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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澳洲 Galileo	Platforms是一家以香港為
基地，為保險業服務的科技公司。利用
區塊鏈科技，Galileo 能即時有效率地
連接所有保險業參與者。其平台提供一
個中央來源，內含已加密的客戶、保單
及索償數據，讓分銷商、保險公司及再
保險公司在獲准使用後，提升整個業務
生命週期的效率。

Galileo 解決方案有助開拓新的市場
領域，提供簡易的產品創新，以及簡
單、快捷和相宜的交易。開展保險產品
所需時間和營運成本均大幅減少，有助
開拓新的盈利增長機會。

Galileo 平台最近聯同新加坡人壽保險
公司 Singlife Philippines 及菲律賓電
子錢包 GCash，推出一個人壽產品平
台。透過 Galileo 可擴展的雲端區塊鏈
技術，有助進入龐大、仍未開發的保險
市場。

保險科技
galileoplatforms.com

Sea	Beyond	Me於2010年成立，提
供培訓課程，增加學員在海洋環境中的
自信和掌控感。

Sea Beyond Me 的研究顯示，許多在
海邊生活的人其實懼怕海洋，這使他們
無法與大自然中最重要的資源之一建
立積極聯繫。Sea Beyond Me 深明重
新建立人與海洋之間的這種聯繫的必

要，因此設計一系列課程以滿足個人和
技能發展的需求，讓不同年齡、能力的
人在海邊時都可以感到安全，得到支持
和充滿信心。

培訓
seabeyondme.com

為我健康有限公司（為我健康）是一個
以中藥為主的健康和保健平台，通過一
系列由人工智能（AI）驅動輔助診斷、
預測健康事件及醫療解決方案捆綁工
具，與中醫師（門診及遙距）提供無縫
連接。該平台方便醫生與病人持續對
話，以持續維持良好的健康。

為我健康透過其應用程式使中藥的好處
更加顯而易見，同時大大改善中醫師在
為我健康診所管理系統的連接和運作。
由為我健康 AI 驅動的工具可支援診

斷、預測健康問題及內在健康失衡、設
計個性化健康解決方案，更關鍵的是鼓
勵和加強個人與中醫師之間的互動。

隨著平台在香港推出，以及目前試行的
AI 驅動工具，公司將於未來18個月拓
展至中國內地和其他亞洲市場。

中藥及醫療
wetherapy.com

https://www.galileoplatforms.com/
http://seabeyondme.com
https://wetherapy.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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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tinctive	Action	Limited的總

部設於香港，公司提供水溶性膠袋

「#INVISIBLEBAG」，以取替膠袋及塑

膠包裝。產品可完全於水中溶解、可生

物降解、可堆肥、無毒無害，而且不會

殘留微塑膠於環境。

#INVISIBLEBAG 於2020年2月推出

市場，公司的最終目標是使用不含塑

膠、環保及可持續發展的物料，為品牌

和企業提供替代解決方案，從而减少

塑膠包裝，降低對大自然的負面影響。

Distinctive Action 不僅致力於改變各

行各業，還建立社群以提高大眾對正面

環境變化的意識。公司認為一個小行動

足以帶來巨大影響。

創新及科技
daction.today

Ō	Droma	Design	Development 
（ŌDDD）是一間國際級建築及整體規

劃事務所，在香港、愛爾蘭和英國設有

辦事處。公司秉持創新理念，根據客

戶要求，致力打造大大小小的優質空

間，為酒店、住宅、教育和商業界別的

各種項目帶來革新設計方案。

ŌDDD 是一個家族企業，扎根於愛爾

蘭，放眼全球。創辦人的願景是建立一

個着重創意、優質設計，並嚴格執行最

高標準的品牌。

ŌDDD 非常合適打算在亞洲、愛爾蘭

和英國建立或發展業務的海外投資者或

客戶。公司提供可行性、概念和規劃設

計，或全面的一站式解決方案，充分發

揮發展項目的潛力。

建築
od-dd.com

SellerMetrics是一家廣告科技初創 

公司，為中小企提供具備人工智能（AI） 

和大數據驅動技術的電子商貿，以提升

產品搜索時的曝光率。

其機器學習引擎深入研究廣告數據， 

以制定可行的措施和降低廣告銷售 

成本，並改善為電子商貿業務的投資 

回報。

SellerMetrics 的簡易平台以最低金額

競投熱門搜尋的廣告位置增強廣告 

活動。

提供最大投資回報率的 AI 驅動廣告 
科技
sellermetrics.app

	加拿大

	法國

	愛爾蘭

https://daction.today
https://od-dd.com/
https://sellermetrics.a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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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ustar是其中一個結合了學習方案 

及高效能人工智能（AI）計算的領先 

供應商。公司致力將 AI、聯合學習及

高效能網路的最新研究結果，應用於 

金融、保險及製造業。Clustar 獲得

Co-Stone、Sequoia 和香港科技園等

頂尖的創投公司投資。Clustar 的核心

成員來自香港科技大學的 iSing Lab，

其學術成就為 Clustar 的研發工作打好

基礎。Clustar 現時在北京、深圳及 

香港設有產品及研發中心。香港辦事處

亦是地區辦事處，並作為連接其研發在

中國內地與環球市場的橋樑。

人工智能

clustar.ai

漢克時代（香港）科技有限公司於2019

年成立，是一家集諮詢、產品、解決

方案和服務於一身的資訊科技供應商。

公司具備完善的服務流程、諮詢服務和

解決方案，為客戶提供全面的資訊技術

服務，包括諮詢規劃、資訊科技基礎設

施系統集成、解決方案設計與實施、應

用軟開發設計和資訊科技系統運維等領

域。公司更根據客戶需求及項目發展

提供人力外判服務，以及人力和技術

支援，幫助客戶降低人力、行政成本。

其業務更覆蓋了互聯網、金融、製造

業、能源、地產等行業。

香港公司主要發展國際業務。北京作

為公司總部和研發中心所在地，在深

圳、上海、杭州、天津、成都設有公

司，並在廣州、武漢、西安、南京、 

鄭州、煙台、常州、長沙、珠海、寧波

等地設有辦事處。

金融科技
hunktimes.com

風速汽車有限公司成立於2017年5月，

是香港首家汽車製造商，公司目標是求

真務實地製造高性能汽車。經過三年的

研發，公司首款產品是一部配置中置後

驅、全碳纖維車架及碳纖維外殼的跑

車，同時研發燃料電池汽車（FCEV）以

及電動（EV）跑車。

2020年起，風速汽車因應香港市場需

求，改造廠房生產口罩，用納米纖維膜

製造出達至美國 ASTM Level3標準的

可重複使用口罩。公司隨即配合市場需

要，生產銷售本地所需的抗疫日用品。

作為一家立足香港發展的製造企業，

公司致力生產出更加多迎合市民需求

的產品。

燃料電池汽車（FCEV），電動（EV） 
跑車及口罩製造
fungmotors.com

	中國內地

https://clustar.ai
http://hunktimes.com
http://fungmotor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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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科有限公司成立於2016年，其使命

是用聲音、技術，連接你、我、他。

音科開發了智能降噪技術的新型助聽

器，可自動降低背景噪音並放大人聲。

尤其在嘈雜的環境中，新型助聽器為 

聽損人士提供卓越效能和舒適的聆聽 

體驗。

音科目前致力於為香港、澳門以及中國

內地的社區提供聽力解決方案。音科已

在深圳設立分公司。

助聽器以及聽力輔助技術
hkincus.com

興科蓉醫藥控股有限公司總部設於中國

內地四川省，並於香港聯合交易所主板

上市（HKEX：6833）。其核心業務為 

血液製品，及其他快速增長或具市場規

模的藥品進口，並提供一站式的綜合 

營銷管理服務。公司更是內地血液製品

業界唯一的營銷、推廣及渠道管理服務

供應商。

公司擁有覆蓋全國的營銷推廣網絡和核

心優質血液製品組合，並與來自奧地

利、塞浦路斯、意大利、瑞士、瑞典等

的專業製藥企業建立長期合作關係。此

外，公司通過與國家級研究機構及大學

合作，研發治療急性早幼粒細胞白血病

藥物，逐步實現擁有自主知識產權及自

有產品。

其香港辦事處負責公司的進出口、轉 

口貿易業務。自 2018 年起，公司在 

香港的轉口貿易額已達到逾2億美元。

同時，香港辦事處更承擔公司在境外 

融資、貿易洽談以及海外業務拓展的 

功能。

進口血液製品及藥品的綜合營銷管理 
服務
www.sinco-pharm.com 

滙一資產管理有限公司為個人及家族 

客戶提供定制化的財富傳承與家族治理

方案。公司致力通過各界頂尖的專業

人士為亞洲高資產淨值家族提供服務。

在外部資產管理經理（External Asset 

Manager, EAM）模式下，公司根據客

戶的風險承受能力向他們提供定制的資

產管理方案。此外，集團旗下其他公司

還為尊貴客戶提供保險、信託及房地產

規劃服務。

公司主要客戶的資產規模由300萬至

5,000萬美元不等。公司的辦公室設於

中環，目前有大約20個員工。公司計

劃在2021年底前擴展辦公室，並招募

多20名專才。

資產管理
onefogroup.com

https://hkincus.com/
http://www.sinco-pharm.com
https://onefogroup.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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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rmex	Group	Ltd 開設了全港首間
正宗墨西哥玉米餅廠。該公司的股東留
意到墨西哥食肆遍佈香港各處後，決定
引進一些原產於墨西哥的產品，並為香
港供應新鮮製造的玉米餅。 

Normex Group Ltd 從墨西哥帶來各式
各樣的產品，包括龍舌蘭糖漿、辣椒
乾、附帶辣椒醬啤酒（Michelada）或龍

舌蘭調酒材料包的陶罐，甚至還有草蜢
乾等小吃，讓客人一嚐墨西哥的地道風
情。 

食品及飲料
www.normexgroup.com

Dibber	International	Kindergarten
由歐洲最具規模的辦學團體創立，是其
位於亞洲的第一所幼兒學校，公司在世 
界各地提供幼兒班、幼稚園和小學教育。

學校位於黃埔，除了是其第一所幼稚園
的校舍，為6個月至5歲的幼童提供教
育之外，更是機構的亞洲總部，作為在
區內進一步開拓業務的起點。 

Dibber 目前已在香港開創了6個全職
職位，亦計劃於2021年初增聘更多人
手拓展香港業務，同時在東南亞及中國
內地發掘更多商機。

幼稚園、幼兒教育
dibber.hk

	墨西哥

Bistro	Concept	Group	Limited由
Christopher Przemyski 創立和經營，
旗下標誌性品牌包括 Flying Pig Bistro

（時尚歐式家庭餐廳）、Flying Pig Deli 
Social（歡迎犬隻進入的露天早午餐 
食店）、EL Macho（隱秘墨西哥餐廳）、
Lobster Shack（龍蝦海鮮專門店），以
及最近在高街開幕的勝本（日本武士主
題居酒屋）。

所有餐廳的菜色和設計概念均秉承
Christopher 的創立理念—在充滿朝

氣的西營盤鬧市中提供價格相宜的美
食，並以別具藝術氣息的室內手繪壁畫
包圍食客。

Bistro Concept Group 銳意在西營盤
建立一個美食勝地，同時也計劃以嶄新
概念拓展到其他地區，包括在2021年
1月於中環開設的嶄新概念餐廳。

食品與飲料
bistro-concept.com

	挪威

	波蘭

	俄羅斯 Creneau	Limited是一間位於香港的
新一代設計工作室，除了提供傳統工商
業設計服務外，亦提供現代化數碼服
務，包括電子商務、虛擬導覽、VR 繪
圖展示、3D 呈現、3D 動畫、3D 模擬、
3D 打印及電腦數值控制（CNC）雕刻。

工作室致力把創新意念置於現今的新
世界。全球正面對著疫情的挑戰，對
Creneau 來說，最重要的是能為客戶
提供富創意的解決方案，令他們緊貼
社會。

Creneau 團隊是顧客行為的專家，並
開發了一套多元化的技能，為廣泛的客
戶群提供跨訓練。公司致力了解客戶的
業務需要，經常建立長期工作關係，為
公司帶來確切的變革和可衡量的投資回
報。

數碼室內設計
creneaudesign.com

https://www.normexgroup.com
https://dibber.hk/
http://bistro-concept.com
https://www.creneaudesig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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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韜綠色資本有限公司（HGC）的總部

位於香港，是個影響投資者和綠色項目

擁有者聯繫和協作的平台，並通過推動

綠色金融發展，使綠色金融成為香港和

亞洲經濟增長的主要動力。HGC 的競

爭優勢之一是其高效的領導及董事局

團隊。 鑑於目前盛行可再生能源的綠

色投資，特別在越南、馬來西亞和泰

國等新興市場，HGC 將在亞洲採用雙

綠色融資中心，分別以香港和新加坡

這兩個國際金融中心覆蓋東北亞和東

盟市場。配合目前成功開發的項目和

香港第一個本地綠色投資基金：Hexon 

BOA Green Fund SPC（獲得 SFC 9號

牌照），公司預計在未來三年成為亞洲

領先的綠色金融和投資公司。

綠色金融策劃及顧問服務
www.hexon.capital

CardUp可讓企業和個人在未能接受

信用卡的地方（包括支付租金、發票、

工資單等），仍能通過信用卡付款和收

取大筆款項。

CardUp 的平台可以幫助企業和個人發

揮信用卡的最大好處，包括利用信用卡

可用限額獲取額外兩個月的免息還款

期。此外，CardUp 還可以為付款人提

供所需工具，讓整個付款和收款流程自

動化，以及賺取信用卡獎賞。

至今，CardUp 已經處理超過數億美元

的款項。

CardUp 獲得世界各地創投的支持，並

參與不同的培育計劃，包括數碼港培育

計劃2020。

金融科技
cardup.hk

	新加坡

	沙特阿拉伯 TforDesign隸屬於 ideabee Design 

Consultancy Limited 旗下，成立於香

港，並以不斷學習和成長的熱誠為核心

理念。其願景是成為影響教學發展的思

想領袖，並提倡參與式教學體驗的主要

推動者。

TforDesign 致力於幫助機構設計參與

性高及相關的教學體驗，業務包括教學

設計顧問、需求分析、課程設計、電子

教學設計、協助客戶從線下教學轉型至

線上教學，以及制定教學質素保證措施

等。

此外，TforDesign 還設有網上學校，

專門提供網上設計課程，從設計軟件到

可持續發展設計等，包羅萬有。截至

2020年9月，超過3萬名來自120多個

國家的學員參加過 TforDesign 學校所

設計的網上課程。

設計教育及顧問
TforDesign.com

https://www.hexon.capital/
https://www.cardup.hk/
https://www.tfordesig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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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茵維特學校（茵維特）於2020年3月

開校，是一間私立全日制男女校，歡迎

本地及外籍家庭報讀其幼稚園初班至小

學六年級（3至11歲）的雙語課程。茵維

特採用國際幼兒教育課程（International 

Early Years Curriculum，IEYC）及

國際小學課程（International Primary 

Curriculum，IPC），提供一個協作的 

學習環境，讓學生利用創新、啟發性 

的方法學習。該校透過英語及普通話 

（繁體字）進行的雙語教學，學費相宜。

茵維特對香港的教育前景充滿信心，並

正在迅速發展，計劃在柴灣開設中學部

（須獲教育局批准），以提供由幼稚園 

初班至第13班的一條龍教育。新中學

將提供國際中等教育普通證書（GCSE）

及高級程度（A-level）課程，為報考世界

各地大學的學生作準備。

教育
www.invictusschool.hk

Invitrocue	（Hong	Kong）	Ltd是新

加坡 Invitrocue Pte Ltd 的附屬公司。

Invitrocue 集團是一家創新生命科學 

公司，運用專有的3D 細胞培養技術， 

為醫療保健及製藥業決策提供支援。

集團目前在德國、西班牙、巴西、 

香港、中國內地和新加坡營運業務。

香港實驗室設施設在香港科技園，透

過其 Onco-PDOTM 平台，為患者提供

個人化臨床腫瘤科測試，同時提供抗

藥性及敏感性目標藥物。Invitrocue 

亦使用同一平台為生物科技及藥廠提

供藥劑測試研究服務，提供抗癌新化

合物。

Invitrocue 在香港的設施，更利於其獨

有的 Onco-PDOTM 技術在區內與早期

採用者建立支援網路。這主要涵蓋以

香港為根據地的腫瘤科醫生和醫院，

以及到中國內地和澳門的機遇。

醫療保健
invitrocue.com

NexusSearch	International 是一

間首屈一指的獵頭公司，專營金融服

務業招聘，涉足銀行、私募股權、對

沖基金、證券、企業金融、保險、金

融科技以及財富與資產管理等領域。

公司專業稱職，在業內以使命必達馳

名，不負客戶和求職者所託。

NexusSearch International 的團隊由

經驗豐富的顧問組成，他們合共擁有

100多年業界經驗，並且知識淵博，在

金融市場有着廣泛的人脈。目前，公司 

與一些享負盛名的企業合作，當中包括 

具規模的全球企業集團以及頂尖亞洲

機構。NexusSearch International 在

亞太區地位穩固，其人才庫有超過

50,000個聯繫人，並擁有專屬的精英

網絡。

NexusSearch International 與旗下聯

屬公司的業務遍及全球8個城市，包括

新加坡、香港、上海、北京、深圳、

悉尼、東京和倫敦。

獵頭、人才招聘
nexussearch.international

https://www.invictus.edu.hk/
https://invitrocue.com
http://nexussearch.internatio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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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bii!是一個跨境金融科技平台，以
移動即時服務（MaaS）創建無票城市旅
遊體驗。公司的願景是成為全球旅遊的
VISA，便利用戶以單一應用程式即達至 
全球及本地旅遊。公司的核心技術是整 
合各種交通系統及相關的款項支付結算。

Mobii!整合與旅遊輔助服務，包括電信、 
零售商和跨境支付，以提供方便快捷的
旅遊體驗。用戶可以享受「按需付費」

（pay-as-you-go）的旅程而無需在旅程
中不斷切換不同地方的交通卡及支付方
式。

目前，Mobii! 已於台灣和內地正式落
戶，並於兩岸三地設立團隊擴展香港、
粵港澳大灣區及東南亞等地區的業務。

金融科技、出行即服務
mobii.ai 

EQ	Lab是一個世界級的社區，匯聚來
自美國、非洲、中國內地、新加坡、加
拿大、歐洲、澳洲和印度等地的傑出人
才，不僅可以協助個人及機構客戶更快
地學習新知識，還可以幫助他們學習新
興的方法來更好地思考，從而尋求業務
解決方案。

EQ Lab 由 Oscar Venhuis 和 Richard 
Claydon 博士於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

期間創立，旨在研發並採用最新的方法
克服長期的業務不確定性、顛覆和變
動。

EQ Lab 是一個高效的虛擬創新方案，
可以在數小時內發動洞察、監督及前瞻
功能。

教育創新
eqlab.co 

	中國台灣

	荷蘭

	瑞士 Destination	Deluxe為全球旅客首
選的高級理療旅遊刊物，同時也是一
間提供內容策略的媒體公司，為世界
各地的品牌服務。

Destination Deluxe 成立於2016年，
現已發展為高級理療旅遊領域的領導
企業之一。憑藉其資訊性專題，以及

每年一度旨在表彰養生及美容旅遊領
域的 Destination Deluxe 大獎，公司
一直引領着行業的發展。

理療旅遊平台
destinationdeluxe.com

OneDegree 成立於2016年，是新一
代保險科技公司，以設計與科技重新
塑造保險行業。OneDegree 秉持顧
客為先的理念，致力為保險業界設
立全新標準。OneDegree 獲得包括
BitRock Capital、數碼港投資創業基
金、國泰創投等著名投資機構累計超過
3,000萬美元融資。  

OneDegree	Hong	Kong	Limited	
（OneDegree Hong Kong）為
OneDegree 的附屬公司，是首批 
獲香港保險業監管局發出虛擬保險牌
照的公司之一，直接透過純數碼平台推
出保險產品。OneDegree Hong Kong

致力推出創新產品和服務，並以其數碼
平台驅動，務求為客戶帶來10倍好處。

OneDegree Global （SG）Pte. Ltd. 
（OneDegree Global）是一間提供企
業級保險核心系統以及數碼安全解決
方案的科技公司。OneDegree Global
與亞洲的保險業及其他行業先驅均
有合作，引領他們迎戰數碼轉型，
使其客戶享受全新的保險體驗。
OneDegree Global 獨立獲得 ISO 
27001認證。

保險科技
onedegree.hk

https://mobii.ai/
https://www.eqlab.co/
https://destinationdeluxe.com/


客戶簡介

Bakuun.com是網上旅遊技術服務

平台，透過提供新技術以簡化預訂流

程，並擴大其合作夥伴的分銷量。公司

旨在提升自動化、提高效率，並確保公

司的解決方案緊貼旅遊分銷市場不斷變

化的需要。

公司的應用程式可幫助酒店增加直接預

訂，並支持銷售其他產品，例如日間享

用房間、會議室和套票。公司還協助航

空公司因應航班中斷時所導致短期或長

期延誤，提供一個加快預訂過程、轉賬

和電子餐券的平台。

公司總部設在倫敦，並在印度、新加

坡、波蘭、意大利、菲律賓和美國設有

辦事處，以支持其全球策略覆蓋。公司

最近設立的香港辦公室，將成為其發展

北亞業務的樞紐。

旅遊技術
bakuun.com

太一資本管理有限公司在香港起步，

致力透過房地產投資開發、綜合信託

服務及財富管理服務，實現長遠可持

續發展的願景。太一資本在香港成立

為法團的有限責任公司，獲香港證券

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發牌從事第4類

（就證券提供意見）及第 9 類（提供資產

管理）受規管活動。

公司的業務版圖覆蓋大中華、英國及

香港等地，目標是成為亞洲和大中華

區首屈一指的資產管理公司，幫助全

球投資者把握這個高速增長地區的巨

大潛力，獲得可觀的長線風險調整回

報。

太一資本的團隊由經驗豐富的理財顧

問組成，提供專業、度身定制的服

務。公司與經過精心挑選、資本充足

的私人銀行合作，並始終如一地尊重

客戶。

家族辦公室
one-heritage.com

Phoenix	Waters	Productions	
（HK）Limited是一間總部設於英國的

製作公司。公司為本地及國際觀眾製作

屢獲殊榮的電影、電視劇和綜藝節目。

公司與亞洲電視合作，並善用過去十年

與各大製片商所建立的關係發展娛樂媒

體，將地方故事帶給全球觀眾，支持亞

洲的娛樂業界。

Phoenix Waters 創作各種格式的優質

「高概念」故事，其目的是透過充實心

靈的經歷，編寫超出想像的奇聞趣事，

並繼續建立在世界各地發展所需的商業

能力。

為配合未來數月將開拍多個作品，公司

招攬了全球的人才，並且由創作及金融 

的專業團隊營運，能為投資者帶來價

值、為藝術家帶來創作樂趣，並為觀眾

帶來娛樂。

影視製作
phoenixwatersproductions.com

	英國

https://www.bakuun.com/
https://www.one-heritage.com/
http://phoenixwatersproduction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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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盒迷你倉於2007年在香港成立，其

儲存方案一直深受消費者和商業客戶信

賴。公司於全香港設有五間大型自置倉

庫，交通便利，總面積超過40萬平方

尺。每間儲存設施均提供多種不同大小

的空間，滿足各類儲存需求。

紅盒迷你倉為客戶帶來輕鬆的儲存體

驗，由專業顧問提供建議，確保安全

可靠、物超所值的儲存方案及增值服

務，讓客戶安心。

紅盒迷你倉提供的不只是儲存空間， 

其儲存方案更為客戶創造更多生活 

空間。

儲存解決方案
redboxstorage.com.hk 

38葡萄酒進口有限公司是美酒進口

商，採購少產量、人手製作，和來自 

美國的美酒品牌。公司的重點發展重點

之一是把酒的容器從傳統酒瓶擴展至 

罐裝。公司以其工匠、酒園的最佳做

法，以及精彩的故事引以為傲。

香港辦事處作為公司亞洲區樞紐，提供

的服務包括向餐飲供應商分銷，以及透

過電子商貿向消費者直接銷售產品。

公司由兩位在酒店和科技領域擁有超過

20年經驗的人士創立，他們本身是朋

友，並很高興能與大眾分享這令人雀躍

的嶄新品酒模式。

葡萄酒進口、批發分銷、零售銷售
www.38wine.co

Bitprive（百潘科技）是一家於2020

年在美國特拉華州成立的金融科技公

司，專門開發受監管的加密貨幣和區塊

鏈產品交易平台。百潘科技總部位於

美國，是一家註冊的貨幣服務供應商。

百潘集團旗下公司獲得了香港信託和企

業服務供應商的許可牌照，可為用戶提

供安全和合規的數碼資產託管服務 —

BitEscrow Network。

已通過驗證的用戶可在 Bitprive 交易平

台上列出購買和出售的廣告，以便進行

多種數碼資產交易。在雙方買賣交易完

成前，數碼資產被保存並託管在公司

的多重簽名託管錢包（Multi-signature 

Bitprive Wallet）內，此功能為用戶的

數碼資產提供最大的保障。

百潘科技目標在香港作進一步投資，以

配合集團在香港建立亞太區業務發展基

地，為亞洲市場提供一個安全、公平和

透明的數碼資產加密貨幣交易平台。

區塊鏈
bitprive.com 

	美國

https://www.redboxstorage.com.hk/
https://www.38wine.co/
https://www.bpv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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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lvify以香港為總部，在新加坡設有

研發中心，致力於通過兩種解決方案：

Programmatic AI 及 eCommerce AI，

利用人工智能（AI）來幫助品牌提高轉

化率和營收。

Programmatic AI 以人工智能驅動的

程序化廣告技術，幫助客戶加強現有

的營銷組合，擴展營銷規模和績效。

eCommerce AI 則涵蓋視覺搜尋和智

能推薦，網購消費者只需上載或拍攝照

片，便可根據照片尋找他們想要的商品

及接收推薦。這類解決方案有助電子零

售商提供更流暢無縫的購物經體驗，增

加銷售額。

Delvify 與多個電商（快速消費品及時

裝零售類別）、銀行、酒店、旅遊、

電訊和汽車品牌合作。公司最近發布

了一份名為《Visual AI — the SMART 

Approach》報告，鼓勵電商企業採納

視覺 AI 技術，幫助客戶發掘和購買他

們看到的商品。

人工智能程序化廣告及電商解決方案
delvify.ai

一炮而紅有限公司作為一間網絡營銷 

公司，致力發展一站式人工智能網紅營

銷管理及分析平台（IRM），希望進一步

有助連繫品牌客戶及網絡紅人的關係。 

公司深信網紅營銷是未來市場策略的大

趨勢，並將會在此投放更多資源。

其人工智能網紅營銷平台讓大眾直接搜

尋網紅，上載活動要求招募網紅，及瀏

覽網紅數據分析。用戶更可以在平台上

留意競爭對手的網紅營銷計劃表現，及

得到最新的網紅潮流資訊，以制定最有

效的計劃。

一炮而紅在美國洛杉磯及香港設有辦

公室。

網絡紅人和營銷
popared.com

https://delvify.ai/
https://popared.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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