
messenagoya.jp/engli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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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cw-ev.de/de/veranstaltungen/
veranstaltungsuebersicht.html

第四屆香港海運周將透過連串活動團結香港海運業各界
人士和展示其實力，並推廣香港作為經營海運業務的首
選地。

FinTech Connect 2019

地點：香港
主辦：香港海運港口局，與香港船東會及香港海事博物館
合辦，香港貿易發展局及投資推廣署為合作夥伴
hkmw.hk

活動為金融科技公司提供平台，以促進與數碼轉型、支付、
金融安全等領域的買家對話。

3-4

fintechconnect.com/events-london

荷蘭香港商業協會（NHKBA）和荷蘭中國商業理事會（NCBC）
將聯合向過去24個月中表現良好的荷蘭公司頒發2019年
中國及香港商業獎。投資推廣署是該活動的企業合作夥伴。

TEDxAmsterdamWomen 2019年頒獎典禮

地點：海牙 Kasteel de Wittenburg
主辦：NHKBA、NCBC
nhkba.nl

地點：ExCeL, Royal Victoria Dock, 1 Western Gateway,
London
主辦：FinTech Connect

中國及香港商業獎

21

地點：德國 Borussia Park Moenchengladbach
主辦：Deutsch-Chinesische Wirtschaftsvereinigung
（DCW）

香港海運周

17-23

地點：香港會議展覽中心
主辦：香港設計中心

9

專為女性企業家而設的年度創業獎，為具發展潛能的初創
企業提供機會，宣傳她們的公司。投資推廣署是此活動的
企業合作夥伴。

地點：阿姆斯特丹熱帶博物館
主辦：TEDxAmsterdamWomen

日本社群聯誼酒會

tedxamsterdamwomen.nl/start-up-awards

是次聯誼酒會旨在感謝日本企業為香港作出的貢獻。

地點：香港

年度酒會

主辦：投資推廣署（只限受邀者出席）

12

21-22

是次聯誼酒會旨在感謝內地及海外企業為香港作出的
貢獻。

2019亞太支付峰會•深圳站（PAS）

地點：香港

PAS將邀請業內人士前來參會，並對一系列與支付行業相
關的話題展開討論，包括亞洲最新市場監管條件、嶄新支
付科技和人工智能等。

主辦：投資推廣署（只限受邀者出席）

地點：深圳香格里拉大酒店
主辦：上海都賽資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www.duxes-finance.com/pay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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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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人工智能技術
融入到日常生活
先進人工智能應用方案供應商小 i 機器人於2001年在上海成立，
早前在香港設立亞太區總部。

香港是內地企業
邁向全球的
理想之地。
小 i 機器人
創始人及董事長
袁輝

小 i 機器人專注研發企業對企業（B2B）
人工智能（AI）應用方案，一直將 AI 技
術定位為企業「大腦」，推動企業數位
轉型。該公司曾向中國內地過千間大型
企業和政府機構提供 AI 應用方案，特
別是與人機對話和互動相關的應用方
案。目前，內地首50間銀行中超過八
成使用小 i 機器人人機互動客戶服務應
用方案。
2017年1月，小 i 機器人在香港科學園
成立首個香港研發基地。2018 年
11月，小 i 機器人在香港核心地帶中環
設立亞太區總部和 AI 體驗館。創始人
兼董事長袁輝在新落成的體驗館闡述
小 i 機器人決定在香港設立亞太區總部
的原因：
「香港是發展完善的國際大都
會，營商環境自由開放；頂級的金融中
心地位與多間馳名中外的大學為我們開
拓國際市場奠下穩固基礎。」
他補充：
「中國內地與香港文化交融。
香港是國際平台，國際貿易體制完備，

經驗豐富，是內地企業邁向全球的理想
之地。」
袁輝認為，香港可利用優越的地理位
置、成熟的金融體系、透明的管治模

從小 i 機器人在香港設立研發中心開
始，投資推廣署一直協助企業申請工作
簽證，提供交流機會和各類政府資助計
劃的相關資訊。

式，以及穩健的經濟基礎，配合政府的
大力支持，發展成為智慧城市。多年
來，小 i 機器人將 AI 應用方案推展到中
國內地各行各業，經驗豐富。袁輝深信

小 i 機器人


其公司能與港府合作，可以將普羅大眾
覺得模糊不清的概念，蛻變為每個人的
實際日常體驗，完成轉型科技「最後一
公里」。



創立於 2001 年的人工智能技術
公司  
2018 在香港設立亞太區總部和
AI 體驗館

w xiaoi.com

除香港以外，小 i 機器人在深圳和廣州
均設有辦事處。展望粵港澳大灣區即將
帶來的龐大機遇，袁輝計劃與多間當地
大學合作，培育約1,000名區內 AI 專
才。他強調：
「大灣區為 AI 專才提供規
模龐大的場景讓他們發揮，除了自己培
育人才，相信亦能吸引全球各地的專才
來到區內發展。」

觀看影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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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金融科技公司提供
個人化金融服務解決方案
看準亞洲區的龐大潛力，Ebury 於 2018 年進駐香港，銳意在區內不斷增
長的金融科技生態系統中分一杯羹。
Ebury 在全球各個主要國際城市設有

Ebury 中國總監葉青青補充：
「除

25個辦事處，服務超過40,000名客

了政府的大力支持外，我們很多客

戶。該公司專責為大型企業及中小

戶都是與香港和亞洲其他市場有緊

企提供跨境金融服務，包括貿易融

密連繫的入口商，所以，香港是將

資貸款、外滙服務、現金管理和風

業務擴展至內地和亞太區的理想選

險管理解決方案。2018年，Ebury

址。」

取得金錢服務經營者（MSO）牌照
後，其香港辦事處正式成立。Ebury
香港團隊專責為本地公司提供 Ebury
的核心外滙服務。

Ebury 形容他們有別於傳統銀行。
提供度身訂造的金融服務，令他們
成功在高度競爭的市場中脫穎而出。
譚振祥補充：
「除了技術創新外，

金融科技的理想之地

我們的專責團隊也致力為客戶提供

Ebury 香港分部董事總經理譚振祥表

觀的遠景和優勢，成功與本地商業

示，香港是百家爭鳴的金融科技樞

社群建立起互信文化。」

紐。他說：
「過去幾年，香港特別
行政區政府一直積極推行各項金融
科技的舉措，例如虛擬銀行牌照、
轉數快（FPS）和一年一度的香港金
融科技周。」 這些舉措改變了大眾
對數碼金融產品的觀感，並獲得本

卓越服務。香港團隊為我們帶來樂

於香港成立之初，投資推廣署已一
直對 Ebury 給予支持。透過投資推
廣署擁有的龐大脈絡，Ebury 香港
團隊接觸到不少業務機遇，並能夠
在本地社群中提升其企業形象。

地社群的正面肯定，繼而讓 Ebury
提供的創新服務獲得更高的認受性。

過去幾年，香港特別行政區
政府一直積極推行各項
金融科技的舉措。

Ebury




Ebury
香港分部董事總經理
譚振祥

於歐洲、美國、中東、澳洲和
亞洲一共設有 25 個辦事處，
並即將於上海和新加坡增設
兩個辦事處
香港辦事處聘有12名員工，負
責客戶關係、後勤和管理工作

w ebury.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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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故事，
每日早上新鮮出爐
SCMP Morning Studio 利用集團資源，
開拓敘事新模式。

116多年來，總部設於香港的國際傳媒
界翹楚《南華早報》
（SCMP）一直是全
球新聞用戶具權威性及公信力的資訊來
源。為幫助品牌商與廣大的讀者群聯繫
起來，該集團於2018年成立一個名為
Morning Studio 的創意團隊，提供一整
套包括定製出版、活動策劃及契合品牌
的內容的解決方案。

家、品牌策略師、多媒體設計師和音訊

到的下一個頁面。出版數碼化還允許

及視頻製作人。香港是一個樂於接納不

媒體實時作出回應。」

同文化和創意的活力都會，匯聚了來自
世界各地的人才。林潔恩表示：
「《南華
早報》總部設於香港，加上屢獲殊榮的
創意團隊幫助集團開拓新的業務領域，
為此我們感到自豪。」

受眾參與是關鍵

SCMP 廣告及市場策劃部副總裁林潔恩
解釋道：
「Morning Studio 的成立宗旨
隨著受眾日益傾向使用能夠讓他們輕
是講述品牌故事，其核心價值和 SCMP 鬆管理資訊汲取的數碼平台，林潔恩
一致，都是以創作內容為使命。我們的 認為內容創作和汲取的方式將發生翻
願景是將亞洲人與事轉化成文字，傳播 天覆地的變化。「參與度成為了一個極
到世界各地。我們創作的品牌內容能透 重要的關鍵績效指標。」她如是說：
過 SCMP.com 觸及全球數以百萬計的
「為派送內容獲得更佳的效果，傳媒現
讀者，不論是行文風格、獨到性還是人
在都投資製作吸引人的影片、信息圖
工智能派送均與 SCMP 看齊。」
和動畫，還開發人工智能和優化搜尋
成立不到一年，Morning Studio 便聚集
了一眾來自國際新聞機構及出版商的頂
尖人才，包括世界一流的記者、敘事專

引擎。我們可以知道在某個時刻有多

林潔恩相信，隨著業務不斷發展，
Morning Studio 將透過分享我們的洞察
與分析來凝聚市場推廣領袖的群體。她
解釋指：
「Morning Studio MasterClass
是我們致力就不同主題提供見解、趨
勢和最佳做法的絕佳例子之一，這些
主題包括探討廣受歡迎的網絡影片、
高效內容派送以及與 Z 世代聯繫。」
她寄望投資推廣署能藉由提供宣傳支
援、交流活動及供應商網絡，協助全
球及地區營銷人員明白，SCMP 已超越
了傳統出版商的範疇。林潔恩說道：
「我們是一家結合優質內容、受眾數據
和見解，為品牌提供最有效營銷的媒
體科技公司。」

少人正在閱讀一篇報導、他們在一個
頁面停留了多長時間，以及他們跳轉

《南華早報》總部設於香港，
加上屢獲殊榮的創意團隊
幫助集團開拓新的業務領域，
為此我們感到自豪。
南華早報（SCMP）
廣告及市場策劃部副總裁
林潔恩

南華早報（SCMP）




創辦於 1903 年，總部設於香
港，現有 1,000 名員工
Morning Studio 是一個由20名
員工組成的創意專責團隊，專
門製定契合品牌的內容、執行
定製出版、活動概念及創意解
決方案

w morningstudio.scmp.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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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華電集團有限公司在港設立

企業財資中心

除了能令集團集中管理境外資金和融資活動外，此舉更是中國華電集團有限公司
邁向國際的里程碑。

香港在配合和支持『一帶一路』
擁有獨特優勢，可以提供全方位
金融及專業服務，有利內地企業
集中管理其海外業務。

前香港金融管理局助理總裁李永誠（左），中國華電總會計師
邵國勇（右）

中國華電集團有限公司
總會計師
邵國勇

中國華電海外資產管理有限公司的母公

他補充，香港政府修訂法例為在港設立

司是中國華電集團有限公司（中國華電）
。

企業財資中心的企業，提供極佳的稅務

中國華電是國有發電企業，屬於國務院

優惠之餘，更推出「債券資助先導計

國資委監管的特大型中央企業。

劃」，向首次來港發債的合資格發債人

中國華電海外資產管理有限公司於
2018年3月21日正式在香港註冊成立。
作為中國華電唯一的境外資金管理和

提供資助。隨着相關配套政策不斷完
善，香港為來港發展的內地企業營造了
良好的經營環境。

融資平台，中國華電海外資產管理有

中國華電看準「一帶一路」帶來的機遇，

限公司專門負責集團內海外企業的財

大力拓展國際版圖。中國華電海外資產

資活動管理。其主要職責為處理集團

管理有限公司作為中國華電的財資中

境外成員賬戶、進行資金管理、資金結

心，為中國華電位於不同海外國家或

算、融資管理、風險管理及受託境外

地區的企業成員提供服務，包括西班

債券資金管理等。

牙、印尼、新加坡、越南、柬埔寨、

總會計師邵國勇認為，憑藉與內地以至
全球各地市場的緊密聯繫，香港具備優
越條件發展成為亞太甚至全球基建項目

加拿大等國家或地區。截止2018年
底，中國華電已經在全球30多個國家
或地區開展全球性的合作計劃。

的投資、融資和資產管理中心。他說：

邵國勇表示，香港憑着其專業及優秀的

「香港在配合和支持『一帶一路』擁有獨

國際級人才，能夠為來港企業快速地實

特優勢，可以提供全方位金融及專業

踐管理目標及拓展業務。另一方面，香

服務，有利內地企業集中管理其海外

港人才市場流動性及透明度高，對於企

業務，及提高資金運用效益和管理風

業內部人才融合和快速成長都具有極大

險。」

作用。

目前中國華電海外資產管理有限公司處
於起步發展階段，隨着管理職責及業務
規模不斷擴張，公司將加大本地員工招
聘力度，逐步充實員工隊伍。而公司的
長遠目標，是綜合金融服務功能基本齊
備，有系統地實現集團境外資金全過程
管理，充當集團及境外成員的企業司庫。
他總結道：
「投資推廣署在我們公司設
立前期準備及在設立過程中與香港政府
各個部門溝通協調，中國華電對該署給
予的大力支持表示衷心感謝。」

中國華電海外資產管理
有限公司




中國華電在港發展多年，擁有
包括華電國際（01071.HK）、
華電福新（0816.HK）兩家在
港交所掛牌的上市公司
2018年於香港完成首次境外
債券發行

w www.chd.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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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 — 市場推廣公司的寶地
The Trade Desk（TTD）為廣告買家提供數據分析所得的策略，有利於他們
更精確地購入媒體廣告。

香港是許多跨國著名
品牌的立足地，因此
滙聚了眾多廣告商及
市場推廣商。
The Trade Desk
北亞區資深副總裁
楊大耀
科技快速發展，影響每個行業，包括廣
告等傳統行業。TTD的宗旨，是透過需

媒體及創意中心

求方平台工具，為廣告買家提供支援服

楊大耀身為香港人，認為這座城市有利

務，使他們能夠運用數據分析所得的策

於TTD蓬勃發展。他認為：「香港作為

The Trade Desk

略，有效地規劃、預測及購買數碼媒體

媒體及創意中心的功能有賴於對想法及



服務。在短短十年間，TTD已成為程式

人才的包容，以及與同區城市及國家的

化廣告界的先驅，幫助廣告客戶對準不

相互作用及聯繫。香港有很多人才，此

同媒體渠道及裝置上的特定客戶群。

點不得不歸功於多間大學，此外亦不可

自2017年在納斯達克上市以來，TTD

忽略此地對外來人才的接納。對於初到

已成為全球發展最快、盈利能力最強的

香港的同事來說，要他們相信這裡是生

廣告科技公司之一。

活與工作的好地方，太古廣場寫字樓的

於 2009 年在美國加州成立。
2015 年，其香港分公司成立，
成為大中華區及北亞區的樞
紐，以及 TTD 的區域市場推廣
基地

分公司於2015年開業，現在有45位成

TTD有計劃擴大其工程師及客戶服務團

員，專注於業務拓展、銷售、市場推

隊，並為有興趣多了解程式化廣告的

已於納斯達克上市，於全球各
地共有 23 個辦事處，員工人數
超過 800，公司宗旨是致力於
為廣告買家提供雲端式需求方
平台的支援服務

廣、技術支援。TTD北亞區資深副總裁

人士安排定期活動及開放日。他說：

楊大耀表示：「香港是許多跨國著名品

「香港對於我們公司的發展有攸關重要

w thetradedesk.com

牌的立足地，因此滙聚了眾多廣告商及

的作用。這裡作為區內的市場推廣樞

市場推廣商。全球最大的廣告商都在這

紐，本身就是重要的市場。憑藉與日本

裡，而且香港亦是通往內地的門廊。隨

及韓國的緊密聯繫，香港獲選為北亞業

著我們大量供應百度、阿里巴巴、騰訊

務的營運基地，實在理所當然。而且考

的中國廣告欄位，讓國外品牌得以在

慮到香港為我們在內地所有活動所發揮

內地購入廣告，品牌及廣告商均深表

的門廊作用，其角色有雙重價值。」

TTD現時在全球設有23個辦事處；香港

興趣。」

偉景本身就可成為有力的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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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信賴的
寶石資源
GIA 美國寶石研究院擴充其香港鑑
定所，以更有效支持該地區蓬勃發
展的珠寶市場。

人們在選擇鑽石時，一般都注重以下
4C 評級，分別為顏色（Colour）、淨
度（Clarity）、切磨（Cut）和克拉重量
（Carat weight）
。這個國際認可的鑽石
分級系统 TM 實際上是由 GIA 於1953年
所創的。該獨立非營利機構自1931年
在美國成立以來，一直致力提供關於寶
石和珠寶的知識、制訂標準和支援相關
教學。
由於香港擁有730萬人口，年訪旅客量
更高達5,600萬。地理上不但鄰近中國
內地這個持續增長的消費市場，還擁有
龐大的人才庫，加上城中遍佈信譽良好
的珠寶零售商。綜合以上原因，GIA
自2008年已開始在香港提供鑑定所服
務，到2010年發展成為更全面性的鑑
定所，專注於寶石評級、鑑定報告和
證書等服務。目前，除了最近建於
九龍灣、擁有200多名員工的鑑定所
（是其繼美國總部後的第二大鑑定所）
外，GIA 亦在中環設立服務中心，以方
便客戶安排提取。

投資推廣署所提供的協助
對於尋求積極在港拓展業務的
企業來說非常有意義。
GIA 鑑定所
執行副總裁兼鑑定所及研究首席官
Thomas Moses

具教育性的資源
除了檢測和開證服務，GIA 更為希
望了解寶石學的人提供教學資源。
Moses 說道：
「GIA 自 1994 年起一直
25 周年。」
Moses 認為，投資推廣署在 GIA 的

Thomas Moses 解釋道：
「香港是世界

業務擴充路上提供了許多支援。「我們

上最重要的寶石和珠寶中心之一，因而

的目標是致力為鑑定所的客戶和學生

成為 GIA 的重要據點。隨著市場需求

提供優質服務。我們將繼續關注行業

增加，我們擴大了香港的鑑定所服務，

的市場發展和需求，以履行及提倡我

以更好地滿足客戶需求。我們將維持一

們保障消費者的使命。總括而言，
投資推廣署所提供的協助對於尋求
積極在港拓展業務的企業來說非常有
意義。」

黃鑽、彩色寶石，以及珍珠。 我們計
劃在未來兩年內進一步擴充團隊。」



在香港提供教學課程，剛好迎來了第

執行副總裁兼鑑定所及研究首席官

貫的優質服務：評估 D 至 Z 級鑽石和

美國寶石研究院 –
GIA 鑑定所





成立於 1931 年，香港是繼美國
加州總部後的第二大鑑定所
香港鑑定所自 2010 年成立以來
擁有 40 名鑑定師，發展至目前
有 200 多名員工
GIA 的香港分校提供寶石學和
珠寶設計的日間和夜間課程

w gia.ed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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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電郵安全保護市場中
佔重要角色
梭子魚網絡旗下以雲端驅動的電郵及資料安全方案，在亞太區錄得增長。
設立區域總部的理想選址
雖然，梭子魚早於七年前已進駐香港，
但一直至2019年，該公司由上市公司
轉回私營機構後，其實體辦事處才正式
成立。Forbes-May 解釋：
「自從私有化
後，我們的業務錄得前所未見的增長。」
作為梭子魚的區域總部，香港辦事處目
前負責銷售、續期、市場推廣及招聘等
工作，而隨著業務規模擴大，將來更有
可能會兼任訂單處理及財務工作。

梭子魚網絡（Barracuda Networks）於
16 年前成立，推出電郵保護產品。創
辦人當時作為互聯網服務供應商，卻
找不到一個他們能夠負擔得起的阻止
垃圾郵件產品。加上市場對價格低廉
的電郵保護方案需求出現極速增長，
這家總部設於加州的網絡公司最終成
功實現矽谷夢。其後，梭子魚雖曾購
入其他技術，但始終恪守其核心業
務，專注其作為全球供應商的角色，
繼續提供以雲端驅動的電郵安全及資
料保護方案。

梭子魚網絡亞太區及日本銷售副總裁
James Forbes-May 表示：
「經梭子魚
裝置處理的電郵，每天約有10億封。
網絡罪犯越來越機智，他們會直接向員
工下手。隨著近年全球各地許多大型企
業因爆發資料外洩事件而遭受罰款，各
界開始意識到資料保護的重要性。資料
已成為新一代的石油或黃金，所以我們
採取最嚴密的措施保護這項對企業重要
的資產。有許多方法可以將資料加以利
用，然後從中獲利，所以一旦資料落入
不法之徒手中，後果可能不堪設想。」

香港是設立區域總部的理想
選址，因為這裡提供大量
優秀人才和機會。
梭子魚網絡
亞太區及日本銷售副總裁
James Forbes-May

Forbes-May 表示：
「香港是設立區域總
部的理想選址，因為這裡提供大量優秀
人才和機會。」梭子魚團隊都是聘請一
些適應力高、應變能力強、可應付挑
戰的人才。他補充說：
「香港人口超過
700萬人，是一個擁有高學歷水平的多
元化社群，也不乏赴海外升學的機會。
這些因素都為我們這樣的一眾僱主帶來
多才多藝、具有亞太視野的成員。」
與投資推廣署合作超過 10 年，ForbesMay 形容投資推廣署提供的服務難能
可貴，包括聯誼機會、申請工作簽證和
切合本地情況的意見。他表示：
「投資
推廣署非常熱心幫助我們，而且十分耐
心及熟識商業運作。隨著我們在香港擴
展，我們很高興與他們建立夥伴關係。」

梭子魚




於 2002 年成立於加州洛思阿圖
斯，梭子魚網絡是一家提供以
雲端驅動的電郵安全及管理、
網絡及應用安全，以及資料保
護方案的供應商
其設於香港的區域總部於2019
年成立實體辦公室，員工數目
已增至 25 人

w barracud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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餐饗直送府上
戶戶送（Deliveroo）透過開發外送廚房、Food Market，以及為酒店和
企業而設的送餐服務，為生活繁忙的香港人送上頂尖餐廳美食。

在香港營商是明智之舉，
因為香港具備許多訓練有素、
高學歷而且高技術的人才。
香港人崇尚科技，對新意念
的接受程度高。
戶戶送
總經理
羅家聰
香港餐廳林立，素來以提供大量各

區設實體店的餐廳，他們還設立只

營商首選之地。他表示：
「在香港創

式美食選擇而聞名於世。與此同時，

提供外送服務的廚房「戶戶小廚」，

業是明智之舉，因為香港具備許多

香港人生活節奏忙碌，用膳習慣亦

以支援合作夥伴備餐。集團設計及

訓練有素、高學歷而且高技術的人

正在改變。戶戶送香港及台灣區總

建造適合夥伴餐廳需求的廚房，餐

才。香港人崇尚科技，對新意念的

經理羅家聰看準機遇，將總部設於

廳遷入後便可馬上準備精美菜餚遞

接受程度高。香港是我成長的地方。

英國的食物外送服務引進他土生土

送到香港各區。「戶戶小廚」提供回

所有美食愛好者，不論年紀，他們

長的城市。自 2015 年年底成立以

應各區顧客的口味和偏好的貼心餐

都是顧客群中重要的一分子。以此

來，戶戶送在香港迅速增長成為

飲選擇，成功協助餐廳合作夥伴增

類推，大型企業和中小企希望能夠

主要業界持份者，市場佔有率超過

加盈利多達四倍。

留住優秀的員工，所以會在工作場

六成。

另外，戶戶送 Food Market 是一個

羅家聰表示：
「我們採用的系統以

直接面向消費者的零售地點，配備

強大的預測技術為基礎，能估算出

廚房空間，鼓勵餐廳合作夥伴推出

最具效率的配送訂單方式，並成功

嶄新餐飲概念。Food Market 設於

令平均配送時間縮短近兩成。我們

西營盤，目前共有5間餐廳進駐，

的數據計算亦幫助到餐廳改善備餐

提供18種餐飲概念。羅家聰表示：

效率。」

「我們正與不同學生會商討全新合

所提供食物，作為給予員工的獎勵。
我很高興能夠成為推動餐飲革命的
一分子。」

戶戶送


作計劃，探索如何在香港進一步擴

於 2013 年成立，總部設於倫
敦，戶戶送是一間食物外送服
務供應商，目前業務遍佈全球
超過 500 個城市

餐飲業起革命

大 Food Market 的規模。」另外，

戶戶送預計到2019年年底，其餐廳

服務、企業活動及辦公室小食提供

合作夥伴將由4,000間增至6,000間。

額外選擇；而網上服務表現反饋工

根據資料顯示，戶戶送服務令其餐

具 Restaurant Home and Marketer

廳合作夥伴的盈利平均增加達三成。

則能協助餐廳制定貼心周到的推廣

自2015年成立至今，戶戶送香
港目前聘有120名員工，自僱
送餐專員人數多達4,000人

到2019年年底，其服務將覆蓋香港

優惠，讓他們更有效地管理業務。

18區中的17區。對於沒有在某些地

對羅家聰而言，香港可謂企業家的

w deliveroo.hk

Deliveroo for Business 為酒店送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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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基於香港金融體系的優勢
山證國際扮演全方位橋樑的角色，助山西省及其他內地企業面向世界。
近年山西省透過對外融資，對外接軌，
積極發展經濟。為進一步加快發展，必
須借助成熟的資本市場來催化和帶動各
類投融資活動。山西證券股份有限公司
（山西證券）通過收購及注資格林大華
期貨（香港）有限公司（後於2016年2月
更名為山證國際金融控股有限公司，
（山證國際）），作為山西證券的全資海
外全功能平台，為客戶提供專業、一站
式的環球證券、期貨及期權產品投資、
環球資產配置、企業海外融資及併購服
務、大宗商品貿易服務等。

行政總裁謝尚禮表示，香港是面向世界
的財富管理中心，不但擁有較完善穩定
的法規、簡單而低稅率的稅制，而且資
金高度流通與開放。他說：
「在境內外
的資源互相配合下，香港成為『一帶一
路』的投融資重要平台，亦是協助中國
內地企業『走出去』的橋樑。」公司目
前主要的業務集中於內地和香港市場，
亦有客戶跨越山西、京津冀、長三角、
大灣區等區域，公司藉着香港成熟穩健
的金融體系，幫助更多企業邁向國際。

在境內外的資源互相配合下，
香港成為『一帶一路』的投融資重要
平台，亦是協助中國內地企業
『走出去』的橋樑。
山證國際金融控股有限公司
行政總裁
謝尚禮

關鍵在於人才
山證國際為了從市場上的其他競爭對手
中脫穎而出，他們積極推出更多差異化
產品及服務，包括債券通、貿易金融、
投資及交易所買賣基金（ETF）等。憑藉
熟悉本地金融體系的人才團隊，利用他
們的市場知識和專業才能，配合母公司
山西證券的支持及境內協同，引領公司
不斷前行；有效發揮金融中介的功能，
促進資本市場運作，服務客户與實體經
濟。
謝尚禮亦留意到區內強大而多元化的人
才庫。香港政府在這方面不遺餘力實施
多項措施，培育菁英，全力支持香港的
發展與成長，以鞏固其國際金融中心的
地位。
謝尚禮總結：
「投資推廣署一直協助
山證國際在香港持續發展。不但幫助公
司節省尋找合適資源的時間及資金，還
為我們與相關的人脈穿針引線，建立起
聯繫。」

山證國際金融控股有限公司




為山西省境外的金融機構重要
窗口  
目前在香港擁有 80 名員工，並
繼續擴大業務範圍及公司規模

w www.ssif.com.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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