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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資推廣署季刊	 2020年1月

2020年	
StartmeupHK創業節	
探索新一頁
2月10至15日

香港投資推廣署主辦“StartmeupHK創業節”，假香港會議展覽中心及南豐作坊
舉行一連六日的豐富活動，展現香港初創企業環境的多個層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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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的初創生態系統發展一日千里。2019年對初創企業的
投資達7.2億美元 *。  香港已有7間獨角獸公司涉足物流、
人工智能、金融科技、硬件、科技旅遊、加密貨幣交易等
不同領域。 

自2016年起，香港投資推廣署舉辦“StartmeupHK創業
節”，向大眾展示穩健的創業環境，以及海外創新領域創始
人、投資者、學者及社區建設者可把握的商機。 

* Oddup全行業隨影，2019年10月4日

2020年StartmeupHK創業節的重點活動包括：

w startmeup.hk	
	 startmeuphk	

	 #startmeuphk

The	Connected	
Cities互聯城市會議

10.02

	 （由畢馬威舉辦）

The Connected Cities互聯城市
會議展示未來一代城市生活的創
新項目。大會介紹世界各地多個
智慧 / 互聯城市及多項科技的示
例。此外還有智慧城市科技公
司出席。 

StartmeupHK論壇	
（由香港投資推廣署及	

11.02

	 阿里巴巴創業者基金舉辦）

這項僅供受邀者參加的重點活動
特別介紹政府的最新創新計劃項
目、政府在發展香港初創社區方
面的優先目標，以及香港成為領
先初創樞紐的實力。

JUMPSTARTER創業
盛典（由阿里巴巴企業家	

11-12. 
02

	 基金 /匯豐銀行舉辦）

一連兩日的JUMPSTARTER創業
盛典活動，將滙聚初創企業、多
間公司及投資者，一同建立、鼓
勵、促進初創企業社區的發展。
環球創業比賽由來自八個城市的
參賽者爭奪殊榮。

互聯零售體驗（由Bailey	
Communications舉辦）

本活動重點講解零售業的未來，
以及零售業經營者應如何利用其
資訊數據庫的力量。全球供應商
及潮流引領者講解零售業界的最
新科技進展；大會亦設有Pitch 
Stage及行業配對會議。  

生活品味科技大會	
（由 Jumpstart	Media舉辦）

13.02

生活品味科技大會邀請了多個行
業領先品牌，為參加者免費提供
超過600分鐘的小組環節及主題
演講。另外更有互動生活品味專
區，供參加者第一手體驗新的日
常生活科技。   

Startup	Impact	
Summit（SIS20）	

14.02

	 （由WHub舉辦）

本次高峰會包括招聘會、服務經
營者市集、初創企業及投資者工
作坊、主要及創新領域舞台、大
灣區舞台環節以及投資者貴賓
室，希望能提升初創企業的業 
務規模。全球初創企業比賽 
 （Global Startup Competition， 
GSC）更匯聚頂級初創企業參加
總決賽 。

11-12. 
02

生態系統高峰會	
（由南豐作坊舉辦）

15.02

本高峰會的重點，是研究能促進
及推廣香港成為全球創新實驗室
的方法。大會設有一系列小組會
議及圓桌會議，探討以教育及育
成方式培養企業人才、透過創新
令企業變革。 

有關門票及詳情：

聯絡方法
陳幗貞
初創企業主管

Z（852）3107	1014
m jchan@investhk.gov.hk

外地朋友如有意前來香港參加活
動，我們的合作航空公司、酒店及
共用工作空間可提供特別優惠。

有關詳情請前往：

https://www.startmeup.hk/festival-2020/visitor-inform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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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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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商業近況研討會及網絡聯誼會
本活動旨在為英國的企業提供關於進駐香港及開展業務的
資訊。
地點：Standard Chartered Bank, 1 Basinghall Ave, 
London EC2V 5DD
主辦：香港工商協會
 eventbrite.com/e/the-hong-kong-business-update-

tickets-82235505611

13-14

亞洲金融論壇
亞洲金融論壇匯聚了全球金融及商業界最具影響力的領袖， 
討論亞洲各個活躍市場的發展與趨勢。
地點：香港會議展覽中心
主辦：香港貿易發展局
 asianfinancialforum.com

16

創意產業、消費產品、旅遊及款待業研討會
本研討會將為香港各相關行業的客戶提供業內最新狀況。
地點：香港
主辦：香港投資推廣署（受邀請人士出席）

二月

24-27

全球流動通訊大會 — 巴塞隆拿
本活動是全球最大的流動行業展覽之一，其中的前膽分析
會議邀請了代表全球流動通訊營運商、設備製造商、科技供
應商、內容持有者的高層出席。香港投資推廣署將參與香
港展位，並會籌劃聯誼活動。 
地點：Fira Gran Via及Fira Montjuïc  
主辦：全球流動通訊系統協會（GSMA）
 www.mwcbarcelona.com

26

旅遊及款待業聯誼酒會
是次聯誼酒會旨在凝聚在香港的旅遊及款待業界人士。
地點：香港
主辦：投資推廣署（只限受邀者出席）

27

2020年亞洲貿易高峰會 
由《經濟學人》雜誌主辦的第二屆年度亞洲貿易高峰會，將
邀請到各大企業首腦、區域貿易磋商人員、重要官員、學者、
經濟學家聚首一堂，參加為期一天的學習會及進行激烈辯
論。
地點：香港JW萬豪酒店
主辦：經濟學人集團
 events.economist.com/events-conferences/asia/

asia-trade-summit 

三月

18-20

2020年亞太海事展（APM）
亞洲頂級的船舶行業展覽會及會議，將展示船舶界的概況，
包括服務及解決方案、科技、船舶設備、機械、供應品等。 
地點：新加坡濱海灣金沙酒店
主辦：勵展博覽集團
 apmaritime.com/en-gb.html 

19-21

香港巴塞爾藝術展
第八屆巴塞爾藝術展（Art Basel）將匯聚來自31個國家及
地區的244個頂級國際現代及當代藝廊，展出全球各地傑出
藝術家的作品。
地點：香港會議展覽中心
主辦：MCH Group Asia Ltd.
 artbasel.com/hong-kong

24

 “在港經商”商業研討會
適逢雅典的新春團拜活動，本商業研討會將提供有關在 
香港開展業務的最新資訊。
地點：Hellenic Federation of Enterprises, 5, Xenophontos  
Str., GR - 105 57 Athens
主辦：Hellenic Federation of Enterprises (SEV)、 
香港駐布魯塞爾經濟貿易辦事處及香港投資推廣署
 en.sev.org.gr

25

創意產業聯誼酒會
是次聯誼酒會旨在凝聚在香港的創意產業企業界人士。
地點：香港
主辦：投資推廣署（只限受邀者出席）

四月

3

2020年香港資訊及通訊科技獎
本獎項設立的目的是表揚及推廣傑出的資訊及通訊科技發
明與應用項目，從而鼓勵人才及企業不斷創新及追求卓越，
尋求更好的解決方案，滿足商業及社會的需求。
地點：香港
主辦：政府資訊科技總監辦公室
 www.hkictawards.hk

17

皇家特許測量師學會（RICS）香港2020年度會議
約500位RICS專業人員、政府官員、行業相關人員，以及
建成環境（built environment）的領袖將聚首一堂，就變
革趨勢表達意見及見解。
地點：香港W酒店
主辦：皇家特許測量師學會（RICS）
 rics.org/hkconf2020

由投資推廣署主辦      詳情請瀏覽本署網站：investhk.gov.hk

更多活動：

http://www.eventbrite.com/e/the-hong-kong-business-update-tickets-82235505611
http://www.eventbrite.com/e/the-hong-kong-business-update-tickets-82235505611
http://www.asianfinancialforum.com
http://www.mwcbarcelona.com
http://events.economist.com/events-conferences/asia/asia-trade-summit
http://events.economist.com/events-conferences/asia/asia-trade-summit
http://www.apmaritime.com/en-gb.html
http://www.artbasel.com/hong-kong
http://en.sev.org.gr
http://www.hkictawards.hk
https://www.investhk.gov.hk/zh-hk.html
https://www.investhk.gov.hk/zh-hk/events.html
http://www.rics.org/hkconf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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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在2019年10月，投資推廣署及政府統計處公佈共同進
行的“2019年有香港境外母公司的駐港公司按年統計調查”，
結果顯示香港繼續吸引及保留主要的海外及內地公司， 

政府最新調查顯示香港 
持續吸引跨國企業和初創公司

而且來自世界各地的企業家亦爭相利用香港作為基地發展
各種業務。

母公司主要來源地

中國內地 日本 英國 新加坡美國

有利因素

香港

境外公司在香港的數目 地區總部在香港的數目

8,754

2018

8,225

9,040

20192017

9.9% vs 2017

2018

1,530

20192017

1,413

1,541
9.1% vs 2017

資訊的自由
流通性

地理位置

簡單稅制及 
低稅率

自由港地位

71% 63%

59%
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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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創企業調查
與此同時，香港的初創企業持續蓬勃發展。香港在“全球
創新指數2019”中被譽為東亞、東南亞和大洋洲區內第三
最有創意的地區及被“全球新創生態系報告2019”列入 

全球頭25大初創中心。根據 Oddup的數據，今年投資在 
香港的初創企業的資金達7億2千萬美元，而香港正式擁有
7間“獨角獸”。

金融科技調查
2019香港金融科技周在11月4日至8日順利舉行，吸引了
來自超過60個經濟體的超過12 000人參與，並有約250
名世界級講者和逾150個參展商和初創企業。這活動亦 
吸引了10個來自世界各地的“獨角獸”和18個貿易代表團
參與。

根據投資推廣署最新的香港金融科技調查，香港有超過
600間金融科技公司，當中76%專注企業對企業（B2B）的
業務。他們涉及不同科技，如大數據、區塊鏈、保險科技、
規管科技、信用科技和財富管理科技等。

面對全球經濟的不確定性，香港的基本優勢如優越的 
位置、國際商業金融中心的地位和粵港澳大灣區發展及 

“一帶一路”倡議帶來的新機遇會持續吸引世界級的投資。

2019	fDi策略獎
在今年剛公佈2019年 fDi策略獎項（fDi Strategy 
Awards 2019）中，香港投資推廣署榮獲多項殊榮，
包括：

• 最佳網上宣傳策略 
• 教育及培訓專業獎項 
• 鼓勵創新專業獎項 
• 初創企業及中小企支援專業獎項 
• 支持科研專業獎項

全文見 : https://www.fdiintelligence.com/Locations/
Europe/Lithuania/fDi-Strategy-Awards-2019-the-
winners

資料來源：2019年初創企業調查

初創企業的數目

2,625

2018

2,229

3,184

20192017

42.8%	vs	2017

受僱人數	

9,548

2018

6,320

12,478

20192017

97.4%	vs	2017

59%	
香港

7%	
回流港人

創辦人的來源地

34%
美國	（15.4%）
中國內地（14%）
英國（12.5%）
法國（7%）

主要業務

金融科技	（14.3%）

電子商貿/供應鏈管理/	
物流科技	（10.7%） 

資訊、電腦及科技	（10.1%）

設計	（9.5%）

專業或顧問服務	（9%）

https://www.fdiintelligence.com/Locations/Europe/Lithuania/fDi-Strategy-Awards-2019-the-winners
https://www.fdiintelligence.com/Locations/Europe/Lithuania/fDi-Strategy-Awards-2019-the-winners
https://www.fdiintelligence.com/Locations/Europe/Lithuania/fDi-Strategy-Awards-2019-the-winners


CEPA服務貿易協議的修訂	
將進一步協助港商在內地設立企業
和發展業務
新一輪的開放措施將於2020年6月1日實施，這將使香港服
務供應商更容易在內地建立企業和發展業務。 此外，措施允

許更多香港專業人士獲得在內地執業的資格，並令更多香港
的優質服務供應給內地市場（包括粵港澳大灣區）。

重點：

6 專題報導

• 取消香港與內地律師事務所設立的合伙聯
營港方最低出資比例限制

• 允許法律執業者在內地同時受聘於不多於
3個內地律師事務所擔任法律顧問

• 允許香港法律執業者通過特定考試取得
大灣區執業資格

法律服務

• 內地保險公司在香港市場發行巨災債券

• 進一步放寬業務範圍限制，取消資產要求
和持股比例限制

• 豐富兩地互聯互通的交易品種

金融服務

• 取消香港檢測機構可與內地機構展開合作
提供之內地強制性產品認證（CCC）制度
檢測服務的地域限制，以覆蓋在任何地區
加工或生產的產品。

檢測認證

• 港商可跨境在內地舉辦展覽，無需在內地
成立公司

會議和展覽

• 優化由香港入境的外國旅遊團進入珠三角
地區和汕頭市停留144小時免簽證政策

旅遊

• 取消引進劇和動畫片的數量限制

• 放寬播放數量及和時間方面等限制

電視

詳細資料，請瀏覽：

https://www.tid.gov.hk/sc_chi/ce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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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吸引更多企業在香港開展科研業務，從而推動創科發展，	
新的原授標準專利制度在2019年12月19日實施，旨在加
快專利申請，增加便利性並減省專利申請成本。

在知識產權署的原授標準專利制度下，發明人可以直接提
交申請，並由香港的專業審查員在本地評估其設計。此外，
香港擁有自己的專利評估機制，能為專業人士培育專利生
態系統，為發明者提供專業意見，保護及並將產品商業化。

新專利制度
新專利制度使以下類別的專利得以在香港申請：

通過以下途徑申請具有長達20年保護其的標準專利 :

•	在本地新設立的直接原授專利途徑（OGP），或

•	既有的“再註冊”途徑（其建基於一項已在較早前於內地	
或英國的專利當局或歐洲專利局提交的相應專利申請）

通過既有途徑直接在本地申請具有長達8年保護期的	
短期專利。

短期專利制度的優化措施
•	一項短期專利申請可包含最多兩項獨立權利要求

•	一項短期專利的擁有人或具合理理由	
或正當商業利益的第三方可請求	
專利註冊處處長對該項專利進行	
實質審查。有關請求是展開強制	
執行的法律程序的先決條件

•	就一項未經實質審查的短期專利而言，當某人以將提起
侵權訴訟來威脅另一人時，須應任何因該威脅而受屈的
人的要求，提供充足資料，以識別該項涉案專利。否則，	
該受屈的人可能有權以受無理威脅為由而獲得濟助

某些具混淆或誤導性的名銜或描述與專利實踐有關的都將
被禁止在香港使用。

這些新措施體現了香港對提高知識產權保護的承諾，並將
促進香港作為創新和知識產權貿易中心的長遠發展。

香港將實施 
可在港申請的專利制度

詳細資料，請瀏覽： 影片介紹：

https://www.ipd.gov.hk/sc/intellectual_property/patents/New_Patent_System.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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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孔德秋表示：“通過與騰訊的緊密
合作，我們可以利用到雲端技術和龐大
的客戶數據庫以開發滿足客戶需求的產
品。”

香港網上保險業持續增長

孔德秋認為香港的競爭優勢有助 Blue
的成立及發展。“香港擁有世界一流的
基礎設施、法制和多元的人才庫。它也
是國際金融樞紐，擁有完善的金融市場
互通和通向大中華市場的門戶。”

他補充說：“粵港澳大灣區和擬議的 
‘保險通’均令人振奮，或可為香港整
個保險業及我們公司的業務提供可持續
增長的主要動力。大灣區亦成為香港保
險業及整個金融業發展的推動力。”

隨著人工智能、區塊鏈、雲端技術和大
數據等技術的日益普及，香港正逐漸採
用及發展保險科技。孔德秋認為，保險
業所有持分者之間，以至整體金融業之
間的積極合作，將進一步促進保險科技
在香港和整個地區的發展。 

網上保險品牌 Blue於2018年推出，是
英國保險公司 Aviva、亞洲投資專家高
瓴資本和環球科技巨頭騰訊的合資企
業，透過其平台提供簡便快捷、靈活自
主和物有所值的保險產品，消除廣大消
費者的痛點，並以革新的方式與客戶一
起重塑保險業的未來。

Blue提供的保險產品和定價系統相當
透明，讓客戶能夠自行選擇保障範圍，
做出明智決定。目前，該公司提供三項
免除佣金的產品，涵蓋人壽、危疾及個
人意外保險。人壽保險計劃允許客戶可
按生活不同變化靈活更改其計劃的保障
額、保障期和保費繳付期，相比一般保
險市場上的限制性條款更具彈性。

作為保險業內首家推出一站式網上壽險
業務的公司，Blue的平台更運用了騰
訊的創新科技，包括自動人臉識別、電
子 KYC程序、網上即時交易篩查、網
上即時核保和數據分析。這種全數碼化
方式改變了複雜的投保程序和耗時的 
保險購買過程。Blue行政總裁兼執行

Blue
	Blue成立於2018年9月，是	
香港首家網上人壽保險	

	目前擁有約100名員工，主力
負責資訊科技和市場營銷事務	

 w blue.com.hk 

網上保險品牌	
瞄準大灣區機遇
Blue為全港首間全數碼化人壽保險公司，	
提供簡便靈活的保險產品。

對於希望在香港站穩陣腳的公司而言，
孔德秋建議他們與投資推廣署等本地組
織建立聯繫，以至從規劃到擴張的過程
中都均取得他們的寶貴意見和大力支
持。他說：“投資推廣署提供全球網絡，
是連接不同業務的絕佳平台。我們期待
與投資推廣署合作，促進香港的金融科
技發展。”

香港擁有世界一流的基礎設施、
法制和多元的人才庫，同時亦是
國際金融樞紐，擁有完善的金融
市場互通網絡，通向大中華市場。

Blue
行政總裁兼執行董事

孔德秋	

http://www.blue.com.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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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喜茶僱用了100多名全職前線
以及後勤員工，後者的職能包括財
務、人事、業務發展、品牌推廣及
研發。喜茶香港團隊同時也負責新
加坡的品牌推廣活動。 

未來數年，喜茶會利用香港分公司
集中加快擴充，現正籌備開設更多
分店，包括位於觀塘的第九間分店。 

“在籌備初期，香港投資推廣署為我
們提供了度身訂造的服務，幫助我
們在港起步，包括與地產商聯絡，

2012年，對茶飲熱愛的聶雲宸留
意到，當地市場的茶類飲品質素參
差，選擇亦相當有限，於是在江門
的一條小巷（江邊裡）開設飲品攤，
出售芝士奶蓋綠茶。短短七年之間，
喜茶已經由一個20平方米的飲品攤
檔搖身一變，成為全球30個城市設
有300多間分店，在茶飲市場佔據領
導地位的品牌。  

喜茶聞名之處，是能特別滿足千禧
世代及 Z世代顧客的口味，以不同
食材創製新的口味組合。憑借最暢
銷的芝士水果茶，喜茶的分店經常
大排長龍。品牌總監陳俊岱說﹕“目
前，我們超過六成的顧客年齡介乎
18至30歲，其中女性佔多數，這個
顧客群不只追求新穎和具創意的產
品，而且重視產品的‘顏值’及優質
服務。” 

他補充：“我們會不斷開發新口味、
為各分店度身訂造獨特裝修、加強
客戶體驗與服務，希望為新一代的
茶文化添加活力，將茶文化引領到
新的高峰。” 

通往國際市場的門戶

2018年，喜茶在新加坡開設第一間
海外分店，同年又在沙田開設第一
間香港分店，並在一年內加開七間。
陳俊岱表示，香港對於喜茶具有絕
佳的戰略位置。“香港是國際大都 
會，是喜茶走向全球的重要踏腳
石，又是享負盛名的美食聖地，市
場開放成熟，是推廣餐飲品牌的理
想市場。”  

陳俊岱補充：“許多內地公司將香港
作為通往國際市場的門戶。香港的
經濟環境亦有利於這些公司擴大業
務規模。”  

內地茶飲品牌喜茶在香港及亞洲加速擴張。

喜茶
	喜茶目前在內地有300多間分
店；香港有8間、新加坡3間

	觀塘的新店特別設有自取服務
鎖櫃，顧客可以用應用程式遙
距訂購，省卻排隊時間

  w heytea.com

喜茶
品牌總監
陳俊岱

香港是國際大都會，是喜茶走向全球
的重要踏腳石，又是享負盛名的	
美食聖地，市場開放成熟，是推廣	

餐飲品牌的理想市場。

為新世代重新定義品茶文化

尋找合適的位置，並在申請牌照方
面提供協助。他們的工作對於我們
的持續擴充有極其重要的作用。” 

http://www.heyte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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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積極支持、鼓勵營商

2019年初，CurrencyFair在香港設立
了分公司，視之為其亞洲樞紐。預計
到2020年，他們在香港的銷售額及營
運人手均會倍增。Byrne透露﹕“亞洲
市場長久以來一直是我們增長策略的一
部分。香港政府一直大力支持金融科技
業，提供資金幫助及推出新措施，又有
優秀的基礎設施以及非常有力的有利商
業政策。” 

他補充﹕“此外，大多數香港人都精通
中英雙語，因此這裏是企業進入亞洲或
開展國際業務的理想之地。香港憑借其
固有的健全法律及金融系統，不論對已
發展穩定的企業或初創企業均同樣非常
吸引。香港距離中國內地只有30分鐘

CurrencyFair約於十年前成立，其宗
旨是為所有人提供合理相宜的金融服
務。CurrencyFair現已發展成為其中一
間主要的國際匯款公司，服務對象包
括消費者及企業。其網上平台提供安
全、快速、方便、透明的匯款服務。據
CurrencyFair所述，他們的國際匯款費
用可低至傳統銀行的五分一。 

CurrencyFair行政總裁 Paul Byrne說
道：“客戶體驗是 CurrencyFair引以自
豪的賣點。客戶將資金託付了給我們，
因此我們明白，當他們有疑難時，能否
聯絡到我們對他們而言非常重要。我們
安排了人手每天解答各種問題，並會不
斷更新常見問題及答案資訊，確保客戶
能隨時得到所需的所有答案。” 

CurrencyFair
	CurrencyFair成立於2010年，
總部位於愛爾蘭，為消費者及
企業提供跨國匯款服務	

	其擴充計劃包括在2019年在	
香港設立亞洲總部，並聘請了
20人	

 w currencyfair.com 

國際匯款
之選
CurrencyFair	為海外匯款
服務，提供更廉價、更簡便
的另類方案。

車程，對跨境業務而言相當簡便，使我
們能夠與中國內地伙伴建立關係。”

Byrne認為，香港的策略位置極之適合
任何跨國公司進入內地市場。“香港是
我們的亞洲樞紐，這地亦顯然是有意
進入中國內地的公司的門戶。內地市
場非常巨大，2016年向內地的匯款超
過610億美元。隨著我們的亞洲業務擴
充，進入內地是順理成章之舉。” 

Byrne在2019年大部分時間都在香港，
他感謝香港投資推廣署將 CurrencyFair
介紹予多個重要合作伙伴及顧問。他覺
得，這座城市活力四射。Byrne總結 
道：“這裡各式各樣的精采文化共冶一
爐，但同時又共同作工，合作無間。”

香港是我們的亞洲樞紐，
這地亦顯然是有意進入
中國內地的公司的門戶。

CurrencyFair
行政總裁
Paul	Byrne

http://www.currencyfair.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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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發集團於1980年成立，是珠海最大
的國有企業之一。自2016年以來，
華發的業務已遍及中國內地60多個城
市，已成為“中國企業500強”之一。
該公司的核心業務涵蓋多個領域，包括
城市營運、房地產開發、金融及工業投
資、商業服務、現代服務。 

為了把握粵港澳大灣區（大灣區）的宏
大發展，華發的房地產板塊已在多個城
市群中開發了多個混合用途發展項目，
包括位於珠海商務中心區、毗鄰珠海國
際會展中心的珠海中心。    

其營銷管理中心總經理張軍認為：“大
灣區發展規劃綱要強調整合核心城市、
強化資源及增加資本流動的重要，這點
為我們創造了偌大機遇。”

隨著政府致力令這座城市變得更為宜
居，珠海近年來吸引了中國內地及香港
許多有意買家。有見大眾對大灣區物業

（尤其是珠海地區）的興趣日益濃厚，
華發於2019年4月在香港設立了展覽

增長亦極之快速。港珠二市應繼續發揮
各自優勢，加強區域一體化，並捉緊大
灣區的空前機遇。 

把握大灣區機遇
有見珠海市地產業務正在快速增長，華發在香港設立了展覽廳，
希望能進一步打入市場。

廳，用以推廣其投資組合。展覽廳同時
亦是展覽平台，讓大眾了解珠海在大灣
區計劃之下的未來發展，以及其房地產
潛力。 

張軍指：“香港買家佔我們珠海房地產
銷售的百分之八，其中有些項目的比率
更達百分之十，顯示出令人興奮的市 
場機遇。區內的基建設施增長快速， 
例如港珠澳大橋，必能刺激大灣區的市
場。”

他續說：“以我們最優越的項目— 華發
山莊為例。作為吸引香港高端客戶的其
中一項主打項目，我們特別邀請國際設
計及建築公司參與，務求優化華發在高
端房地產項目方面的發展，為不同客群
提供更多選擇。”

他補充，大灣區的總人口約有7,000萬， 
佔中國內地總人口的百分之五，其巨大
的市場機遇不容錯失。 

張總結說，儘管香港是知名國際金融中
心，但珠海自80年代建市以來，經濟

區內的基建設施增長快速，
例如港珠澳大橋，	

必能刺激大灣區的市場。

華發集團
營銷管理中心總經理

張軍

華發集團
	華發總部位於珠海，業務遍及
中國內地以及香港、澳門、	
特拉維夫、三藩市等

	華發與珠海市政府緊密合作，
透過現代化服務及城市改造項
目實行國家城市策略

 w www.cnhuafag.com 

http://www.cnhuafag.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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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往亞洲市場的門戶

品牌煥新後， Pinkoi銳意加深拓展亞
洲各重點市場，今年更在港設立其
台灣以外首間辦公室。據顏君庭說，
香港的消費者具國際視野，能洞察
市場方向，有利品牌在亞洲市場發
展。他補充道：“香港是亞洲重要的
國際窗口之一，擁有多元的消費族
群，讓我們能接收國際市場的第一
手資訊。”

目前，Pinkoi在香港約僱用了 10 名
本地員工。香港團隊主要負責本地
設計品牌招募、行銷營運與業務發
展等項目。顏君庭認為，香港人才
普遍具國際視野，行動力強且外語
能力好，是營運跨國市場企業不可
或缺的人才。

台灣設計品牌平台 Pinkoi 成立於
2011年，是亞洲數一數二的設計購
物及體驗平台。公司以“茁壯亞洲設
計生態圈”為使命，透過電商平台、
體驗活動、文創創投等渠道提供設
計品牌成長所需的養分，並期許為
市場帶來更多國際級的設計品牌。
於 Pinkoi 營運的品牌超過14,000
間，而會員人數更接近三百萬。同
時，公司於八年間將業務拓展至日
本、泰國、香港、澳門、內地、美
國及加拿大等地，足以證明 Pinkoi
在亞洲市場的魅力。

從電商起家的 Pinkoi於去年進行了
品牌煥新計劃，同時擴充業務範疇。
除了網購平台外，去年成立了手作
工作坊平台“Pinkoi Experience”，
今年更在香港開設全球首家實體店。
位於 The Mills 的 Pinkoi Shop強
調空間策展和顧客體驗，每月均設
不同主題及舉辦展覽和工作坊等活
動，透過實體店與消費者直接互動。
共同創辦人及執行長顏君庭解釋道：

“香港是 Pinkoi 目前重點發展市場
之一，除了香港有國際化的消費客
群，也有優秀的設計品牌，深受亞
洲其他地區的消費者喜愛。”

顏君庭指，香港的電商市場有著龐
大的發展潛力，而 Pinkoi在港的網
購業務亦在持續增長。“今年我們  
8至10 月網上訂單量大增，與前三
個月相比有 60%的增長。Pinkoi 也
將規劃更多元的線上活動，並且期
望與實體店作線上對線下（O2O） 整
合。”

台灣設計品牌平台Pinkoi	於香港開設辦公室及全球首家實體店，
在亞洲及全球市場大展拳腳。

	Pinkoi	
	於2011年8月成立

	旗下三大團隊包括Pinkoi.com	
設計購物網站、Pinkoi	
Experience手作工作坊平台	
以及 Pinkoi文創創投基金

  w pinkoi.com

Pinkoi
共同創辦人及執行長
顏君庭

香港是亞洲重要的	
國際窗口之一，擁有
多元的消費族群，	
讓我們能接收國際	
市場的第一手資訊。

逾萬創意品牌
的國際舞台

顏君庭總結道：“投資推廣署提供了 
Pinkoi 在香港發展所需的重要政府
與業界資源和資訊，以及相關的宣
傳機會，是 Pinkoi 在香港本地拓展
時的重要伙伴。”

http://www.pinkoi.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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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SD是1964年 Ramsay Health Care
在悉尼與Sime Darby合資成立的公司。 
而 Sime Darby則早於1910年已在馬六
甲成立。RSD在全球有400多間醫院及
診所，而中環外科是 RSD在香港的第
一項投資。Kingsbury指出：“病人都想
光顧國際品牌，但香港的醫院大多數是
本地經營。我們用了四年時間，在 
中環物色一棟其科技足以容納國際級醫
療設備的建築物。診所佔地7,000平方
尺，配備先進的空調，又有足夠的供
水、排水及地台承重；遇有緊急情況，
可使用我們的地下救護車接送服務， 
我們會徹底保障病人的私隱。我們希望
可以將這間旗艦診所變成外科手術的區
域樞紐。香港向來一直是接通世界的城
市，診所有兩成的病人來自大灣區，我
們打算開發這區的市場。” 

前往醫院的路往往令人舉步維艱。然
而，對於許多外科手術而言，醫院是病
人唯一放心的選擇。衛生署最近在憲報
公告了《私營醫療機構條例》（第633章）
項下的《日間醫療中心實務守則》，適
逢中環外科於守則公告八個月前開業。
因此，病人現時如要接受簡單手術，除
醫院外還有其他選擇。

中環外科醫務總監 David Kingsbury 
醫生指﹕“所有外科手術之中，約有 
七成可以日間手術方式進行。”他又解
釋﹕“日間手術在外國的醫療保健系統
中佔重要部分，然而在香港尚未成形。
我與其他醫生同事商討後，與 Ramsay 
Sime Darby（RSD）聯繫，然後創立中
環外科。中環外科既擁有 RSD的經驗，
同時亦有本地醫生扶持。” 

中環外科
	中環外科診所於2019年開業，
位處為其專門建造的醫務中心，	
提供日間手術服務。中心設	
有兩個現代化手術室，僱用了
60名醫生

 w ramsaysimedarby.com

中環外科
醫務總監

David	Kingsbury醫生

香港向來一直是接通世界的城市，
診所有兩成的病人來自大灣區，	
我們打算開發這區的市場。

日間護理		
免卻煩憂
中環外科提供國際級專業服務	
照料接受日間手術的病人。

Kingsbury認為，香港醫生所接受的英
聯邦制度培訓，令 RSD有信心旗下醫
生的作業水平符合國際標準。他引以為
榮地指出：“我們的理念是發掘具有堅
實背景的人才，然後組織本地團隊，再
將他們派往海外接受培訓。我們最重要
的資產就是員工，而我們的員工百分百
來自香港。”  

Kingsbury認為，對其開荒業務而言，
香港投資推廣署是不可或缺的資源。他
憶述：“我們與投資推廣署已合作四年。
我們當初需要與保險公司等多個組織聯
繫。而投資推廣署就為我們安排了一
切。”

http://www.ramsaysimedarby.com


14 投資案例

以新聞及數據為核心的	
人工智能平台
scoutAsia致力為亞洲企業提供可靠的企業新聞及數據，並在香港設立區域
總公司，務求為這個急促增長的市場提供更佳服務。

由於香港靠近我們在北亞的	
幾個最大市場，所以是我們的
理想地點。而且香港距離東盟	
不遠；具備初創企業所需的靈活
性、健全監管、低稅率制度。

scoutAsia
董事總經理
Daniel	Bogler

scoutAsia
	scoutAsia是日經（Nikkei）於
2015年收購金融時報（Financial	
Times）後，於2018年創立的合
資公司			

	scoutAsia的新聞及數據來自
優秀的國際新聞來源及數據
庫，包括《日經亞洲評論》、
FT.com、Bureau	Van	Dijk、
FactSet，及主要英語亞洲新聞
來源

	香港地區總公司駐有董事總經
理及員工，負責銷售及客戶支
援

 w scout.asia  

scoutAsia是由日經與金融時報於2018
年聯合成立，專門提供數碼新聞及數
據服務，幫助不同行業研究行內各大企
業，並利用從可靠來源、行業報告、新
聞刊物所整合的數據，監測不同趨勢、
主題及專題。 

scoutAsia有雄厚的新聞及媒體背景，
更會以機器學習科技及人工管理團隊處
理數據。scoutAsia的特大企業數據庫
涵蓋了亞洲20多國，有數十萬份公司
檔案、新聞報導、研究報告、宏觀經濟
資料，有助不同行業掌握最新狀態，
捉緊市場機遇。用戶還可在 scoutAsia
平台自定 AI提示，追踪不同公司及趨
勢，以免錯過任何行業資訊。 

董事總經理 Daniel Bogler道：“我們
認為 scoutAsia適合金融機構、私人企
業、專業服務公司等多類型客戶。”他
補充說，scoutAsia數據庫一般可作研
究、投資組合管理、公司策略、企業財
務，以及業務發展等用途。 

亞洲、數碼、數據

scoutAsia於2019年在香港成立了區域
總公司。據 Bogler稱，scoutAsia的目

他總結道：“投資推廣署一直在幫我們
與其他組織及未來客戶建立聯繫，又會
傳揚有關我們公司的資訊，助我們作市
場及品牌推廣。”

標是在全球增長最快的三個領域 —  
亞洲、數碼、數據 — 之中發展。 

他亦解釋：“由於香港靠近我們在北亞
的幾個最大市場，所以是我們的理想地
點。而且香港距離東盟不遠；具備初創
企業所需的靈活性、健全監管、低稅率
制度。” 

“我們的計劃是建立客戶基礎；由香港、
新加坡、東京這三個主要城市起步，然
後向外擴張。我們已在其他亞洲國家如 
台灣及馬來西亞，網羅客戶並提供服務， 
並將逐步擴展至歐洲、中東及美國。” 

Bogler補充，儘管已制定了全球擴張
計劃，但對於 scoutAsia來說，以服務
亞洲市場為優先考慮仍然極為重要。 

scoutAsia目前在香港有七名員工，正
與東京、新加坡及其他城市的團隊一同
工作；香港公司的主要職能是策略及領
導、業務發展、銷售及市場推廣、客戶
服務、財務。 

Bogler指出：“不論銷售、市場推廣或
金融專業人才，香港的大型國際人才庫
都能提供最佳人選。他們願意冒險加入
新成立的公司，向新的方向邁進。” 

http://www.scout.as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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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醫學研究公司普米斯生物技術成立
於2018年4月，專注於創新生物藥研
發。該公司總部位於珠海，於香港及 
蘇州亦設有研究實驗室；研發範疇包括
抗體發現、藥物製程開發，另外其試驗
工場能促進 IND（試驗用新藥）開發活
動，並設有多個研發分析評估平台。  

普米斯並於香港設立了研發實驗室， 
專門從事先天免疫及癌症治療的研究。
由香港大學前首席研究員及研究組長 
李敏茵 （Suki Lee）博士帶領的普米斯 
香港團隊，將與珠海的抗體發現團隊密
切合作，進行大部分候選靶点及候選藥
物（主要是先天免疫）的篩選。 

普米斯生物技術聯合創始人及副總裁曾
竣瑋博士表示，香港提供大量本地及國
際生物醫學專才，因此公司選在香港建
立研究基地。曾博士指：“我們的香港
團隊精通中英雙語，有助擔當橋樑作用
以促成澳大利亞，新加坡，北美及中國
內地各地實驗室的研究項目。而香港的

驗，希望能在二至三年內發展出穩健的
產品線，將數種產品推進到早期至晚期
臨床試驗階段。 

曾博士總結道：“我們另外亦正在積極
尋找全球戰略伙伴，希望借此將成果
帶給世界各地的患者，以及更廣大的市
場。” 

生物科技初創公司	
來港開設研發實驗室
香港為創新企業提供基建設施及財商平台。

憑借粵港澳大灣區發展	
所帶來的機遇，香港將在	
我們這類創新公司準備進入	
國際市場期間擔當財商平台。

普米斯生物技術
聯合創始人及副總裁	
曾竣瑋博士

普米斯生物技術
	總部位於珠海；於蘇州及香港
設有研發實驗室，另在新加坡，	
澳大利亞及北美設有顧問團隊		

	香港的研發實驗室專注研究先
天免疫及癌症治療。至2019年
3月，共籌得3,500萬美元資助
其治療產品線的擴充

 w biotheus.com  

健全法律及知識產權體系，亦是我們選
擇香港為主要研究中心的主因及優勢。” 

大灣區發展的重重機遇	

曾博士補充﹕“憑借粵港澳大灣區發展
所帶來的機遇，香港將在我們這類創新
公司準備進入國際市場期間擔當財商平
台。”

普米斯選擇香港科技園為研究中心地
址，是看中這裏富有活力的生物科技環
境，以及對初創企業的支持。曾博士指
出：“我們選了科技園為第二研發中心，
是因為這裏對於研發、測試、籌資、 
商品化而言，是完備的創新與科技的大
本營。 

此外，我們相信，科技園能為我們的藥
物發現及開發過程提供全面的基礎設
施、設備、支援服務。”   

普米斯計劃在未來六個月進行第三輪集
資，以便完成其主要資產的早期臨床試

http://www.biotheus.com


© 2020年1月  版權所有  侵權必究

本出版物包含的資訊僅供參考之用。雖然投資推廣署已力求資訊內容正確無誤，但本署對該等資料不會就任何錯誤、遺漏、或錯誤陳述或失實陳述（不論明示或默示的）承擔任何責任。對任
何因使用或不當使用有關資料而引致或所涉及的任何損失、毀壞或損害（包括但不限於相應而生的損失、毀壞或損害），投資推廣署概不承擔任何法律責任、義務或責任。你有責任自行評估
此出版物的所有資料，並須加以核實，以及在根據該等資料行事之前徵詢獨立意見。投資推廣署沒有對任何內容作出認可，也不表示投資推廣署推薦任何公司或供應商。

香港中環紅棉路8號
東昌大廈24樓

（852）3107 1000
enq@investhk.gov.hk InvestHK News & Events

下載應用程式

關注我們

https://www.investhk.gov.hk/zh-hk/find-us-social-media.html
https://www.linkedin.com/company/invest-hong-kong/
https://twitter.com/InvestHK
https://www.youtube.com/user/investhk
http://e.weibo.com/investh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