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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月推出的有限合夥基金制度、「跨境理財通」計劃，以及即將推出的私募股權
措施，將加強香港作為國際資產及財富管理中心的地位。

推動香港成為資產及	
財富管理中心的新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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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提升競爭力，使香港成為亞洲區首選的國際資產及財富管理中心，政府多管齊下，務求創造新的經濟機遇、協同效應

和金融服務需求。

有限合夥基金
《有限合夥基金條例》於2020年8月31日開始實施。該條例

建立新的有限合夥基金制度，讓私人基金可在香港以有限責

任合夥的形式註冊。條例實施首日就收到11份申請，其中

許多基金申請人以粵港澳大灣區（大灣區）為重點投資主題。

新制度為私人投資基金（包括私募基金、創投基金和基建

基金）於香港的註冊和營運提供一個便利的現代化法律框架。 

有限合夥基金為結構上屬有限責任合夥形式的基金，用以

管理投資，為其投資者帶來利益。符合有限合夥基金制度

下註冊資格的基金，必須由一名普通合夥人及最少一名有

限責任合夥人組成，前者對基金的債項和義務承擔無限責

任，後者則承擔有限責任。有關基金必須向公司註冊處處

長註冊為有限合夥基金，並在香港設有註冊辦事處。除非 

基金是向公眾發售，否則毋須獲得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

委員會（證監會）的授權。只要符合資格規定，註冊程序於

幾日內便可辦妥。

有關該註冊計劃的詳情，請瀏覽公司註冊處網站：

跨境理財通
過去幾年，滬港通和債券通的發展促進了中港兩地之間的

資本流動。內地人日益富裕，對分散投資於境外資產的需

求不斷增加。為進一步提高大灣區理財產品的跨境投資，

中國人民銀行、香港金融管理局（金管局）和澳門金融管

理局於2020年6月29日發出聯合公告，宣佈在大灣區推

出「跨境理財通試點計劃」。透過這制度，大灣區的內地投

資者可以投資於香港和澳門發行的理財產品，反之亦然。 

金管局現正與相關監管機構及業界緊密合作，研究計劃的

實施細節。

附帶權益稅務寬免
另一個令人鼓舞的相關發展是，香港政府努力提高香港私

募股權平台在稅務方面的競爭力。正如財政司司長陳茂波

於今年的財政預算案中宣佈，香港政府準備引入極具競爭

力的附帶權益稅務寬免。如條例通過，該寬免將由2020/21

財年起生效，並具追溯效力。

證監會加強措施
證監會於2020年9月宣布，《開放式基金型公司守則》的

修訂經已生效。部分修訂內容包括在香港的私人開放式

基金型公司不再受投資限制，以及放寬開放式基金型公司

保管人的資格規定。

此外，證監會亦就《證券及期貨條例》下發牌制度對單一家

族及多家族辦公室的潛在影響提供額外指引。

詳情請瀏覽：

聯絡：

黃恆德
財經金融行業主管

Z（852）3107 1085
m dixonhtwong@investhk.gov.hk

https://www.sfc.hk/web/TC/faqs/intemediaries/licensing/family-offices.html
https://www.cr.gov.hk/tc/legislation/lpf.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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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月

6-8

南方峰會（South Summit）
這場網上活動將匯聚顛覆業界的初創企業，並促進他們與世界
各地不同投資者及公司的聯繫。投資推廣署作為活動的企業合
作夥伴，將參與其中一場分享環節，並與香港經濟貿易辦事處
及香港貿易發展局共同設置展位。
主辦單位：西班牙初創企業與馬德里市攜手呈獻
 www.southsummit.co

7

國際論壇（International Forum）
論壇旨在為企業管理人員帶來不同解決方案，以助他們在國際上
發展業務，並在全新市場增加及開拓公司產品及技術。
地點：CCI Lyon Métropole Saint-Etienne Roanne Palais du 
Commerce
主辦單位：法國里昂市工商會 
 www.forum-cci-international.com

12-23

ISHKA世界巡迴活動：網上航空融資交流系列  （ISHKA World 
Tour: Virtual Aviation Finance Networking Series）
專門為航空融資業界而設的網上活動，讓全球各地的業內人士聚
首一堂，分享意念及交流。
主辦單位：ISHKA 
 www.ishkaglobal.com/Events/Event/89/Ishka-World-Tour

13-14

高科技創投日2020（HighTech Venture Days）
專門為歐洲高科技公司及國際投資者而設的配對及集資活動。
地點：Die Glaeserne Manufaktur
主辦單位：HighTech Startbahn GmbH
 www.hightech-venture-days.com

14-16

康涅狄格州海運協會航運2020（Connecticut Maritime 
Association Shipping 2020）
為期三日的網上活動將吸引來自世界各地的航運樞紐業界人士 
參與。投資推廣署作為活動贊助機構將主持一場分享環節。 
主辦單位：Informa Connect
 informaconnect.com/cma-shipping

15

香港船舶租賃業的全新稅收制度 
是次網上研討會將為船舶租賃公司介紹香港全新的稅收制度。 
羅兵咸永道會計師事務所及投資推廣署的專家將於研討會中分享
他們的深知灼見。
主辦單位：羅兵咸永道會計師事務所及投資推廣署（受邀請人士
出席）

19-21

加拿大創新交流大會（CIX）2020數碼峰會
此網上互動平台將聯繫加拿大最具發展潛力的初創公司。 
主辦單位：CIX
 www.cixsummit.com/2020/

28-29

數碼保險會議（Digital Insurance Agenda Conference）
此為聯繫世界各地保險業界先鋒的保險科技專屬會議。投資推
廣署為活動的企業合作夥伴，並將主持一場分享環節，及為有志
在亞洲拓展業務的保險科技公司舉辦工作坊。
地點：荷蘭阿姆斯特丹
主辦單位：DIA
 next.digitalinsuranceagenda.com/dia-amsterdam-2020/

want-to-attend

十一月

2-6

香港金融科技周2020
為期一週的網上活動將會舉行多線會議、FinTechHK環球比賽、
全球Fast Track計劃、展覽、交易現場、交流活動及展示活動等
精彩節目。 
主辦：投資推廣署
 www.FinTechweek.hk

3-4

數碼港創業投資論壇（CVCF）2020
這場網上論壇將討論最新的科技創投趨勢及前景，並談及推動
下一波創新科技交易機會的因素。
主辦單位：香港數碼港 
 cvcf.cyberport.hk

5-10

中國國際進口博覽會（CIIE）
CIIE旨在促進世界各國及地區加強經濟合作及環球貿易，推動經
濟增長。
地點：上海國家會展中心
主辦單位：中華人民共和國商務部、上海市人民政府
 www.ciie.org/zbh/index.html

6

日本公司金融科技網絡研討會
這場網上研討會旨在介紹香港金融科技市場的最新發展，當中 
包括虛擬銀行的案例分享，以及日本金融科技公司在港集資的 
貼士。
時間：下午2時至3時（香港時間）
主辦單位：投資推廣署、日本一般社團法人FinTech協會

9-13

數碼週
由亞太區美容展呈獻的首個網上活動，當中會有不同的國際公司
參與以及向世界各地的貿易專家展示其產品及服務。
地點：上海國家會展中心
主辦單位：亞太區美容展有限公司、博羅尼亞集團、 
Informa Markets Asia Ltd.
 www.cosmoprof-asia.com/zh-tw

11-13

香港餐飲展（RBHK）x 亞洲高端食品展
活動將呈獻各式美食、飲品及精緻佳餚，讓不同的料理專家、飲品
調製大師及餐廳東主聚首一堂。 
地點：香港會議展覽中心
主辦單位：Informa Markets 
 www.rbhk-ga.com

17

DxPx診斷合作會議（DxPx Diagnostic Partnering 
Conference）
此國際診斷及研究工具合作會議將以完備的製藥業界合作概念，
滿足診斷及研究工具行業的特定需要。
地點：Maritim Hotel Düsseldorf
主辦單位：SLS Partnering GmbH
 dxpx-conference.com

17-18

亞洲物流航運及空運會議（ALMAC）2020
這項一年一度的盛事今年將移師到網上舉行，將討論亞洲物流、 
航空貨運、供應鏈管理及海運業的最新趨勢及商機。
主辦單位：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香港貿易發展局
 www.hktdc.com/ncs/almac2020/en/main/index.html

24

 「香港及大灣區體育及休閒業務」活動（“The Business of 
Sports and Leisure in Hong Kong and the GBA”Event）
一眾來自公司及機構的專家將分享在香港及大灣區從事體育及
休閒領域（包括現場體育賽事、電競以及各類不同活動）的各種
機遇。
地點：荷蘭烏德勒支 
主辦單位：投資推廣署及荷蘭香港工商總會（受邀請人士出席）

26-27

FIN Portugal 2020
這場環球交流盛會致力推動歐、亞、美三大洲各項活動建立緊密
的合作網絡。投資推廣署將在場內設立展位並參與分享會。
地點：OCC-Portuguese Professional Accountancy 
Organisation’s Building, Porto
主辦單位：葡萄牙及中國青年企業家協會
 www.finportugal.com

11月 
30日

|
12月 
1日

 「一帶一路」高峰論壇2020
高峰論壇雲集來自「一帶一路」沿線及周邊國家的高級政府官員
及商界領袖，他們將就多邊合作交換新知灼見並探索商機。
地點：香港會議展覽中心
主辦單位：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香港貿易發展局
 www.beltandroadsummit.hk

十二月

1-3

網絡高峰會（Web Summit Conference）
是次網上會議將集中討論互聯網科技、新興科技及創投等議題。
主辦：Web Summit
 www.websummit.com

8-9

家族辦公室論壇（Family Office Forum）
這場於蘇黎世舉辦的論壇為年度國際會議，屆時來自瑞士及 
世界各國的私人家族辦公室管理人員及超高淨值資產人士
 （UHNWIs）將聚首一堂。
地點：Dolder Grand Hotel
主辦單位：Prestel&Partner
 prestelandpartner.com/familyofficeforumzurich.html

更多活動：

https://www.investhk.gov.hk/zh-hk.html
http://www.southsummit.co
http://www.forum-cci-international.com
http://www.ishkaglobal.com/Events/Event/89/Ishka-World-Tour
http://www.hightech-venture-days.com
http://informaconnect.com/cma-shipping
http://www.cixsummit.com/2020/
http://next.digitalinsuranceagenda.com/dia-amsterdam-2020/want-to-attend
http://next.digitalinsuranceagenda.com/dia-amsterdam-2020/want-to-attend
http://www.fintechweek.hk
http://cvcf.cyberport.hk
http://www.ciie.org/zbh/index.html
http://www.cosmoprof-asia.com/zh-tw
http://www.rbhk-ga.com
http://dxpx-conference.com
http://www.hktdc.com/ncs/almac2020/en/main/index.html
http://www.finportugal.com
http://www.beltandroadsummit.hk
http://www.websummit.com
http://prestelandpartner.com/familyofficeforumzurich.html
https://www.investhk.gov.hk/zh-hk.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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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帶一路是國家主席習近平於2013年提出的21世紀具包容

性的國際合作倡議。它包括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世紀海上

絲綢之路，跨越不同大洲的國家。

作為該計劃的關鍵節點，香港是一個高度互聯的全球金融

中心和專業服務中心，在一帶一路沿線，從亞洲到歐洲以

及其他地區，擁有強大的政府對政府，企業對企業和人與

人之間的聯繫，將創造前所未有的機會。

投資推廣署將於今年下半年出版一本小冊子，以說明企業

如何利用香港實現其一帶一路的抱負。小冊子將包括關鍵

資訊和數據，以及投資案例和有用的鏈接。我們會提到

四個重大的機會領域：金融服務，研發，法律和仲裁以及

數碼一帶一路。

利用香港	
開拓一帶一路的商機

金融服務

香港是全球領先的國際金融中心，具備穩定而靈活的資

本市場，貨幣、商品、資金、資訊和人才可自由流通。

香港在股票市值、首次公開招股集資、資產管理、銀行

及保險業務等方面，持續在全球領先之列。香港位處

亞洲心臟，在24小時不停運作的環球金融貿易市場，與

歐洲、北美，以至中東及包括中國內地在內亞洲等地的

主要金融樞紐，互聯互通。作為中國的世界金融樞紐，

香港是全球最大的離岸人民幣業務中心，並透過滬港

通、深港通及債券通等，推動人民幣國際化及發揮跨境

金融融通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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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卡托研究所《2019年全球人類自由指數報告》中，

香港的人類自由指數得分為8.81（滿分為10分）排名

亞洲第1、全球第3，其中司法獨立得分為8.6，法律制

度誠信得分為8.3。

香港是透過仲裁及調解解決爭議的首選地。在香港作出

的仲裁裁決，可在超過160個《紐約公約》締約國執行

外，香港亦分別與中國內地和澳門簽訂了相互執行仲裁

裁決的安排。自2015年起，香港在倫敦大學瑪麗皇后

學院進行的《國際仲裁調查》中，一直獲評為全球首五個

最受歡迎仲裁地之一 。

以上僅僅是企業選擇香港來擴張到一帶一路地區的部分原因。如欲了解更多資訊，請聯繫：

黃楚峰
策略研究主管

Z（852）3107 1494
m  davidwong@investhk.gov.hk

創科研發

香港憑藉與中國內地以至全球各地的緊密連繫、雄厚的

科研實力、世界級的大學，以及完備的知識產權保障制

度等，具備優越條件發展創科。政府致力締造蓬勃的生

態環境，以優質的軟硬件支援，協助業界不斷研發及

創新。香港正迅速發展為科技初創企業樞紐，政府與本

地科研機構和各間大學為科技初創企業營造有利環境，

並推出多項措施包括提供針對性資助計劃（例如為吸引

風險投資基金投資的特定創投基金項目）、稅務寬減以

鼓勵研發投資、在重點科技領域組合科研群組，以及與

鄰近的深圳市政府合作，發展「港深創新及科技園」。

政府將循八大方向推動創科發展，包括增加研發資源、

匯聚科技人才、提供創投資金及科研基建、檢視現行

法規、開放政府數據、牽頭改變採購方法和加強科普

教育，至今投放逾1,000億港元資源，就八大方向推出

不同措施。

法律和仲裁樞紐

香港法律專業人才滙聚，多個提供法律和解決爭議服務

的國際及區域組織均在香港設立辦事處。本地和國際法

律人才薈萃，令香港成為促成交易和解決爭議的首選地。

法律架構成熟，積極保護私有財產（包括知識產權），令

香港成為亞洲的商業及金融樞紐。根據世界銀行《世界

管治指標》研究，香港法治位列亞洲第2、全球第11。 

數碼一帶一路

數碼技術是推動未來經濟發展的新動力，並且越來越成

為一帶一路國家之間合作的關鍵。香港對數碼基礎設施

和智慧城市發展的承諾使其成為數碼絲綢之路發展的重

要參與者。香港是領先數碼經濟體系，分別在數碼化準

備程度和互聯網接達能力的排名榜上均一直位列前茅。

香港設有11個海底電纜系統，並透過11枚通訊衞星提

供對外通訊服務。預計於未來兩至三年，將有更多海底

電纜系統落成，加強香港與世界各地的連繫。主要電訊

商已於今年第二季在香港推出5G 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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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政府創新實驗室	–		
促進政府部門採用創新科技解決方案

香港特區政府一向致力促進香港創新及科技的發展。政府
在2019年4月正式實施新的支持創新採購政策，鼓勵政府
部門在評審投標書時重視投標者提交的創新建議，並在
一般情況下，投標者的經驗不應被列為參與採購的必要
條件。為鼓勵及協助政府部門更廣泛地應用創新科技，
並推動業界積極參與協助政府部門引入不同資訊科技方
案以改善公共服務，政府資訊科技總監辦公室於2019年
4月成立「智慧政府創新實驗室」（創新實驗室），配合支持
創新的政府採購政策，為本地業界創造更多商機。

聯繫政府部門與業界

創新實驗室設立了網上專頁（www.smartlab.gov.hk），
臚列不同公共服務面對的挑戰，並邀請
業界提交相關技術方案及產品建議。

創新實驗室亦在香港數碼港設立業界
聯繫辦公室，展示一些在政府部門正在
或已成功驗證的技術，以啟發更多部門
採用創新科技。 

為了與業界聯繫並促進業界參與，創新
實驗室定期舉辦技術論壇，不僅邀請業
界向政府部門介紹其技術方案，亦協
助業界更深入了解政府的需要，就合
適的範疇向創新實驗室提交建議。截至
2020年9月，創新實驗室聯同數碼港、
香港科學園及香港生產力促進局合共舉
辦了五場技術論壇，包括兩場網上論
壇，共吸引超過1,760位參加者。

啟發與共創

為處理各政府部門的業務需求，創新實驗室通過與創科業
界交流，積極尋求合適的科技解決方案，並安排主題工作
坊及概念驗證測試，相關部門從而得以更了解切合他們需
要的解決方案及產品，從而更有效制定採購要求。創新
實驗室亦會向解決方案提供者提供意見，協助他們因應用
戶需求及市場需要，進一步改善產
品。創新實驗室自成立至今已為
34個業務需求配對解決方案，
過程中為相關部門安排了44場
主題工作坊和針對19個解決
方案的概念驗證測試，
合共8個項目已經計
劃或正在進行試點
應用。

憑藉所取得的進展，
創新實驗室將繼續加強與
政府部門和業界的協作，
推動政府部門採用創新科
技以提供更便捷和以人為
本的公共服務。

智慧政府創新實驗室
w https://www.smartlab.gov.hk/tc/index.xhtml

http://www.smartlab.gov.hk
https://www.smartlab.gov.hk/tc/index.xhtml
https://www.smartlab.gov.hk/tc/index.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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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看影片：

亞洲銷售近40年，我們發現產品銷情
極佳，認為是時候在香港開設一間新的
海外旗艦店兼餐廳。」

香港的本地顧客群龐大，他們熟識國際
品牌，樂於接納多元飲食文化。此外，
香港更有無數來自全球各地的遊客。
Venters表示：「能夠向香港及來自世 
界各地的顧客展現 Fortnum & Mason
最精緻的面貌，我們深感榮幸。」

亞洲市場典範

Fortnum’s的旗艦店位於尖沙咀海濱的
Victoria Dockside，共有兩層，總面

積達七千平方尺。地下是
零售區提供各式各樣的特
色產品，內設品茶區，供
顧客了解和體驗茶葉產品；
樓上是 Fortnum’s的餐廳

「181」，以其皮卡地里總店
的地址命名。餐廳提供現
代料理，包括 Fortnum’s聞
名的英式下午茶，顧客可
一邊品嚐一邊欣賞維多利
亞港的壯麗景色。

Fortnum & Mason（簡稱 Fortnum’s） 
是英國擁有三百多年歷史的高級百貨 
老字號，於1707年在倫敦皮卡地里

（Piccadilly）起家，向來以出售手工 
餐飲產品而馳名，更曾經服務過十二 
位英國君主。2019年11月，Fortnum’s
選址香港開設其創立312年來的首間 
海外旗艦店。

過去幾年，Fortnum’s在香港是透過與
高檔百貨公司合作銷售產品。由於銷
情理想，Fortnum’s決定進一步拓展香
港市場。Fortnum & Mason 行政總裁
Ewan Venters解釋﹕「Fortnum’s已在

Fortnum & Mason
行政總裁

Ewan Venters

香港是亞洲美食之都，我們對 Fortnum’s的 
前景非常雀躍。我們希望在香港匯聚亞洲 

顧客，令品牌更加深入人心，再考慮往亞洲 
其他地方擴展。

Fortnum & Mason
選址香港設立 
首間海外分店
位於倫敦 Piccadilly英國茶葉名店 Fortnum & 
Mason在香港開設首間海外專門店，將其積累
數百年的餐飲經驗帶進亞洲。

Venters認為香港是 Fortnum’s進一步
打響亞洲市場知名度的理想地方，他
表示﹕「香港是亞洲美食之都，我們對
Fortnum’s的前景非常雀躍。我們希望
在香港匯聚亞洲顧客，令品牌更加深
入人心，繼而再考慮往亞洲其他地方 
擴展。」

亞太區董事總經理趙嘉曼表示，團隊 
在籌備這間 Fortnum’s海外首間旗艦店 
時，希望各方面皆盡善盡美。她說：

「我們要確保店鋪的每個角落都與別不
同，令顧客每一步都眼前一亮。這間 
香港旗艦店會成為本地顧客及遊客的必
去地點，因此我們必須留下良好的品牌
印象，繼而探索區內的其他機遇。」

她補充道，投資推廣署是 Fortnum’s開
設香港旗艦店期間的主要顧問之一。她
說：「投資推廣署為我們提供了很多支援 
及建議，包括政府法規、必要的進口程
序，以及一些詳盡的市場情報。即使店
鋪經已開張，我們仍會維持合作關係。」

Fortnum & Mason
	Fortnum’s於1707年在英國倫敦 

皮卡地里起家，並於2019年 
11月在香港開設了首間海外 
旗艦店，有約70名員工

 w fortnumandmason.com/
hong-kong

https://www.investhk.gov.hk/zh-hk/case-studies/fortnum-mason-makes-its-overseas-debut-hong-kong.html
https://www.fortnumandmason.com/hong-kong
https://www.fortnumandmason.com/hong-k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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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方家族辦公室
首席執行官及創辦人

關志敏

個市場。除稅務及法律諮詢外，萬方亦
提供全套家族辦公室解決方案，包括居
住規劃、物業出售、投資及融資服務。
萬方的香港辦事處則負責籌劃公司的企
業總體策略以及亞洲與全球各地的業務
發展。

堅韌穩健的環球金融中心

關志敏認為，香港受惠於政府的支持 
政策，是設立家族辦公室的理想地。 
他說：「香港有清晰透明的監管框架以
及穩健的法律體系，深得國際社會信
任；其低稅率及靈活的銀行業亦是吸引
投資者之處。」

他補充：「香港有大量優秀的金融業專
才可供選擇，企業可以輕易聘用到往績
良好、經驗豐富的員工；他們的經驗與
全球視野對於企業發展有著舉足輕重的
作用。」

古語有云 :「富不過三代」，財富傳承一
直都是商賈巨擘眾多煩惱之一。部分高
資產淨值人士以及富裕家族的成員則會
選擇尋求專業協助，以確保家族財富得
以永續留存。萬方家族辦公室（Raffles 
Family Office）於2016年成立，旨在為
客戶提供目標明確的資產及財富管理服
務，以助他們制定合適的傳承規劃，順
利進行誇代財產轉移。

亞洲新興的家族辦公室市場

萬方的首席執行官及創辦人關志敏認
為，亞洲的家族辦公室市場正在快速增
長。他說：「亞洲是現時全球高資產淨
值人口增長最快的地區，當中達四成的
億萬富翁是來自中國內地。香港作為連
接亞洲及環球投資者的重要樞紐，是我
們與客戶商討傳承規劃的理想地點。」

萬方的總部位於香港，業務遍及亞洲四

香港作為連接亞洲及環球投資者的
重要樞紐，是我們與客戶商討 

傳承規劃的理想地點。

傳承
家族財富
有見亞洲成為新的全球創富中心，萬方家族
辦公室選擇將總部設於香港，加快於中國 
內地以至整個亞洲的擴張步伐。

關志敏又認為，香港毗鄰中國內地擁有
重大優勢。現時，萬方有近一半客戶是
來自中國內地。他指出：「香港地理位
置優越，是連接中國內地與世界的主要
橋樑，為外國投資者提供開拓內地市場
的渠道。同時，隨著內地高淨值人士的
增加，更多人士希望透過香港將資產分
散投資到人民幣以外的資產。」

有見市場前景蓬勃，萬方一直致力擴大
規模，並有意將香港團隊的人數增加三
倍。他認為香港投資推廣署是萬方業務
增長之路上的重要夥伴。他總結道： 

「投資推廣署一直為我們提供最新政策
的資訊及行業情報，又幫助我們往國外
推廣業務。香港能成為亞洲領先的家族
辦公室樞紐，投資推廣署的支持與協助
實在功不可沒。」

萬方家族辦公室
	萬方家族辦公室總部設於香港， 

有約60名員工，具豐富的營運、 
投資、合規及前線經驗

	為迎合當地的高淨值人士市場， 
萬方計劃在上海、北京及成都
設立辦事處

 w rafflesgroup.co

https://www.rafflesgroup.co/zh-ha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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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見外，將來也會多舉辦賣家工作坊 
分享營運策略。

除此之外，Shopee 也在香港設立自
建物流（Shopee Logistic Services，
SLS），提供一站式的物流服務，把貨
件由香港中轉倉直接運到顧客手上。 
他說：「物流是電子商貿中不可或缺的
一環。香港完善的物流基礎建設能支援
我們的營運與供應鏈，有助我們提供更
優質的跨境電商服務，其優越的地理位
置，能讓我們在短時間內直達東南亞以
及台灣市場，令我們的配送服務更具優
勢。此外，香港的互聯網普及率極高，
更可選擇多種支付方式。」

他補充道：「而且東南亞及台灣與香港
的地理位置相近，在接近同一個時區下
營運生意，此等皆有利於促進 Shopee
的業務發展。」

本地化為業務成功的關鍵

劉江宏認為，本地化是 Shopee得以成
功的關鍵。Shopee 在不同站點建立本
地團隊，為賣方夥伴提供服務，還會為
不同市場開發專屬的手機應用程式。他
解釋 ﹕「每個市場之間各有文化特色及
消費喜好，我們的本地團隊就能制定不
同層次的地區策略，例如在不同地區推
出有當地色彩的產品、服務平台及市場

隨著互聯網及各種科技的應用層面日趨
廣泛，電子商貿正極速增長。Shopee
既為東南亞領先的電子商貿平台，自
2015年成立以來發展日益蓬勃，並計
劃以香港及中國內地市場為發展重心之
一，致力在香港邀請有潛力的商家，讓
他們的產品外銷到東南亞市場，打開更
多的銷售渠道。

Shopee 是一個東南亞網上購物平台，
賣家可以在這個平台開設網上商店，並
陳列自己的產品，為他們在新興市場上
獲得生意機會。Shopee為企業提供一
站式方案，包括市場推廣、物流以及本
地和跨境交易付款服務。有著這些完善
的配套，香港的賣家過往在做跨境貿易
所衍生的問題也能迎刃而解。隨著顧客
對設於香港品牌和商品的需求大增，
Shopee自2018年起在香港招募賣家，
當中包括國際大品牌或耳熟能詳的產
品，進駐了 Shopee後結果廣受當地買
家歡迎，為日後香港商家進一步發展 
東南亞市場時，注下了一支強心針。

亞洲中樞 物流基建完善 

Shopee 跨境業務總經理劉江宏認 
為，香港是亞洲的電子商貿中心，為
Shopee 的業務發展帶來了不少有利 
條件。Shopee在香港開設辦公室，為
賣家提供東南亞的市場分析以及發展 

Shopee
	Shopee是東南亞與台灣領航 

電商平台
	業務覆蓋新加坡、馬來西亞、

菲律賓、台灣、印度尼西亞、
泰國和越南

	在深圳、上海和香港地區設立
跨境業務辦公室

 w shopee.com.hk

Shopee
跨境業務總經理

劉江宏

香港完善的物流基礎建設 
為我們的營運與供應鏈提供了 
很好的支援，有助我們提供 
更優質的跨境電商服務。

Shopee本地化策略， 
成功推動電子商貿
Shopee預視亞洲電子商貿增長一日千里，早着先機針對東南亞以及台灣 
採取獨特的市場策略。

推廣活動，例如聘請當地的網紅 KOL
作為 Shopee的代言人，或者舉行當地
節日促銷，如齋戒月大促活動。」至於
香港的發展計劃上，Shopee為了進一
步拓展業務來招募更多香港賣家，有意
將香港的團隊人數增加一倍。

劉江宏感謝投資推廣署一直以來對
Shopee 業務發展的協助，他表示 ﹕ 

「投資推廣署是我們的得力合作夥伴，
為我們帶來建立人脈網絡的機遇，而且
更為我們提供公關支援。他們不但介紹
了許多政府部門及資助計劃給我們， 
而且將與我們協辦網上研討會及其他推
廣電子商貿活動，積極推動電子商貿發
展。我們雙方合作得非常順利，彼此都
期待更多合作機會。」

http://www.shopee.com.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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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 ﹕「香港的遊戲市場主要由電子遊戲
機與手機遊戲兩者組成；本地玩家購買
力高，特別是電子遊戲機的消費。此
外，電腦及電子遊戲機的付費遊戲佔本
地整體遊戲消費的百分之四十，這正是
我們最擅長的範疇。」

除本地市場外，粵港澳大灣區的商機亦
是 Digital Bros選址香港為總部的決定
性因素。據 Rosenthal稱，中國內地的
遊戲收入有三分之二是來自廣東省，而
香港是處理公司在內地及海外業務的理
想地點。Rosenthal 認為：「立足香港
有助我們以環球視野鞏固中國市場的認
識，讓我們更容易地管理跨境的商業活
動以及合作夥伴關係。」

他補充道﹕「香港的優勢很多，包括法
治系統完善、市場穩定、人才優秀、物
流高效及數據傳輸便利，是極之理想的
商業樞紐。香港是聯繫東西兩地遊戲業
的重要地點，讓我們協助兩地的獨立開
發商進軍全球，同時把自己的作品引入
中國內地及亞洲。」

Digital Bros現正計劃擴大在亞太區的
受權人網絡，並更集中在多個平台上直
接發佈作品，而香港將成為營運、公關

近年來，電子遊戲業的收益大幅攀升，
而 Digital Bros正是業界的佼佼者。這
間數碼娛樂公司於1989年成立，總部
位於米蘭，旨在為全球遊戲玩家帶來獨
一無二的體驗。

Digital Bros的業務覆蓋整條價值鏈的
公司，在電子遊戲界裡罕見，由開發、
發行，以至透過數碼及零售渠道發行遊
戲，均有涉足。Digital Bros 與有潛力
的開發商建立合作關係，並提供各種支
援，例如資金及市場推廣。

2020年7月，Digital Bros 的子公司
505 Games宣布與心動網絡股份有限
公司（中國頂級遊戲開發商，已在香港
上市）合作，將在中國內地、香港、澳門 
及台灣發佈大熱的沙盒遊戲泰拉瑞亞

（Terraria）的手機版。505 Games憑藉
多年來在區內的不斷努力及投資，終獲
Metacritic評為2019年度最佳發行商，
並獲百度 App評為中國年度發行商。

付費遊戲市場前途無限

在各種因素下，Digital Bros於2019年
將區域總部由深圳遷至香港。Digital 
Bros亞太區總經理 Thomas Rosenthal

意大利電子遊戲公司 Digital Bros將區域總部遷往香港，以擴大亞太區的
市場佔有率。

Digital Bros
	Digital Bros自2000年起在 

意大利證券交易所上市

	Digital Bros活躍於全球，在 
意大利、美國、英國、法國、
西班牙、德國、中國內地、 
香港及日本擁有直接業務， 
旗下約有200名員工

 w digitalbros.com

Digital Bros
亞太區總經理

Thomas Rosenthal

香港是聯繫東西兩地 
遊戲業的重要地點，讓我們 

協助兩地的獨立開發商進軍全球， 
同時把自己的作品引入 

中國內地及亞洲。

立足香港 展望亞洲遊戲市場

及數碼行銷支援的重要基地。長遠而
言，Digital Bros希望提高生產及發行
能力，以支援區內的發行及開發活動，
特別是在亞洲搜羅的遊戲。

Rosenthal認為香港投資推廣署是他們
擴張計劃上的重要合作夥伴。他總結
道 ﹕「投資推廣署從一開始就給予我們
支持，協助我們建立新的人脈關係。 
投資推廣署團隊根據他們在創意行業 
的經驗向我們提供優質的諮詢服務， 
這點在一般外商直接投資（FDI）機構裡
十分少有。」

http://digitalbro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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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同一時間，我們正在積極與本地學院
共同探索機會，促進我們的產品及服務
創新。」

曾家寶認為，香港與內地鄰近城市往來
日益頻繁，有利他們的業務發展。他指
出 ﹕「粵港澳大灣區的創科生態圈日益
成熟，擁有豐富的科技資源。5G、人
工智能及大數據等新科技的出現，令市
場對更強大資訊科技基建的需求不斷增
加，第一線在大中華的領先地位正好 
為企業提供專業可靠的跨境網絡方案。 
香港的通訊樞紐地位促進了我們在亞洲
所經營的業務，並提供了良好的試驗平
台，方便我們的產品進入更廣大的內地
及國際市場。」

通訊科技是各行各業的發展命脈，任何
行業都倚重各式各樣的通訊科技，無論
是電郵、即時通訊、電話以至視像會
議，快速可靠的網絡連接都是至關重
要。第一線是大中華區頂尖的電信中立
網絡服務供應商，總部位於香港，專門
提供企業網絡及資訊科技方案，支援亞
洲超過1700家企業客戶及環球電訊營
運商的業務。

第一線的企業網絡方案包括多協議標籤 
交換（Multiprotocol Label Switching，
簡稱 MPLS）、軟件定義廣域網路 

（software-defined WAN，簡稱
SD-WAN）、互聯網存取、數據中心服
務及網絡安全方案。為協助客戶加強營
運基礎，第一線已在2020年將服務延
伸至雲端方案，並成為美國雲端視訊會
議通訊平台 Zoom首家專注服務香港市
場的官方經銷商。

第一線集團行政總裁曾家寶認為，隨著
數碼科技加速普及，市場出現重重機
遇。他指出 ﹕「企業組織內部對數據儲
存及傳輸服務的需求不斷增加，特別是
現時遙距工作已成為新趨勢。我們持續
在網絡及雲端技術上作出投資及尋找合
作伙伴，協助客戶制定持續營運計劃。」

政府大力支持資訊科技發展

自20年前在香港設立總部以來，第一
線樂見香港政府在支持本地資訊科技 
發展上的不遺餘力。曾家寶說：「香港
政府為推動本地的創新及科技業投放 
大量人力物力，並推出一系列培育及資
助計劃，以鼓勵創新科技界內部合作。

第一線集團
	第一線的核心業務在亞洲、歐
洲、美國擁有近50多個網絡據點

	香港總部有80多名員工，涵蓋
不同職能，包括行政總裁辦公
室、業務銷售、市場營銷、人
事與行政、財務、產品開發、
品質管理、網絡營運及資訊系
統等等

	第一線在2020年與 Zoom結為
合作夥伴，成為其首家專注服
務香港市場的官方經銷商

 w dyxnet.com

第一線集團
行政總裁
曾家寶

香港的通訊樞紐 
地位促進了我們 
在亞洲所經營的 
業務，並提供了 

良好的試驗平台， 
方便我們的產品進入

更廣大的內地及 
國際市場。

運用嶄新科技 
加強企業通訊
隨著中國內地的創新科技及資訊科技基建發展愈
趨蓬勃，第一線集團希望借助香港作為資訊及通
訊科技樞紐的優勢，把業務進一步拓展至更廣大
的內地及亞太市場。

多元化及跨文化的人才庫

第一線將核心管理團隊設在香港，充分
利用本地豐富的科技人才資源。曾家寶
形容 ﹕「他們具備本地及海外的專業知
識，既勤奮又有技能，而且了解中國內
地以及其他地區的發展。他們的視野廣
闊，正好為我們身處內地的外國客戶提
供更優質的服務。」

第一線準備在香港建立更大的團隊，協
助公司進軍國際。曾家寶感激投資推廣
署為第一線的業務發展提供形形色色的
幫助 ﹕「投資推廣署為我們提供本地行
業分析，令我們對香港科技發展有更深
的了解。他們又邀請我們參加各種活
動，幫助我們與業務夥伴及初創界建立
聯繫。」

http://www.dyxne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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卓佳香港
行政總裁
溫佩麟

隨着本港在金融 
科技及智慧城市等 
領域的科技發展， 
香港正成為領先的 

創新中心。

卓佳香港
	卓佳是英國投資集團 Permira

旗下的公司，服務多達10,000
多名客戶遍及全球多個行業

	卓佳於2019年收購瑞豐德永，
以支援集團在中國內地提供商
業服務

	卓佳、3香港、天開、Microsoft
香港以及香港城市大學於2020
年簽約成策略合作伙伴，推動
投資者關係數碼化，邁向智慧
城市新里程

 w tricorglobal.com

專業可信的
亞洲業務 
拓展嚮導
卓佳為企業提供靈活的數碼化
策略，加快客戶在亞洲拓展業
務的步伐。

購，並建立積極的夥伴關係，務求
為客戶提供合適的增長工具，協助
他們進入區內市場。」

他續道：「另一方面，我們一直在
努力加快中國內地的對外投資，協
助中國企業往全國以及全球各地擴
展。」

溫佩麟樂見本地科技應用的增長，
他說：「科技的運用能為香港的客
戶、企業及整體經濟發展促成雙贏
的局面。隨着本港在金融科技及智
慧城市等領域的科技發展，香港正
成為領先的創新中心。」溫佩麟又透
露，卓佳已與數碼港合作，為初創
及中小型企業提供培育支援。

隨著亞洲帶動全球經濟增長，許多
企業都希望在區內的新興市場開展
業務。卓佳集團有限公司（Tricor） 
是亞洲首屈一指的業務拓展專家，
提供一站式業務拓展解決方案，包
括綜合商務管理諮詢、企業管理和
公司秘書事務、信託和受信服務，
以及人力資源諮詢。

卓佳的總部位於香港，於全球有47
個辦事處。公司以數碼優先為方針，
運用最先進的科技協助客戶作業務
轉型，致力提升服務水平。由企業
治理以至人事管理及招聘，卓佳為
客戶提供全面的數碼方案，覆蓋整
個業務經濟週期。

有見虛擬會議愈趨普遍，卓佳近期
推出香港首個全功能網上股東週年
大會（eAGM）平台，名為 SPOT融
會。上市公司，非政府組織和其他
團體可使用 SPOT融會舉行安全的
混合形式會議，並使用電子投票、
電子代理及直播等功能。

香港 — 接通中國與國際市
場的科技型城市

卓佳香港行政總裁溫佩麟認為，香
港在聯繫中外企業方面有至關重要
的作用，而政府的相關政策亦促進
了卓佳在亞太區的業務增長。他指
出：「粵港澳大灣區為外國企業進
軍中國市場提供了極佳的機遇。我
們與市場多間頂尖公司進行關鍵收

他補充道﹕「香港的人才鼎盛，具備
豐富的行業專業知識及環球視野。
他們熟悉中西文化，能夠促進我們
在於業務上的中外互動。」

卓佳已在香港立足20多年，現時在
香港辦事處有700多名員工，主要負
責監督公司的全球業務運作。卓佳
未來會加強 eAGM的服務功能，為
遙距工作帶來更大的彈性和便利。

溫佩麟感激投資推廣署為卓佳的業
務發展提供支援，他總結道：「卓佳
與投資推廣署抱持同一願景，希望
鞏固香港作為亞洲一流國際商業城
市地位。投資推廣署協助我們宣傳
業務及拓展關係網絡，讓我們在亞
洲的擴展更加順利。」

https://www.tricorglobal.com/zh-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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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ftware as a service），該平台名為
Fen-Xcelerate。

Fenergo剛在香港成立辦事處，短期內
會專注於銷售及售前專業知識這兩方
面，並希望將其發展成全面的專業服務
及客戶體驗中心。余俊傑認為 ﹕「香港
是數碼轉型的理想地點，不斷與時並
進。這裡擁有堅韌而有活力的金融服務
環境，內有不同供應商為提供客戶生命
週期內各個階段的協助。香港的監管機
構高瞻遠矚、積極推廣創新，令香港成
為全球數碼化進程領先的城市之一，亦
正是 Fenergo發展業務的理想地點。」

大灣區無窮的增長機會

香港金融管理局於2019年發出了八個
虛擬銀行的牌照，為 Fenergo帶來了
不少商機。余俊傑補充道：「為配合 
粵港澳大灣區計劃，金管局最近宣佈推
出的中港雙向跨境理財通，對 Fenergo
而言是重大的機遇。這項安排令香港銀
行可以遙距引導大灣區的客戶選購財富
投資產品。」

余俊傑又認為香港的院校為金融科技及
監管科技（RegTech）公司提供高水平

Fenergo是創立於愛爾蘭的客戶生命週
期（Customer Lifecycle）管理科技公
司，以數碼形式幫助全球各地的金融
機構提供更佳的客戶體驗。Fenergo利
用其軟件管理客戶的生命週期的各個方
面，由顧客引導、持續顧客帳戶維護，
以至「認識你的客戶」（KYC）合規，確
保每個階段都合乎法規。

全面合規方案

Fenergo 銷售總監余俊傑表示：「我們
的客戶涵蓋國際金融機構，在業務及科
技發展上具領導地位。他們希望運用更
好的方式引導顧客，並提供數碼及遙距
帳戶開設服務，確保帳戶完全符合所
有相關法則，包括反洗錢法規、「瞭解
客戶」（KYC）規例、資料私隱及稅務條
例。這樣客戶將能夠持續提供良好的顧
客體驗，從而提升市場及客戶錢包份額

（wallet share）。」

Fenergo不時舉辦各種論壇、圓桌會議
及客戶研討會，藉以強化其全球網絡。
這些活動聚集各方領袖，致力找出市場
的機會與挑戰，從而更新法規及產品路
線圖。最近，Fenergo為中小型銀行推
出了客戶生命週期管理的「軟件即服務」

Fenergo
	Fenergo總部位於都柏林， 

是世界一流的客戶生命週期 
管理公司，幫助金融機構利 
用單一平台管理客戶及交易 
對手的數據

	Fenergo在全球共有13個辦事
處，業務遍布亞太區、中東、
歐洲及北美洲，其團隊總共有
850人

 w fenergo.com

Fenergo
銷售總監
余俊傑

香港的監管機構高瞻遠矚、積極推廣
創新，令香港成為全球數碼化程度 
最高的城市之一，亦正是 Fenergo

發展業務的理想地點。

助企業提升客戶價值
Fenergo利用單一高效平台，幫助金融機構管理其客戶生命週期的每一個階段。

的人才，他總結道：「政府最近推出 
『抗疫基金金融科技人才計劃』，鼓勵
業界聘請金融科技專業人士，有助刺激 
相關行業的就業市場。我們預計短期內
會有更多公司在香港開展業務。這座 
城市堅韌頑強，過往多次擺脫危機、由
谷底反彈。我們有信心，香港會繼續成
為經濟及商業的重鎮，幫助本地及國際
企業進入中國內地市場。」

http://www.fenergo.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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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推出逾250項全包定
額收費套餐。醫院率先
引入定額套餐，這對於
香港市民是一個創新的
概念，可為香港提供私
營醫療所欠缺的價格透
明度。套餐價錢包括所
有與手術或程序相關的
費用，即使因病人出現
併發症而需要重新接受
手術或深切治療護理等
的費用亦已包括在內。
在醫院運作了僅33個
月後，於2019年11月
便獲得澳洲醫療保健標

準委員會的認證。在2020年新型冠狀
病毒疫情期間，醫院為對於到訪醫院就
診有所顧慮的病人，更推出了視像會診
服務。

港怡醫院於2019年3月在中環開設了一
間醫健診所，並計劃按業務發展擴展， 
在今年九月遷至同區的新址。現時， 
港怡醫院有約1,200名員工。執行總裁
Dirk Schraven表示：「香港的私營醫療
有創新的空間。我們銳意成為創新領
域的領導者。」他列舉了港怡醫院一系
列首創性成就，包括開設行為健康科病
房、為卵巢癌病人進行腹腔溫熱灌注化
療（即在病人接受手術後，將加熱化療

港怡醫院在2020年3月慶祝成立三周
年。自啟用後，該醫院逐步從一個香
港的新品牌，發展成為一個廣獲肯定
和信任的品牌。港怡醫院由亞洲其中
最主要私營醫療集團之一的百匯班台

（Parkway Pantai）與香港上市的新創建
集團有限公司合作投資，為香港大學 
醫療系統教學醫院。目前，港怡醫院提
供各種醫療服務及創新程序，而當中更
有部分是在香港獨一無二的。

令人安心的醫療服務

港怡醫院設有500個床位，自啟用以來
為病人提供高透明度的收費系統，包括

港怡醫院過去三年憑著各項全港首設的創新程序和醫療設施，
成為私營醫療市場的先驅。

港怡醫院
	自啟用以來的過去三年，港怡

醫院一直為高透明度私營醫療
服務的先驅，引入逾250項全
包定額收費套餐及為病人於入
院前提供費用估算。

 w gleneagles.hk

港怡醫院
執行總裁

Dirk Schraven

香港的私營醫療有創新的空間。 
我們銳意成為創新領域的領導者。

創新醫療服務成擴展關鍵

液注入腹腔）、參加「愛嬰醫院行動」，
以及最近為情況嚴重的嬰兒和兒童而開
設的兒童深切治療病房。另一方面，醫
院正開發病人應用程式，可讓病人更容
易快捷取得其醫療紀錄、預約、查尋位
置等。

獨特優勢

Schraven解釋道：「我們的理念一直是
發展有系統的醫療中心，而非只是一家
獨立醫院。此營運方式有很多好處，包
括共享服務和營運費用。我們正計劃以
香港為業務基地在粵港澳大灣區開設更
多設施，例如在珠海建立提供醫學影像
服務的醫療中心。我們最終亦有意與成
都和上海的鷹閣醫院建立聯繫。」

Schraven 在香港生活和工作的這三年
間，一直與香港的專業醫護人員緊密合
作。他總結道：「香港的臨床標準很高， 
與香港大學合作的益處甚多。香港亦擁
有非常出色專業的人才。」

https://gleneagles.hk/t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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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的企業磋商，經常感到困難重重。
中小企佔全港商業機構百分之九十八以
上，客戶群相當龐大，因此我們的上環
試驗店開張六個月後即能夠收支平衡。
大型服務供應商偏向採取價格攻勢， 
而我們則注重於提供優質服務。」

由於公司甫創立就獲得極佳反應，
Makkaveev隨即在香港會議展覽中心
附近開設 MBE 旗艦店，以便把握由 
展覽參展商及參加人士所帶來的機會。
Makkaveev指出﹕「隨著商業客戶數量
增加，我們收到客戶要求經海路及鐵路
往歐洲作多式聯運。MBE 過去幾年的
業績良好，而我們的商業模式亦已準備
就緒，可在香港作進一步發展。另外 
由於我們的中期目標是特許經營，所以
我們正在尋找本地企業家加盟，希望在 
香港各區開設更多門店。

企業家尋覓特許經營機遇的 
理想地

Makkaveev認為香港是許多新興企業
家的搖籃。他說道 ﹕「我相信這裡的 
市場足以支撐 MBE的優質服務體系。 

對任何企業來說，有效的傳訊推廣流程
是成功的關鍵。當企業未能將服務或產
品推廣至目標客戶群，自然就會面臨風
險。Mail Boxes Etc.（MBE）的成立目
的，正是協助各種規模的公司以合理的
成本及最低的運輸風險，進行精簡扼要
的傳訊推廣。因此，MBE 集中處理傳
訊中的關鍵環節，包括為客戶提供速遞
文件派送，以及提供高效的設計及文件
打印服務。 

網絡遍布全球各地，物流程序
簡單無憂

MBE以特許模式經營，在香港的核心
業務包括包裝、運送及配送；設計及 
打印；郵箱及虛擬辦公室；以及搬遷
及海牙認證（Apostille）服務。MBE於
2018年在上環開設香港的試驗商鋪，
後來由於需求不斷增長，2020年6月
又在灣仔鷹君中心開設旗艦店。

MBE 香港特許經營商 Creative 
Investment Group Limited 總經理 
Denis Makkaveev解釋道﹕「香港的中
小型企業在與提供國際速遞或大量印刷

Mail Boxes Etc. 為中小企提供簡便的物流方案，包括可靠而合乎成本效益的
速遞及印刷服務。

Mail Boxes Etc.
	Mail Boxes Etc.於1980年在 

美國開設第一間零售店；如今
在44個國家共有1,600多間店

	MBE香港旗艦店提供運送、 
速遞、印刷、郵箱、虛擬 
辦公室及海牙認證（Apostille）
服務，並計劃在未來五年內 
再開設30間門店

 w mbehk.com  

Creative Investment Group Limited 
（MBE香港特許經營商）

總經理
Denis Makkaveev

中小企佔全港商業機構百分之 
九十八以上，客戶群相當龐大， 

因此我們的上環試驗店開張 
六個月後即能夠收支平衡。

中小企業的
最佳傳訊推廣及物流夥伴

自試驗店開業以來，我們的團隊人數 
已增加兩倍。我們所有員工都受過公司 
海外團隊內的專業培訓。今年，我們的
員工將參加培訓新加盟特許經營商的 
計劃。」

香港投資推廣署提供多方面的協助，包
括工作簽證的申請、提供所需聯絡，以
及為旗艦店選擇有利位置。Makkaveev
說 ﹕「香港是個特別的地方，各地文化
交滙，塑造出獨特的文化氣象。」 

https://mbehk.com/z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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