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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根廷 Design	Narratives	Ltd於2017年成
立，是一間總部設於香港、屢獲殊榮的
國際設計顧問公司。公司為不同企業及
品牌設計產品、產品策略及體驗，以簡
潔的美感與用戶建立緊密的聯繫，並結
合設計意念及使用者研究流程，為客戶
創造價值。 

其設計手法以用戶為本，首先探索出能
引起大眾共鳴的策略性設計意念，繼而
定下由產品以至溝通傳訊方面的公司產
品及策略基調，以及為產品建立基礎，
締造清晰的形式、用戶界面、物料及

點綴。公司與客戶及供應商攜手設計，
以確保相關設計意念能成功貫穿整個流
程。 

其團隊的豐富經驗令公司能在全球各地
帶來一致及優質服務。公司在亞洲扎根
超過10年，一直為知名品牌客戶提供
支援。

產品設計
design-narratives.com

Chocolates	By	Ryan	L	Foote由
藝術家、設計師和廚師及食品設計師
Ryan L Foote 創立和開發。

品牌於2019年中推出，將傳統巧克力
技術與嶄新3D 打印技術相結合，創造
出能展現獨特形狀和口味的奢華手工巧
克力，並提供完全可定制的巧克力。

Ryan L Foote 製作的巧克力在墨爾本
和香港設有辦事處。此具有前瞻性的品
牌，巧妙地結合了澳大利亞的美食、設
計與香港對高品質生活的追求。

巧克力工廠、食品及飲料

chocolatesbyrlf.com

	澳大利亞

Creative	Theory	Group的兩位創辦
人，深信以充滿想像力的視覺來說故事
之威力。

公司總部位於香港，致力開發和製作以
亞洲為背景來述說全球議題的專題電
影、電視和串流媒體內容，吸引全球 
觀眾。

公司的使命是為藝術家創造一個獨特的
平台，透過他們互相合作、創作和分享
各種獨特的故事，以激發人與人之間的
聯繫，從而為全球觀眾帶來更深遠的 
影響。

他們的首個電影項目是在香港拍攝的
粵語電影，演員均在香港土生土長，
SCMP、RTHK 和 AMP 等媒體都曾經
報導。公司正在籌備在香港開拍的專
題性項目，類型包括戲劇、喜劇、恐怖
片、動作片等，並計劃由本地及國際演
員演出。Creative Theory Group 亦計
劃與熱衷於向全球訴說故事的電影融資
者建立緊密的合作關係。

電影製作

www.creativetheorygroup.com

http://design-narratives.com
http://chocolatesbyrlf.com
http://www.creativetheorygroup.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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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K	Group	Holdings	Limited（LK）
團隊專業服務中擁有傑出的業績和豐富
經驗，總部設於香港，在澳大利亞及
澳門亦有分公司，富有專業國際性項目 
的經驗。

公司致力為個人、機構、本地和跨國上
市公司或大規模公司提供度身定制的服
務。LK 計劃於2020年第三季度在香港
拓展其集團的業務及營運。

LK 作為一個全方位、一站式的合作團
隊，確保滿足每一位客戶的需求，服務

範圍包括內部控制審查、企業融資、資
本項目咨詢和管理、資本估值、財務盡
職調查、公司重組、公司清盤和爭議解
決等。

LK 現正投資於不同的初創企業，並引
導他們從初創企業至準備上市以及上
市。

支援服務 — 公司服務和貿易融資

lk-acct.com

Total	Loyalty	Company	Limited
（TLC）於2010年在香港開業，為本地
公司的企業健康及員工敬業度方案提供
訂購服務。

TLC 為客戶開發及實施一套連續計劃，
內容包括員工福利、活動及其特式活動

“辦公室市場”。這項業務現時在香港 
聘用了12名員工；與50多間公司合作，
為200多個品牌及商號提供市場推廣 
渠道。

在2019年，TLC 推出獎賞目錄換領服
務，參加者可以用靈活點數換取心儀商
品及服務。TLC 在2020年更推出虛擬

活動系列，為客戶提供虛擬企業健康 
計劃。

TLC 的目標是在未來兩年內將這項服務 
擴展到華南地區，為該區的企業推廣快
樂、健康工作環境的概念。

人力資源 — 員工敬業度及企業健康 
計劃

totalloyalty.asia

Ironfly	Technologies致力為資本市
場的專業人士提供高品質軟件。產品除
了注重細節、具原創性外，更不斷追求
演繹優雅。

Ironfly 讓對沖基金和財富管理公司整合
處理其來自不同層面的訊息來源，包括
交易、投資組合、風險、執行訂單和分
析數據，以確保及時獲得資訊。通過將
認知和神經科學方面的最新研究融合至
最新的資訊科技，公司改變了機構交易
員針對優化其投資組合、訂單和執行管
理等工作流程的模式。

金融行業的投資機會轉眼即逝，可謂每
“毫秒”數百萬上落。Ironfly 透過提高
實時信息的可視化，幫助客戶分析瞬息
萬變的金融市場，並快速部署和捕捉每
個投資機會。

金融科技 — 交易軟件
ironflytechnologies.com

http://lk-acct.com
http://totalloyalty.asia
http://ironflytechnologie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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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拿大

Zhenhub提供了一個網上平台，令企
業客戶只需使用一套雲端儀表板即可執
行及監察運作，而無需輸入數據、填寫
試算表或收發電郵，從而令處理環球貿
易更加簡便。客戶可將 Zhenhub 平台
與 Shopify 等銷售渠道整合為一，以便
自動執行訂單，並將出貨流程自動化。
Zhenhub 有助客戶節省時間並專注於
業務發展。

Zhenhub 的核心科技是雲端式軟件解
決方案，用戶可在整個組織層面以至企
業層面設置特定選項，進行簡單而快速
的展示部署，以配合各個部門及流程的

工序。此外，平台還結合數據分析及商
業智能，能從現有數據歸納出有用資訊
以及預測情報；亦可存取第三方數據，
以獲得地理位置資料及進行貨運追踪。

Zhenhub 的總部位於香港，並將進一
步擴展東南亞的業務。香港辦事處負責
多項職能，包括鎖售、營運及客戶策略
團隊。

物流科技
zhenhub.com

在任何場合的公開演講，都應該是讓
聽眾享受其中。MC	Melody擁有超過
13年擔任演講者、主持人、公開演講
的指導和顧問經驗，並與全球知名人士
和亞洲品牌合作，參與大大小小的國際
專業活動。公司不但於舞台上為活動注
入個性和活力，更已擴大業務範疇至為
希望訴說自己故事或推銷自家產品（尤
其是對於初創公司）的人士提供度身定
制的培訓和指導。隨著網絡會議成為時
代新趨勢，MC Melody 亦提供針對網
絡公開演說的訓練、網絡會議的整體籌
劃服務和危機處理方案等咨詢服務。

MC Melody 致力投入與公開演講的相
關事項，認為最重要是在當中投入更多
人性化元素，因為這樣才能吸引聽眾 
傾聽內容，並把這些想法深刻牢記和 
分享。

公開演講導師和顧問

emceemelody.com 

Adcore（多倫多證券交易所編號：
ADCO）是主要的數碼廣告科技供應商
之一。 Adcore 的方案組合能為數碼廣
告客戶提供自動化方案，能加強並擴展
他們的搜尋引擎行銷（search engine 
marketing，SEM）。這些專為公司內部
的市場營銷人員、自由業者及廣告代理
商而設計的科技能擴展他們的 SEM 項
目規模，並將投資回報率提升至最高。

Adcore 將深厚的行業知識及經驗與其
專有的人工智能演算法相結合，建立
出獨一無二的 SEM 平台。Adcore 多
次在德勤的 Fast 50 Technology 榜
上有名，而且更是獲認證的 Google 
Premier 合作伙伴及微軟合作伙伴。

Adcore 在加拿大、以色列及澳大利亞
均設有辦事處，為全球數以千計客戶提
供服務，包括數碼行銷代理機構、電子 
商貿企業、旅遊業、金融科技、遊戲 
公司。

Adcore 最近在香港設立區域總部， 
希望能專注發展中國內地市場。

廣告科技及服務
adcore.com

http://zhenhub.com
http://emceemelody.com
http://adcor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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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telier	Shan是由法屬波利尼西亞設
計師 Ketty Shan 在港開設的設計工作
室。Ketty Shan 曾在香港大型設計公
司工作數年，並以首席建築師身分完成
亞洲首間 Soho House 的設計；隨後便
創立 Atelier Shan。這間協作式工作室
的宗旨是為商業項目帶來濃厚的家居氣
息。針對香港高昂的房地產以及急促的
工作及生活節奏，Atelier Shan 提倡採
用靈活、多用途的空間，認為這樣對樓
宇及最終用家都有好處。

Atelier Shan 處理每個項目時都與本地

藝匠及家具製造商緊密合作，務求令每
件成品都流露未加工、自然、文化三者
合而為一的微妙個性。

除了提供度身訂造的室內設計方案外，
Atelier Shan 亦熱衷賦權於女設計師的
事務；憑借示範與其他女性主導工作室
的協作成果，Atelier Shan 期望能逐漸
建立出強而有力的社交平台，令從事創
意產業的女性更有信心。

室內設計服務
atelier-shan.com

KOTAI是一家獨立刀具製造商，致
力為飲食業界的專業人士，以及有要
求、有眼光的消費者打造手工匠心的高
級刀具。

KOTAI 的出品糅合了東西方刀具的優
點：輕巧、精確、極致鋒利，防銹、堅
固及非常耐用。

KOTAI 的刀具用上了愛知縣的高級日
本鋼，以手工精製而成。當中一些款式
更由專業刀匠組裝，這些刀匠均來自
擁有逾1,500年歷史的中國刀具之都陽

江。其餘款式則百分百直接在世界聞名
的日本刀具產地關市完成。

公司正在透過品牌推廣，尋找全新的分
銷商及合作伙伴。KOTAI 亦為其他希
望以自家品牌出售刀具但沒有獨立工廠
的品牌提供服務。

KOTAI 的使命是透過為廚師提供具啟發
性及可靠的工具，讓他們能夠將意念變
成現實，在廚房內展現他們的創造力。

廚房刀具生產商
kotaikitchen.com

	法國

Two2	Co	Ltd由居港法國企業家
Loup Thomazo 與來自台灣，已在遊
艇業工作逾十年的 Grace Chien 攜手
創立，並於2020年正式從新加坡報業
控股（SPH）接手從新發行 Asia-Pacific 
Boating及AsiaSpa兩本奢華生活雜誌。

Two2 將與 SPH 合作重新發行兩本雜
誌，致力維持其於業界享負盛名的內
容質素，更會配合現今讀者的閱讀習
慣，加強雜誌的數碼化發展，旨於把兩
個雜誌品牌打造成其所屬業界的指標。

Two2接手經營及重新發行兩本雜誌不
但可以為香港的傳媒及印刷業帶來更
多的就業機會，同時協助推廣遊艇行
業、酒店行業及旅遊行業等新高端健康
生活方式產業的服務，為相關業界帶來
更多機遇。

出版業
Asia-pacificboating.com
Asiaspa.com

FLYDESK是專為彈性及遙距工作而
設的一站式平台，是香港其中一個擁有
最多資源、最具質素的工作空間網絡，
能幫助企業靈活地選擇最佳的共享辦公
桌、會議室及私人辦公室。FLYDESK
亦會聯繫區內的彈性專業人員，及開發
遙距團隊管理應用程式。

FLYDESK CLUB+ 的會員可享30日免
費使用期，另外會搜羅全港最佳的工作
空間，並提供會議室及共享辦公桌免費

試用期及折扣優惠，亦會與同樣有志推
廣彈性辦公的合作夥伴推出專享優惠。

FLYDESK由法國企業家於2019年創立， 
總部設於香港；FLYDESK 在2020年初
成功籌募來自兩位香港企業投資者的資
金。公司於新加坡及菲律賓亦有業務。

共享工作空間 SaaS（軟件即服務）平台
flydesk.com

http://atelier-shan.com
http://kotaikitchen.com
http://asia-pacificboating.com
http://asiaspa.com
http://flydes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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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S	Hong	Kong	Limited隸屬於
G&S Asia Group。集團最初由居於 
亞洲的德國及瑞士籍經理創立，除了 
在香港，更在日本及韓國設有辦事處。 
公司名稱 G&S 代表公司會為客戶的高
層人員招聘事宜提供指導及支援。集團
十多年來已在高層人員招聘此範疇中取
得成功，並成為了亞洲地區內一眾德國
及瑞士中小企之間家傳戶曉的品牌。 

G&S Hong Kong 專門協助德國、瑞士
及奧地利的中小企，為他們位於香港及
中國內地的附屬公司招聘合資格而且具

跨文化環境下工作經驗的高層人員。 
公司亦支援企業於初創、擴展及面對危
機期間，為其帶來咨詢及後勤服務。

其香港辦事處於2020年1月開始運作，
持有職業介紹所牌照（編號60382）。

高層人員招聘
gs-asia.com/china

Moonfare	Asia	Limited是證監會 
認可的金融科技平台，旨在讓合資格的 
亞洲投資者投資頂級私募股權基金。 
其母公司是為位於德國柏林的
Moonfare GmbH。

Moonfare 平台上的私募股權基金的質
量甚高，並受到高度追捧。過去在平台
上招售的基金包括 KKR，凱雷，CVC
和 EQT 等。其即將推出的私募股權基
金亦質量相當，包括一些亞洲基金。

在短短兩年內，Moonfare 已推出了 
17 隻基金，旗下的管理資產值超過 
3.5億美元，並擁有超過5,000個用家。

除了讓個人投資者能夠投資於頂級私
募股權基金外，Moonfare 還與財富管
理機構，如家族辦公室和私人銀行合
作，幫助他們向客戶提供私募股權基
金。透過創新技術，Moonfare 使整
個投資流程能夠輕易地在線上平台完
成，大大提高用家體驗。

金融科技 — 財富科技
moonfare.com

	德國

ARGES	GLOBAL 是一家具國際規模
的智能流程自動化（Intelligent Process 
Automation，IPA）方案的供應商，致
力為各行各業客戶提供深具價值的服
務。旗下 IPA 產品組合採用機械人流
程自動化、人工智能、機器學習、自然
語言製作、智能工作流程及認知代理等
科技工具，協助驅動客戶完成業務轉
型。

其專業團隊在銀行、金融服務、零售、 
製造、物流及保健上合共累積超過 
500多年的經驗；並利用沿用已久而且
成效顯著的方案及框架為客戶業務面對
之挑戰作出了解，應用高科技幫助客戶

提升業務增長潛力、改善營運效益、着
眼未來持續創新。

ARGES GLOBAL 成立於 2014 年， 
總部設於香港 . 其全球網絡包括遍及 
22個國家的六間分公司及多家合作伙
伴。ARGES GLOBAL 協助全球客戶 
建立可持續的增長平台，以及確立以 
業務為核心、具備持續創新及改進能力
的最終營運狀態。

智能流程自動化方案供應商
argesglobal.com

	印度

http://gs-asia.com/china
http://moonfare.com
http://argesgloba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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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愛爾蘭

奎師那集團提供全面金融服務，包括為
世界各地客戶提供貿易融資安排、企業
融資、籌款、銀行信貸、處理銀行及
商業文件、協助企業持續符合監管規
格，以及其他相關服務。

公司與其常用銀行均保持良好關係，又
會積極支持合作伙伴，並協助客戶發展
業務。

奎師那幾乎每個月都會為香港引進來自
世界各地的新客戶或新業務，鼓勵他們
在香港投資，並聘用本地員工。

奎師那的團隊經驗豐富而且專業，能滿
足客戶各方面的要求。

貿易融資

krsnagrp.com

Global	Shares為香港及世界各地的
公司提供員工股權計劃管理解決方案，
協助企業提高員工參與度，幫助公司吸
納和挽留人才。公司是激勵計劃管理領
域中全球頂尖供應商之一，在亞洲擁有
龐大且不斷增長的客戶營運基礎，服務
受眾更遍及全球超過100個國家及地區。

Global Shares 在香港、北京、東京、
宮崎縣及全球12個地區設有辦事處，
擁有一支由300多名激勵計劃專家組成
的團隊，以及一個屢獲殊榮的軟件平
台，幫助客戶管理員工股權計劃。

Global Shares 所提供的解決方案包括
計劃管理、全球託管、股票交易、財務
報告、全球性合規等。公司受 FINRA
及 MiFID 監管。

員工股權 — 持股激勵計劃管理
globalshares.com

Finetek	Ventures	Limited成立於
1997年，由當初的一個小構思，逐漸
發展成為專注於新科技及業務流程的公
司。

Finetek Ventures 經過合資以及擴充服
務範圍後，現正致力為香港的各個行業
提供海外生產支援、採購服務、業務及
金融解決方案。

憑借二十多年的交易經驗，Finetek 現
時為初創顧問公司以及尋求業務發展專
門知識的公司服務。

Finetek Ventures 涉足業務咨詢、財
務咨詢和貿易服務，包括抵押貸款服
務、按揭融資、非抵押式商業融資，以

及公司在金融和業務拓展的咨詢。貿
易服務涉及採購服務和中國內地採購。
Finetek Ventures 為追求卓越努力不
懈，致力為其 B2B 及 B2C 客戶提供優
質服務。

Finetek Ventures 亦為期望在香港發展
的本地和海外公司提供滿意的服務。

融資、業務和供應鏈解決方案
finetek.ltd

http://krsnagrp.com
http://globalshares.com
http://globalshares.com
http://finetek.ltd


客戶簡介

博腦醫療科技是一家致力於神經醫學
影像領域的先進科技公司，核心是透
過先進的電腦醫學影像分析技術，開
發和推廣適合臨床應用的電腦雲端計
算工具，應用於神經性疾病的輔助診
斷。該技術對神經影像進行智能化識
別和分析，在臨床上為神經退行性疾
病的早期篩查、鑒別診斷提供客觀證
據，並提高臨床診療的精準度和效率。

博腦醫療的產品和服務涉及影像定
量、計算分析等領域，可廣泛應用於
醫院、體檢中心、遠端診斷雲端平
台、醫學教研機構和患者等用戶群體。

智能神經影像分析系統
brainnow.net

PSKonnects是一家客戶網絡覆蓋面

廣的香港創意服務媒體公司，協助本

地和國際品牌實現其業務目標。

PSKonnects 已為眾多客戶，包括 

高端生活精品媒體發行商、奢侈零售

品牌、快速消費品和慈善組織等，通

過不同方案或模式成功取得有效成果。

領域包括媒體銷售、業務發展、戰略 

合作伙伴、受眾相關內容、項目管理、

雜誌改版、問卷研究和整體業務管理。

公司與客戶和合作伙伴緊密合作，在
展開擁有強大宣傳效益活動的同時，
亦不忘兼顧營銷和公關策略，以及業
務目標。

PSKonnects 也希望能回饋社會。在
2020年，公司承諾與 OneSky 於兒童
項目上合作，並將參與年內舉辦的各
項籌款活動。

創意服務媒體公司 
pskconnects.com

	中國內地

	日本 香港 Aderans於 2017 年成立，是 
日本頭髮護理及產品業界其中一位領導
者 Aderans 集團全資擁有的子公司。
旗艦店位於銅鑼灣，而第二分店最近亦
在尖沙咀開業。兩間分店均提供一站式
頭皮頭髮護理相關服務。駐店的專業日
籍髮型顧問亦會提供免費咨詢及技術支
援。

Aderans•Total Hair Solutions 在全球
擁有818間店舖，日本有513間，其餘

的305間分店遍佈北美洲、歐洲及亞洲。 
Aderans 集團旨在透過頭髮、美容及
健康相關業務，致力協助客人達致身心
健康，並為客人的生活帶來歡笑，使客
人能夠實現夢想。

Aderans追求“卓越品質”、“嶄新技術”、 
“以誠待客”，為顧客提供一站式的優
質頭髮護理服務。

頭髮相關事業
aderans.com.hk

dm2	watch	service	Limited成立
於2016年，在香港中環設立專業鐘錶
維修服務中心。

dm2 watch service 專門從事經典及 
古董鐘錶的修復及保養，致力為客戶 
珍貴的鐘錶提供最佳保養，並延長鐘錶
壽命。

公司正計劃以手錶聯繫社群，並凝聚 
亞洲的手錶維修匠，以提高其技術。

手錶修理及保養
dm2watchservice.com.hk

http://brainnow.net
http://pskconnects.com
http://aderans.com.hk
http://dm2watchservice.com.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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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立於2019年，點單為飲食界開發及

提供一個嶄新電子營商平台，旨在提高

行業營運效益，提升服務質素以及制定

有效和有目標性的市場推廣策略。

點單通過獨有的 O2O2O （離線至雲端

至客人）改革飲食業營運模式及文化。

在提升客人體驗的同時，業界亦能提高

營運效益以及降低成本。通過雲端， 

點單提供有效及具針對性的宣傳策略， 

而且能作成效分析及使用人工智能持續

調整。

點單創辦成員來自飲食、科技、金融及

物流行業，現時營運於香港及台灣，以

開拓東南亞市場為目標。

科技

dimorder.com

Fwone一直提供專業的資訊科技咨

詢、服務台支援及數據管理服務，在 

香港、台灣、新加坡、馬來西亞、北京、 

上海、廣州及武漢設有八個營運樞紐， 

服務大中華地區內約60個點站超過 

17年。公司亦在日本及印尼有合作 

伙伴。

憑借在資訊科技服務方面的豐富經驗及

標準化流程，Fwone 更為客戶提供不

同的資訊科技解決方案，包括系統分

析、採購、基礎架構設計、網絡安全管

理、雲端解決方案、災難恢復及應急計

劃等。 

為了應付客戶不斷增長的業務需要， 

公司亦致力發展成軟件開發商，以提供

全方位專屬創意解決方案，包括智能 

樓宇平台、日常營運流程及辦公室自動

化方案等產品。

公司積極展示其資訊科技功能的資源部

署效用，並將資訊科技視為策略性工具

進行管理，以支援業務創新及企業 

發展。

資訊科技管理服務
www.fwone.com.hk

貝瑞和康是中國內地領先的基因檢測 

服務供應商之一。貝瑞和康在2015年以 

香港貝瑞和康基因有限公司進入香港 

市場，並投資於2014年成立的雅士能

基因科技有限公司。雅士能是香港唯一

擁有並獲授權提供香港中文大學無創性

產前檢測的專利技術。雅士能重新定義 

傳統的產前檢測，並為世界各地採用， 

提供更準確及更安全的胎兒染色體異常

檢測。

雅士能的業務增長迅速，其專家團隊及

先進化驗室提供的服務亦獲得眾多醫學

專業人士及大眾支持。在不久將來， 

雅士能會致力發展一系列檢測服務， 

如全外顯子測序、全基因測序及過敏原

檢測等。

雅士能是現時本地其中一家最大規模及

最合標準的基因檢測服務供應商，未來

亦會積極拓展海外市場，為更多家庭帶

來更安全更安心的基因檢測。

生物科技
xcelom.com

http://dimorder.com
http://www.fwone.com.hk
http://xcelom.com


客戶簡介

棧略國際是一間保險科技初創公司，由

一群在保險營運、風控管理、分銷和精

算科學方面具豐富經驗的專業人士以及

具有大數據和人工智能開發背景的數據

科學家共同創建。

棧略立足香港，通過其業界領先的大數

據平台和人工智能引擎，處理在中國 

內地超過2億投保人的醫療數據經驗， 

致力為香港的商業保險公司和再保險 

公司，提供專注風控管理及產品設計的

世界級保險科技解決方案，以及專業 

經紀服務。

保險科技、大數據及人工智能分析
leapstack.cn

新浪財經是中國內地最具影響力的財經

資訊及互聯網金融服務平台之一，以報

導快速、全面、客觀、專業一直引領中

國內地的互聯網財經媒體行業。新浪財

經通過20年的深耕細作，已成為全球

華人投資者首選，覆蓋中國內地1.6億

股民，月瀏覽量逾 3.3 億人次，日均 

發佈的權威財經資訊超過1萬條，網友 

日均互動量超過百萬。新浪財經已在 

香港發展多年，除了日常財經新聞報道

外，與亞洲金融論壇等頂級活動主辦方

達成深度合作。

媒體
finance.sina.com.cn

APTI提供一站式的專業商務咨詢服務， 

主力為各類型公司提供可持續發展的 

商業策略及對社會有長期效益的業務 

拓展。公司核心原則在於加強策略性的 

服務價值，並以客戶公司的目標為

本，為客戶提供有效率的建議，提升 

整體業務增長。

APTI 憑借香港科創及初創領域的豐富

經驗，協助了多間企業應用創新技術優

化工作流程、自動化流程及讓他們實現

可行的經濟成果。APTI 的服務範圍廣

泛，透過相容的創新技術支援，為傳統

工業和新興合作伙伴帶來更緊密的聯

繫，從而增加客戶之間的合作機會， 

在雙贏的局面下提升國際業務擴展、 

優化業務增長及建立長效穩健的商業 

合作。

咨詢服務

apticonsulting.com

	俄羅斯

雷根國際資產管理有限公司為雷根金融

控股集團有限公司屬下公司，持有香港

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SFC）頒發 

的就證券提供意見牌照及提供資產管理

牌照，中央編號為 BJO653。

公司專注為機構及高淨值客戶提供多元

化資產管理、研究分析、投資咨詢增值

及專業配置方案，滿足客戶國際投資 

需求。

資產管理
regansec.com 

http://leapstack.cn
http://finance.sina.com.cn
http://apticonsulting.com
http://regansec.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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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E	Accounting	Limited是駐香港的
會計及企業服務供應商，其一站式解決
方案服務包括特設的“3E”（即效率、有
效及經濟效益）服務為客戶提供相宜且
優質的專業公司註冊、會計、稅務及合
規服務。3E 的辦公室位於中環，團隊
熟悉香港公司法的條例規範。

3E 會計是獲特許公認會計師公會
（ACCA）認可的僱主，創辦人為註冊會
計師蔡忠洪。獲 ACCA 認可的公司均

具備高標準的員工培訓及發展水平，因
此，3E 會計在教學及發展支援方面均
符合甚至高於國際標準。

3E 會計是其國際網絡旗下的獨立成
員，網絡成員遍布80多個國家，以協
助客戶將業務擴展到亞洲、北美、南
美、歐洲、大洋洲及非洲等地區。

企業服務供應商
3ecpa.com.hk

Project	Dignity是於 2010 年在 
新加坡成立的社會企業，其使命是借 
聘用殘疾人士及弱勢社群營運“廚尊”
美食廣場兼送餐服務，幫助他們在社會
及職場自力更生，重拾自信。美食廣場
位於由市區重建局在旺角的大廈項目
內。

Project Dignity 是供長者、求助者、 
大學與企業協作的社區互融平台，亦是
為殘疾人士及弱勢群體創造就業機會的
團體。

社會企業及美食廣場
projectdignity.hk

威信是獨立財富管理公司，於2011年
初在新加坡成立。威信有策略地在新加
坡和日內瓦以及香港設立辦公室，為高
淨值客戶和機構客戶提供全面的金融解
決方案和專業建議，同時管理一系列擁
有高附加價值的投資基金。

其國際專業團隊充滿活力，在財富管
理和資產管理整個價值鏈中的每一個
環節，秉持嚴格監控、提供最優質服
務，維護誠信和最高機密的原則，並致
力於提供持之有效的成果。

威信十分重視法規並遵守法律和準則以
保護客戶的利益，嚴守實施公司的嚴格
治理標準、風險管理流程和嚴謹的盡職
調查。公司亦致力於成為真正瞭解客
戶，值得信任的長期合作伙伴。

金融服務 — 資產管理（對外資產管理
及獨立資產管理）
sing-alliance.com

Solas	Fiduciary	Services成立的目
的是以亞洲為基地，為客戶提供確切的
獨立董事服務。服務普通話通用地區的
同時，亦擁有全球網絡。

專業經驗涵蓋了審計、合規、信托、基
金管理及銀行服務。服務對象包括對沖
基金、組合型基金和其他另類投資工
具，例如金融科技、私募股權基金，基
礎設施基金、房地產基金、全權委託基
金和私募基金。

除了支援董事會服務外，公司還提供
相關咨詢服務，包括服務供應商的選
擇、基金結構建議、文件審查、盡職調
查、監管分析、持續治理支持及指導。

獨立董事服務
solasfs.com

	新加坡

http://3ecpa.com.hk
http://projectdignity.hk
http://sing-alliance.com
http://solasfs.com


客戶簡介

唱片公司 Echoes	Blue	Music製作
具有前瞻性的高質環境音樂，並在網上
發行和推廣供香港和世界各地的聽眾和
授權者使用。曾屢獲殊榮且廣受好評的
藝人 Salt of the Sound、Dear Gravity
以及 Antarctic Wastelands，以及擁有 
類似的神髓的環境音樂都是出自該公
司。

唱片公司成立於2014年，並於2019年
將總部由瑞典遷至香港，目標繼續擴大

其業務範圍。目前，Echoes Blue 旗下
藝人的音樂每月點播超過150萬次。通
過與本地和國際藝術家合作，加上全球
對環境音樂的需求不斷增加，預計業務
於2020年起將呈現顯著增長。

唱片公司和音樂製作

echoesblue.com

	瑞典

	中國台灣

Vivaldi是一個給專業時裝人士上傳作
品的預訂平台，方便各大品牌發掘他們
的才藝及僱用其服務作市場推廣創作用
途。Vivaldi 平台的宗旨是簡化整套預
訂流程，並為專業時裝人士及品牌提供
更透明的交易制度。

Vivaldi 的團隊於時裝界坐擁十多年的
經驗，了解時裝專業人士及品牌的需求

與期望。Vivaldi 擁有龐大的專業人才
庫，並與香港及海外的高端品牌合作。

創意產業

vivaldiglobalmodels.com

博弘是 AWS Partner Network (APN)
的核心級咨詢合作伙伴，亦是 AWS
的大中華區代理商，更是第一批在大
中華區獲得 AWS 受管服務合作伙伴

（managed service partner，MSP）認
證的首要顧問合作伙伴之一。

博弘是一間發展迅速的國際顧問公
司，旗下的認證專家能處理多個平台的

作業。憑借全面的解決方案以及專門技
術，博弘能幫助企業採用正確的雲端服
務組合，達成雲端所能賦予的可能，獲
得更多商機。

雲端科技

nextlink.cloud/en

成果行銷（SalesFrontier）專營行銷
科技（MarTech），並已獲得 Google 
Marketing Platform Partner 及 Google 
Certified Publishing Partner 的專
業認證。身為數碼廣告界的先驅，
SalesFrontier 的宗旨是為市場提供領
先的廣告科技及創意構思，例如以數
據為本的動態創意廣告格式（Dynamic 
Creative Optimisation，DCO）。

SalesFrontier 為買賣雙方提供最先進
的廣告解決方案，並結合數據分析與
自動化報表，提高廣告成效。此外，

SalesFrontier 更是 Display & Video 360  
平台技術專家，能以精準的廣告策略
觸及大量目標受眾。此外， 公司亦與 
Verizon Media、TTD、Taboola 以及 
Oracle 等大廠合作，提供完整的數碼
廣告策略，協助客戶將廣告預算轉化成
最大的行銷效益。

公司的總部設於台北，亦在香港、上海
和深圳開設辦公室。

數碼廣告

en.sales-frontier.com

http://echoesblue.com
http://vivaldiglobalmodels.com
http://nextlink.cloud/en
http://en.sales-frontier.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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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ACE	Developments	Limited是

國際房地產營銷顧問公司，並與亞洲 

新興及發展中市場的開發商聯盟和合作

伙伴網絡合作，展示其多元化發展及 

服務。

PLACE Developments 的數碼市場平台 

使開發人員能夠輕易、高效地連接到由

專業人員和投資者組成的全球網絡。

公司了解品牌的重要性以及項目的真正

獨特定位。其 UX（用戶體驗）數碼創新

解決方案為潛在的投資者和開發商客戶

提供了一個身臨其境的舒適體驗。公司

更提供土地和商業地產採購，以及開發

商和投資者介紹等服務。

其香港辦事處擔當銷售和營銷樞紐， 

服務對亞洲新興及發展中市場房地產 

投資感興趣的香港和粵港澳大灣區發展

投資者和開發商。

國際房地產營銷顧問
place-developments.com

CFTE是一個面向金融專業人士和技術

人員的全球教育平台，旨在幫助他們掌

握正確的技能，以在金融2.0世界中蓬

勃發展。

CFTE 的願景分為三個方面：科技正在

徹底改變金融；所有專業財務人員都需

要有行業知識，以及了解技術和數碼技

術；有必要創建情境化、引人入勝的計

劃，以快速、有效地培訓大量人員。

CFTE 得到部分最大的金融機構、大學

和初創公司的高級管理人員的支持， 

例如：香港大學、牛津大學商學院、 

花旗銀行、平安保險、匯豐銀行、哈佛

大學、史達琳銀行、Behavox。

教育科技
cfte.education

COD是一家創意廣告公司，能在設

計、品牌建立、媒體、及專業攝影方面

提供度身訂造的服務。公司擁有逾15

年的專業經驗，業務已拓展至各個領

域，並致力在這些領域中製作及締造出

各種能滿足客戶設計需求的體驗。

公司一直與其合作伙伴在不同行業緊

密合作，包括餐飲、健康與美容、零

售、快速消費品，以及品牌識別、圖像

和包裝設計等專業服務。

對 COD 而言，公司能建立一個創意對

話，以及建立一個分享概念的社區尤其

重要。COD 樂意提供個別咨詢。COD

的口號是“不要錯過你的意念；我們的

設計服務是你的解決方案。”

設計及攝影服務
codcreative.com

	泰國

	英國

http://place-developments.com
http://cfte.education
http://codcreative.com


客戶簡介

Food	Made	Good	HK是全球其中最

大的食物服務企業可持續發展計劃的

一員，致力確保外出用餐的可持續性。

過去十年，Food Made Good 在英國

透過可持續餐館協會為餐飲企業提供支

援，通過由12,000個廚房所組成的網

絡，每年影響著超過10億份餐飲的可

持續性。

Food Made Good HK 為會員重新定義

可持續性、激勵發展目標，提供績效評

估和獎賞，旨在協助廚師在可持續性餐

飲體系中發揮領導角色。在涵蓋採購、

社會和環境的基礎框架下，公司為會員

提供建議、工具和更多相關知識。

公司的會員包括香港的高級餐廳、咖啡

室和休閒餐飲場所。除了提供評級機

制，公司亦會舉辦各種與可持續性相關

的行業活動，包括每月早餐會、分享會

和工作坊。

餐飲業可持續發展計劃
foodmadegood.hk

嶄新的虛擬銀行Mox	Bank	Limited
是由渣打銀行（香港）有限公司聯同 

電訊盈科、香港電訊與 Trip.com 攜手

建立。公司凝聚多方力量，包括具領導

地位的國際銀行集團、本港電訊及消閒

娛樂服務領導者及亞洲最大線上旅遊服

務供應商。

Mox 為首批於2019年3月獲發香港

虛擬銀行牌照的銀行之一。Mox 將於

2020 年正式推出，希望幫助每一位 

香港人成長，提供一站式個人銀行服務

與各種生活優惠；並協助客戶建立財

富、開拓世界和無限的可能性。

虛擬銀行
mox.com

Peerie	Tea是在香港成立並百分百在

本地營運的茶商，經營農場直送茶葉業

務。其品牌宗旨是提供最上盛的手作工

藝茶，而非大量生產的茶葉，以及致力

支持小型茶莊及本地社區。Peerie Tea

在香港市場的主要經營方針是令顧客明

白到，熟知茶葉來源與性質對自己健康

有實質好處，例如增強免疫力、舒緩神

經、幫助消化。

Peerie Tea 的茶單上有各式各樣的散

葉白茶、綠茶、紅茶、烏龍茶，以及 

一系列手工製作的花茶。全部材料均於

香港採購；其香草、香料、水果均以 

新鮮食材脫水製成，確保成品百分百純

天然。

Peerie Tea 為咖啡室、餐廳、酒店提

供批發服務，並提供茶葉作為活動及 

公司禮品。此外，顧客亦可直接在其網

站訂購單罐茶葉。

餐飲、有機茶葉分銷
peerietea.com

http://foodmadegood.hk
http://mox.com
http://peeriete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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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國

Unifrog成立於 2013 年，是以全球高

中及教育咨詢公司為服務對象的一站

式高等教育平台。Unifrog 最初是簡

單的英國大學搜尋工具，其創立目標

是將所有升學及生涯規劃的可用資訊

整合至一個單一、公正、易用的平台

上，幫助學生作最佳升學選擇並創建

最有質素的大學申請。

學生可使用 Unifrog 發掘自己的興趣、

記錄活動及成就、搜羅世界各地大學

課程、草擬申請材料、最後向心儀 

院校提交申請。老師則可簡易地管理 

學生的申請及提供意見、撰寫推薦信， 

並向美國各院校遞交申請相關文件。

Unifrog 平台的數據庫現已擴展覆蓋

範圍至北美大學，以及歐洲、亞洲和

大洋洲以英語授課的學位課程；現時

在全球有二千五百多間合作的高校。

Unifrog 於 2019 年在香港成立首個海

外辦事處，以方便支援亞太區的合作

伙伴。

教育科技
unifrog.org

Archetype是一家全球性的中型公

司，其服務包括數碼營銷、策略傳播和

創意。公司位於上環；其總部設於三藩

市並在全球擁有19個辦事處。

Archetype 擅於制定策略，推行數碼營

銷、公關和創意宣傳活動。由構思到執

行，Archetype 團隊均帶給客戶獨特的

策略思維、創造力及高效執行，助客戶

確立品牌、塑造形象、推動業務增長。

Archetype 與香港、中國內地、亞太地

區的市場先驅及行業龍頭合作，當中幾

乎涵蓋所有領域，包括科技、零售、 

電子商貿、旅遊、酒店和金融等。

創立於 2019 年 3 月，所選用的名稱

“Archetype”蘊含其創辦宗旨，就是為

下一代全球市場推廣公司訂下標準。

Archetype 深信“市場推廣與傳訊早已

融為一體，每間公司都是科技公司；

全球化意味著要按當地市場作輕微調

整，以配合其文化特色。”

創意公司
archetype.co

GitStart是一間全球領先的遙距科技

公司。在2020年，GitStart 被 Angelist

評選為十大遙距初創公司，公司幫助客

戶大大提高他們的軟件開發速度。

在強大的 AI 引擎支持下，GitStart 的

優勢是為客戶提供一套完善而具競爭

力的收費模式、自動化管理的工作流

程、以及其對高質量編碼的執著。

在總裁 Hamza Zia 的帶領下，加上 

他在微軟及谷歌所累積的經驗，

GitStart 獲得了矽谷著名的加速器 

Y Combinator 的支持。

對於初創的開發團隊，GitStart 是他們

最堅實的合作伙伴。GitStart 擁有極強

的編碼開發能力、收費明碼實價、以及

突破固有的人力資源框架，為業界帶來

一個全新的商業運作體驗和效益。

GitStart 的服務適合一些對編碼質量有

要求的客戶，幫助他們避免繁瑣的日常

管理之餘，更同時享有更快速的軟件開

發速度。

資訊科技及軟件
gitstart.com

http://unifrog.org
http://archetype.co
http://gitstart.com


客戶簡介

Milestone|3相信每個人在工作中都

具有展示出卓越表現的巨大潛能 —  

公司的成立以此理念為基礎，並專注

於開發該潛力。其顧問團隊曾與無數

管理層、經理和專業顧問合作，培訓

他們成為有影響力的領導者，進而贏

得重大商業投標並建立堅固的客戶 

關係。

在業務演示、銷售推廣和客戶會議期

間， Milestone|3 與客戶合作，使其與

聽眾更緊密互動，進而提高演講感染

力。通過個人的技能發展和思維方式

合作的培訓，使其提高溝通效率及吸

引力，並充分發揮潛能，提升自我。

培訓咨詢
milestonethree.com

New	Narrative是由來自世界各地頂

尖媒體機構的人才所創立和領導的全球

內容顧問公司，致力為整個亞太及其他

地區的專業和金融服務企業發展及進

行思維領導之活動。公司提供由策劃、

概念化和發佈足以吸引決策者參與的

全球性內容當中涉及的每個階段的服

務，範籌包括制定訊息傳遞策略、建立

數碼受眾檔案、設計問卷、撰寫分析 

報告及製作“播客”（Podcast）。

New Narrative 在香港的辦事處是公司

地區和全球的總部，同時亦支援於新加

坡和紐約的辦事處，全方位為國際客戶

群提供定位清晰、具獨創性和影響力的

內容。

思維領導與內容顧問公司
new-narrative.com

http://milestonethree.com
http://new-narrativ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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