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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根廷 Supreme	Entertainment	Limited
致力成為中國內地休閒娛樂場內餐飲售

賣行業的頂尖供應商。公司業務包括進

口及分銷爆谷原料、棉花糖、爆谷及棉

花糖機、熱狗機、爆谷加熱器以及各種

場內售賣商品。

Supreme Entertainment 着力建立業內

頂級品牌特許經營及伙伴合作關係，公

司的宗旨是結合產品品質、具優勢的價

格以及專家支援，為客戶提供最具價值

的商機。

公司的客戶遍佈香港、澳門、台灣及內

地，包括一線戲院、遊樂場、零食生產

商、餐飲公司、小食店、學校、嘉年華

會、節慶、企業，甚至一般零食愛好者。

香港的地理位置優越獨特，又有穩

健的法規及基礎設施，是 Supreme 

Entertainment 設立大中華業務總部的

理想地點。

餐飲服務

www.supreme-ent.com.hk

富隆集團是一家精品投資公司，持有 

香港及澳大利亞金融牌照。

富隆為全球投資者提供一站式跨境金融 

解决方案，致力實現將資本提高至最多， 

為中國內地、香港和澳大利亞的投資者

和行業提供更多機遇。

富隆專注於房地產直接投資、跨境資本

管理和債券發行。目前，正打造大悉尼

房地產收益基金及高收益基金。

富隆與行業領袖和國有企業緊密合作， 

為投資者定制創新金融服務，有力掌 

握各地稀缺資源，包括金融、林業、 

房地產等，陪伴客戶在投資道路上走 

每一步。

證券與資產管理

vellum.hk

	澳大利亞

Workstem是一站式的人力資源管理

平台，由上班紀錄以至薪金結算都能妥

善管理。平台完全建基於雲端技術，並

提供‘軟件即服務’（SaaS）訂閱模式， 

在成本及效率方面有着極大的靈活性， 

讓中小企能夠在處理人力資源工作的同

時，專注於拓展業務。Workstem 協助 

管理整個僱傭過程，從員工管理、排

班、工時追蹤、出勤數據管理、休假管

理、薪金結算、強積金，以至報稅等。

憑借 Workstem 的解決方案，中小企可

提高效率、減少人為錯誤，以及節省時

間和人力成本。

發薪及人力資源科技平台

workstem.com

http://www.supreme-ent.com.hk
http://vellum.hk
https://www.workstem.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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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SG	Matters	Limited由 Glenn 

Frommer 博士創辦，他長期在業界的

努力貢獻，被譽為可持續發展和環境運

動的先鋒。自2014年以來，為配合現

今綠色金融的迅速發展，公司致力研發

綠色數據平台。ESG Matters 亦與不同

上市公司、中小型企業及各機構有著緊

密的合作和聯繫，緊隨全球動向，建立

對氣侯及社會變化的靈活應對方案，而

聯合國的可持續發展目標（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SDGs）則是其中

一個導向公司業務發展的指標。

ESG 的產品涵蓋環境、社會及企業

管治所需，亦參與研發及學術研究合

作，以加強公司實力並拓展不同類型

的市場。自家開發的旗艦數據平台 — 

ESG Dashboard 令複雜的環境數據

變得簡潔清晰，使數據轉換、排放計

算、碳定價和審計更易於處理。ESG 

Matters 堅守以科技、創新及保證為主

的理念，讓客戶透過其產品及服務達成

ESG 和財務目標。

綠色金融科技、物聯網（IoT）、ESG 
軟件、可持續發展及科技、一站式 
解決方案

ESGmatters.asia

Debayn於2017年3月推出，展現多

用途男士沙灘短褲和游泳褲新概念。

Debayn 為男士度身定制多款純色短

褲，其獨特的雙層物料創新技術使它成

為一款游泳及休閒兩用短褲。公司亦正

為 Debayn 推出新款時尚 Polo 衫和各

種配件，開拓沙灘裝以外的選擇。品牌

迅速獲得全球知名度，並已通過多渠道

銷售，定位為日常休閒服首選生活品牌。 

Debayn 於2020年6月在香港開設第

一家門店，計劃在2021年將其零售網

絡擴展至亞洲和歐洲市場。

泳裝

debayn.com

濃說有限公司（Wizpresso）是一家提供

人工智能（AI）技術的公司，致力改善

與優化金融機構及各行企業的研究、業

務決策流程和風險管理。Wizpresso 的

地區總部設於香港，公司服務全球投資

銀行、國際律師事務所，以及區內多家

本地公司。

公司透過尖端技術，協助在內部及外界

的資料中組織和提供見解。公司提供市

場情報、提取內容，以及工作流程主導

的工具，幫助專業人士提高效率、預測

表現，以及作出風險管理。Wizpresso

搜索平台提供全球性的營運數據和指標

著金融專業人士的投資分析過程。

Wizpresso 成立於2018年，是香港數

碼港培育計劃的初創公司之一，並被經

濟通金融科技獎2019認可為傑出的另

類數據平台。

金融數據分析和大數據

wizpresso.com

	加拿大

	丹麥

	法國

http://www.esgmatters.asia
https://www.debayn.com
https://wizpresso.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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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clusive	Venue是 Rouge Agency
的姊妹公司，是一家在香港、新加坡和
上海將高級場地與奢侈品牌和企業客戶
連繫起來的公司。每一個場地都擁有 
獨特的建築風格，營造出古典、殖民時
期、現代及前衛藝術的各種氛圍，訴說
自己的故事。Exclusive Venue 所提供
的場地能根據客戶要求，將其佈置成舉
辦活動的最佳場所。

各大奢侈品牌和企業客戶可以與
Exclusive Venue 合作，在其獨一無二
的場地舉辦企業活動，自然生色不少。

香港擁有眾多舉辦 VIP 活動、盛大晚宴
和企業品牌派對的場地，但喜歡耳目一
新感覺的活動主辦單位仍然會尋找一些
風格獨特、佈置破格的場地。

Exclusive Venue 所提供的場地無與
倫比，成功舉辦了多個充滿驚喜的活
動，與客戶分享寶貴體驗。

高級活動場地服務商
exclusive-venue.com

Thymus	Consulting倡導各大小公
司採用‘以人為本’的解決方案，通過
設計創新和具影響力的計劃以及思維模
式，改善企業看待員工的方式。

Thymus 提供全套與員工相關的訂制服
務給初創企業、家族辦公室以至上市
公司，包括業務重組、企業轉型、併
購、員工投入度提升、員工再培訓、應
變管理以及人力資源策略和計劃設計。
另外，Thymus 還為員工提供個人的職
業生涯支援，當中包括高級管理人員咨
詢服務，以及度身訂造的專業職業培
訓、指導和再就業支援。

Thymus 總部自2014年起設於香港，
其專家團隊對亞洲有深厚了解，這一點
在整個團隊多元文化中得以呈現。

管理顧問公司

www.thymusconsulting.com

Francois	Hurtaud	Limited是
François Hurtaud 在香港成立的設計工
作室，專門為各行各業消費品提供可持
續的產品設計及生產方案。

Francois Hurtaud 工作室致力與客戶一
同參與其設計、開發、工業化流程，並
與頂尖製造商合作，生產出歷久不衰的
產品，同時精心營造出有意義的品牌形
象。創辦人結合自己的設計經驗，並利
用香港的地理優勢（香港本身亦處於創
新的前線），輕易進出中國內地這個全
球最大的消費品生產地。

Francois Hurtaud 曾獲得多個國際
設計獎項及榮譽，例如日本 Good 
Design Award、紅點設計大獎（Red 
Dot Design Award）、German Design 
Award 及 A’Design Award。

環境科技
francoishurtaud.com

https://www.exclusive-venue.com
http://www.thymusconsulting.com
https://www.francoishurtaud.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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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st.codes	Ltd.由一群資訊科技、設

計、技術的愛好者所創辦，其成員具備

數十年的專業經驗。公司專門接收奇特

的構思、專注研究用途獨特以及度身訂

造的解決方案。

1st.codes Ltd. 的最新項目 Spam-X 是

一個主導式電郵收件箱，更是垃圾郵件

過濾器的唯一選擇。Spam-X 其實是個

人代理工具，能識別未知發件人發送的

任何郵件，並向用戶提供該郵件的圖片

以便快速確認，隨後會立即將其發送到

收件箱。

公司會在下一個項目中投資並開發技術

解決方案，為使用連線智能裝置的互聯

網用戶提供主導式私隱保護。

網絡安全 — 主導式私隱保護解決方案
spam-x.com

Mastery	in	Languages	Limited創

辦於2020，總部設在香港，為一站式

語言教育供應商，主要向本地及國際人

士、企業、政府機構和學校提供服務。

公司精通於培訓和內容開發，能夠為各

式各樣的需求提供通用或自訂課程。公

司相信未來的交流和語言學習着重於面

對面和數碼教學的結合，因此以混合教

學形式提供母語和外語訓練，以及跨文

化交流指導。

Mastery in Languages 在未來銳意以

實惠的價格打做出優質語言教育，透過

其混合式學習內容拉近本地社會的教育

差距。

語言培訓供應商及電子學習內容開發商
m-ilanguages.com

	德國

iVE.ONE	Ltd為全球各地的企業及投

資者提供專業數碼投資及發行服務所需

的科技平台。客戶可借助 iVE.ONE 的

技術平台將資產代幣化然後參與資本市

場；投資者則可獲得相關科技支援，擴

大其投資組合。

iVE.ONE 平台的核心科技能將國家法

規要求與安全的區塊鏈科技聯繫，從而

簡化合規過程。

iVE.ONE 的瀏覽系統簡明易用，並能

為區塊鏈上的金融工具在代幣化過程中

提供所需的合規支援，令企業獲得競爭

優勢。iVE.ONE 的願景是為所有人提

供最好的金融服務以及更佳的數碼資

產。

金融科技、區塊鏈、分散式賬本
ive.one

https://spam-x.com
https://m-ilanguages.com/
https://ive.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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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inity	Bridge是一家亞洲的專業顧

問，為企業提供媒體、科技和生活領

域的咨詢服務與執行支援。其合伙人

在亞洲擁有共百多年的咨詢和營運經

驗，並在媒體、科技和創意行業擁有

廣泛的聯繫網絡。公司在員工的努力

下，打拼出可靠的業績，為客戶找到

具意義的研究數據。公司亦與不同企

業或個體戶合作，並融合他們在專業

領域上的技能，與其核心團隊互相支

援、補足。

管理顧問公司
trinitybridge.asia

Ciao	Italia	Company	Limited的 

創立宗旨是為香港人提供健康的意大利

食品。Ciao Italia 多年來一直以天然材

料生產當地製成的產品。

客人品嚐過 Ciao Italia 獨一無二、 

百分百在西西里島生產及銷售的有機 

產品後，將體驗到前所未有的滋味以及

Ciao Italia 的傳統特色。

有機意大利食品
ciaoitalia.com.hk

	愛爾蘭

MegazoneCloud總部位於韓國，

近期進駐香港。 MegazoneCloud 與

Amazon Web Services（AWS）及100多 

間國際科技公司緊密合作，為企業客

戶提供雲端化服務、數碼轉型咨詢服

務以及技術解決方案，包括經過雲端

最佳化、技術人員以及流程，為企業

增權賦能，助其發揮業務潛能。

MegazoneCloud 提供各式各類服務及

解決方案，包括簡單的雲端遷移以至

複雜的應用程式項目，深受超過 1,500

個初創企業及知名大型企業等客戶的 

信賴。MegazoneCloud 具備深厚的 

技術專業知識以及多年來與各種規模 

和行業客戶合作的經驗，是亞太區最

大的 AWS 核心級咨詢合作伙伴之一。  

除韓國及香港外，MegazoneCloud 亦

正向多個市場擴充業務，包括加州帕

羅奧圖、東京、上海及河內。

資訊科技
www.megazone.com/us

	意大利

	韓國

https://trinitybridge.asia/
https://ciaoitalia.com.hk
http://www.megazone.com/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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恒新國際科技有限公司是匯付天下

（HK1806）在香港的主營機構，持有金

錢服務經營者（MSO）牌照，為全球跨

境電子商務客戶提供連接中國內地的換

匯及匯款服務。

恒新國際旗下產品 — 優麥匯（uPrimer）， 

以領先的支付技術與專業的營運制服

務，為中國內地的出口賣家提供全球

跨境電商平台，包括收款、匯兌、稅

籌、供應鏈金融等一站式支付服務。

匯付天下作為中國內地其中一間領先

的支付科技公司，致力建立全球支付

網絡，為客戶提供聚合支付、帳戶服

務、行銷服務、數據服務以及金融增值

服務。

匯款及匯兌 
www.uprimer.com

眾信易保科技（香港）有限公司是 

豆包網在海外的分支。豆包網成立於

2015年，並成為中國內地領先的保險

業智能科技服務商之一。豆包網堅持

‘技術令保險服務更高效、更智能’的

由衷，為保險公司、中介機構和企業 

客戶、第三方增值服務供應商提供涵蓋

智能營銷、智能客服、智能理賠、智能

營運、團體保險營銷等一站式整體解決

方案。其客戶包括保險公司、經紀、 

代理、企業客戶、以及第三者服務供 

應商。

豆包網以眾信易保科技視香港作為泛亞

太經濟發展的中心，相繼在香港和東南

亞推出繁體中文版及英文版的 SaaS 產

品，公司會持續協助提高專業保險中介

公司的服務質量和能力。

保險科技 
easitech.hk

	中國內地 中國華新資本（香港）有限公司（華新 

資本）在香港成立，立足中國內地，持

有香港證監會4號（就證券提供意見）和

9號（資產管理）牌照，專注於境外基金

管理和環球資本市場投資咨詢的資產管

理公司。華新資本的團隊具有優秀的工

作背景、豐富的實戰經驗和廣泛的行業

資源與聯繫網絡。華新資本緊貼著國際

金融市場的發展變化和中國內地邁向 

資本國際化的步伐，以其專業的技能、 

誠信的品格、專注的精神與境內外資本

市場和財富管理機構緊密合作，致力於

為全球機構和高淨值客戶提供物有所值

的金融服務。

資產管理行業
chinavisionhk.com

http://www.uprimer.com
https://easitech.hk
http://chinavisionh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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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西蘭

香港評值國際有限公司（香港評值）是

中國內地最大的資產評估集團（中評協

排名） — 中聯資產評估集團的香港分公

司。公司於2020年3月擴大其香港業

務。香港評值為評估商業企業、有形及

無形資產、物業、金融工具、礦產以及

環境、社會與治理報告等方面提供專業

意見，多年來一直編制符合全球證券交

易所（例如香港聯合交易所、新加坡證

券交易所、倫敦證券交易所、紐約證券

交易所等）規定品質要求的評估公開文

件。此外，香港評值的估值報告及服務

得到各大金融機構、上市公司、私營公

司及各大會計師事務所廣泛採用作各種

用途，包括首次公開招股、併購、訴訟

支援、投資、財務報告等。

資產評估金融服務
hkappraisal.com

Morning	Media是亞洲最大型提供

數碼營銷和僱主品牌解決方案的創意

媒體公司之一。傳遞創新意念和啟發

人心的故事是需要一班獨一無二的創

作人才組合的，而公司團隊則由這些

充滿熱誠和才華的創作人、說書人、

錄影師、編輯、設計師、數碼營銷專

家、宣傳專家和撰稿人所形成，創作

出栩栩如生的故事給大家欣賞。

Morning Media 總部位於新加坡，並

在香港設有辦事處，為亞太地區的中

小企業和其他機構提供服務，包括新

加坡金融科技協會、法國興業銀行等。

Morning Media 現正計劃續擴大其團

隊，並推出‘Happyer Digital’，主力

針對 Happyer 客戶的僱主品牌媒體和

內容營銷。

媒體公司
morningmedia.asia

New	Zealand	Quality	Waters	
Limited （NZQW）是新西蘭一家經驗

豐富的非酒精類瓶裝飲品生產商，於

2006年成立，並擁有一支充滿熱誠、

活力和創造力的團隊。

其品牌‘Waiz’的水源來自於新西蘭

Putaruru 的 Te Waihou 河中的‘藍色

泉水’。隨著北島 Mamakau-Kaimai

原生雨林的降雨，雨水被吸收到土壤

中，穿過多層火山岩，並以其作為自

然過濾器。水被過濾後作為地下蓄水

層積聚，創造了‘Waiz’天然水源 — 

‘藍泉礦泉水’，整個過程經歷了50到

100年的時間。

‘Waiz’已於 2020 年 5 月由其香港 

營運公司 NZO International Limited

從新西蘭正式帶到香港。

礦泉水製造商 — 瓶裝水
nzqw.co.nz

	新加坡

https://www.hkappraisal.com/
https://www.morningmedia.asia/
http://nzqw.co.n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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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瀚石林是一家企業咨詢及會計師事務

所集團。在上海、北京、蘇州、深圳、

成都、杭州、香港，以及新加坡設有分

公司。公司在支援海外業務發展方面擁

有近20年經驗，為各個商務團體提供

專業知識和一站式的無憂解決方案，

包括審計、咨詢、融資管理、風險管

理、商務服務、會計及咨詢、薪酬及人

事咨詢、企業秘書和咨詢、稅務咨詢及

合規和全球業務增長的服務。

中瀚石林於2020年6月在香港成立了

辦事處。香港地區因其優越的地理位置

和廣泛的稅收條約網絡，如同上海、 

北京、深圳和廣州，是企業在亞太地區

設立總部和拓展業務的理想樞紐之一。

作為一家新加坡全資公司，中瀚石林完

全遵循了其新加坡母公司高標準的制度

建設、國際化的服務標準，以及價值

觀體系。通過與國際會計事務所協會

Allinial Global 的合作關係，及其在全

球85個國家及地區擁有的592個辦事

處，可以全方位幫助中國內地企業實現

國際化和在全球範圍內拓展業務。

公司合規相關服務
www.sbasfhk.com

ACCIONA是水質處理行業的領先企

業之一，擁有設計、建造及營運飲用水

處理廠、殘餘淨化廠、再用水三級處理

廠和逆滲透海水化淡廠的能力。公司致

力於創新和應用最新科技，同時確保不

同活動區域的水質。

ACCIONA 提供涵蓋水處理過程每一個

階段的端對端服務，包括將水變得適合

人類飲用後輸送給大眾、淨化城市和工

業廢水，並直接向最終用戶收費。

ACCIONA 矢志為水利業的可持續發展

作出貢獻，成為全球首屈一指的解決方

案供應商。目前，公司正在將軍澳建設

海水化淡廠的第一階段項目，並將負責

維護工作，該廠初期的供應食水產量為

每日13.5萬立方米。

水利基礎設施
acciona.com

朗喬語言中心了解到語言是人類的主要

溝通工具。通曉某人、某組織或某個社

群所理解的語言，相當於打開了接通對

方思想、見解、思路及各種溝通模式的

橋樑；語言是提升個人教養、豐富個人

對全球社會認識不可或缺的工具。

朗喬認為學習一門新語言能在個人思考

及社交的層面上打開新天地，而且成效

極佳。朗喬的宗旨是為有意提升溝通技

巧的個人及組織開發必要的工具，助其

實現目標。

朗喬為個人、企業、學校及政府機構提

供各國語言及編程語言教學服務，另外

亦設有翻譯服務。

語言教學及翻譯服務
imlanguages.com

	西班牙

http://www.sbasfhk.com
https://www.acciona.com
https://imlanguages.com/


客戶簡介

Insider的數位成長平台（GMP）可幫

助數碼行銷人員提高整個‘行銷漏斗’

（marketing funnel）的增長，包括 

獲取新客（acquisition）、激活客戶

（activation）、留客（retention）及收入

（revenue）等方面。 GMP 利用具備深

度人工智能及機器學習能力的即時預

測式分類功能，令行銷人員能夠在網

絡、流動網絡、手機應用程式及廣告渠

道實施個人化行銷。GMP 配置建立在

單一數據層，操作簡單容易，可避免複

雜的整合工作以及對 IT 團隊的依賴。

Insider 簡化了數碼行銷人員的工作流

程，幫助他們推動品牌增長而又不產生

營銷浪費。部分著名的《財富500強》

公司以及零售、汽車、全球旅遊頂級品

牌亦有採用 Insider 來提供經人工智能

處理的個人化體驗。

企業對企業（B2B）科技
useinsider.com

Invictus	Alliance是一間人力招聘 

顧問公司，業務集中於消費品、工業、 

製造業、資訊科技、物流和供應鏈行

業，其團隊在亞太區擁有超過 25 年 

經驗。

Invictus Alliance 為初創企業和擁有 

地區性業務的跨國公司、本地或家族 

企業提供支援。公司了解客戶需求， 

透過經驗、文化和潛在合適度各方面評

估合適人才，一直為客戶作出優秀合適 

的配對。

企業及專業服務
invictus-alliance.com

Links	International連續多年獲選為

亞洲最佳人力資源外判合作伙伴，被公

認為亞洲領先的人力資源服務供應商之

一，業務遍及香港、新加坡、澳門、中

國內地、日本、韓國、菲律賓、印尼、

馬來西亞、泰國、台灣、越南、柬埔

寨、緬甸、澳大利亞和新西蘭，提供 

百分百在地服務。

Links 在亞洲地區擁有200多名員工，

其專業服務包括薪酬外判、勞務派遣服

務、人才招聘、顧主品牌、工作及培訓

簽證服務、再就業服務、人力資源技術

及分析等。

Links 為客戶度身訂造招聘解決方案，

備受10,000多個客戶信賴，其中服務

包括臨時招聘及高級行政管理招聘，以

幫助客戶尋找合適人才開拓亞洲業務。

人力資源外判服務商

linksinternational.com

	土耳其

	英國

https://useinsider.com/
https://www.invictus-alliance.com/
https://linksinternationa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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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TFCOOL.COM是一家由 AI 驅動的

金融科技公司，旨在為香港的零售和企

業投資者提供智能投資顧問，幫助投資

者成功投資。

公司會向每個客戶詢問有關投資目標、 

風險傾向和投資目標的基本問題，期望

幫助他們實現財務目標。

ETFCOOL.COM 是根據諾貝爾得獎研

究建立，其系統會自動進行投資組合平

衡，設計低成本交易所買賣基金（ETF）

的多元化投資組合，並以最大程度提高

投資者回報為目標。

客戶更可以在香港和美國上市的 ETF

上進行投資，並在 ETFCOOL.COM 上

進行全天候監控。客戶可以投資於促進

環境，社會與公司治理（ESG）問題的

基金，以使投資更有意義。

金融科技

etfcool.com

MightyHive是一間國際數據及數碼媒

體顧問公司，致力於協助市場營銷人

員和機構掌控未來數碼時代。公司提

供數碼轉型咨詢、私隱優先數據策略

及數碼媒體服務，從零開始創造成果。

MightyHive 借由設立香港辦事處進一

步開拓大中華區。MightyHive Hong 

Kong 與上海團隊緊密合作，現時支援

眾多零售、保險、電子商業、物流和 

美容行業的品牌。香港將於公司進一 

步拓展亞洲市場時，發揮舉足輕重的 

作用。

MightyHive 在全球擁有27個辦事處、

460名員工，於19個國家中設有由

顧問、平台專家、數據科學家和營

銷工程師組成的團隊。MightyHive

與 S4Capital PLC 在2018年合併，

S4Capital PLC 由資深廣告人蘇銘天爵

士（Sir Martin Sorrell）創立，是一間以

科技主導的新時代數碼廣告及營銷服務

公司。

數據及數碼媒體顧問

mightyhive.com

Redsip是一個令紅酒業者鼓舞的社交

網絡應用程式，為紅酒愛好者提供交流

聯誼的平台，讓他們分享及紀念每一次 

的紅酒體驗。在擴增實境（AR）和人工

智能（AI）技術的支持下，Redsip 讓紅

酒愛好者能夠深入了解他們的紅酒選

擇，徹底改變他們享受紅酒以及與其他

紅酒愛好者交流的體驗。

Redsip 始創於加州帕羅奧圖，及後 

拓展到亞洲的紅酒貿易及分銷樞紐 —  

香港，其香港分部為數碼港培育計劃的

成員。自 2020 年初正式推出以來， 

該應用程式的用戶群不斷增長，現時

遍佈全球逾49個國家，香港用戶人數

佔百分之五十五。Redsip 將於2020年

10月推出 Android 版應用程式及網上

紅酒活動。

社交網絡應用程式

redsip.co

	美國

https://etfcool.com
https://mightyhive.com/
https://redsip.co


客戶簡介

SHIPNEXT	Limited是一套國際貨運

市場以及供應鏈管理系統，通過運算技

術，為貿易商、經紀人、船東、租船營

運商及租家提供搜尋即時貨運方案、

運費協商、網上預訂及貨運追縱服務。

SHIPNEXT 總部位於美國，並在香港、 

新加坡、比利時及烏克蘭設有辦事處， 

為全球客戶提供服務。SHIPNEXT 得到

香港的加速器‘Betatron’投資，並以

孵化企業身分獲數碼港支持及資助，

視香港為重要的航海樞紐，計劃從 

香港把銷售及籌資業務擴展至亞太 

地區。

貨運平台、商品貿易及運輸

shipnext.com

https://shipnex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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