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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區政府勇於擔當「促成者」和「推廣者」角色，連繫香港至世界，尋找更多新
商機。

2020年施政報告	–	
砥礪前行重新出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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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入經濟新動力政策包括 :

投資推廣署將成立家族辦公室業務專責團隊，提供 
一站式服務。詳細資料，請瀏覽：familyoffices.hk

黃恆德
財經金融行業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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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際金融中心

•	 將在香港上市未有盈利的生物科技公司和內地科創板股
票在符合特定條件下納入「互聯互通」的選股範圍

•	 加快落實粵港澳大灣區「跨境理財通」

•	 推動香港房地產投資信託基金（房託基金），及為私募基
金分發的附帶權益提供稅務寬免

•	 已推出「拍住上」金融科技概念驗證測試資助計劃，鼓勵
傳統金融機構夥拍初創企業進行概念驗證測試

•	 就訂立發牌制度監管虛擬資產服務提供商進行公眾諮詢

支援商貿和中小企

•	 擴大「中小企業市場推廣基金」資助範圍，為期兩年，
讓受疫情影響企業充分利用線上線下展銷

•	 在「專業服務協進支援計劃」下預留5,000萬元，資助
專業團體加強在大灣區及海外的宣傳推廣

•	 建立泛大灣區海外投資聯絡小組，使投資推廣署和
大灣區其他城市的對口單位能共同制定全面的海外投資
建議，以加強協同效應

創意產業

•	 向「創意智優計劃」再注資10億元

•	 成立跨政策局專責小組，促進藝術科技的推廣和發展，
並預留合共1億元及提供先進場地及配套設施作實驗用途

會展業

•	 落實重建灣仔北三座政府用地為會展設施、酒店和
寫字樓，以及推進亞洲國際博覽館二期發展計劃

•	 運用10億元「會議展覽業資助計劃」，資助參與由貿發局
舉辦的展覽的參展商和主要會議的參加者

旅遊業

•	 為受疫情重創的旅遊業界推出額外6億元紓困措施

•	 待疫情緩和後，開拓更多本地文化和綠色旅遊資源，
擴闊海內外客源及提供豐富的歷史文化及旅遊消閒體驗

國際航空樞紐

•	 香港機場管理局（機管局）會以市場化規則入股珠海機
場，加強航空優勢

•	 鞏固及提升機場城市建設，機管局將在港珠澳大橋香港
口岸人工島興建多項創新設施

•	 開展跨境商用直升機服務籌備工作

國際創科中心

•	 與深圳共同建設深港科技創新合作區，並與深圳市政府
研究在落馬洲河套港深創新及科技園首批研發大樓落成
前，由香港科技園公司承租和管理深圳福田科創園區
部分地方

•	 推出20億元為期五年的「傑出創科學人計劃」，吸引
海外傑出科研人才來港從事科研工作

•	 發布《香港智慧城市藍圖2.0》，提出超過130項智慧
城市措施

•	 推出「智方便」一站式服務平台，提供多項政府及公共
事業電子服務

詳細資料，請瀏覽：

policyaddress.gov.hk

https://www.familyoffices.hk/zh-hk.html
https://www.policyaddress.gov.hk/2020/chi/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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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活動：

一月

12

 「粵港澳大灣區的出口增長」網上研討會

網上研討會將介紹在中國內地粵港澳大灣區（GBA）	
具活力的高科技、金融科技初創生態系統的概況。	

主辦機構：Hewlett	Rand

	www.eventbrite.co.uk/e/exporting-for-growth-
through-chinas-greater-bay-area-tickets-
131583749537?aff=ebdssbeac

 「香港：把握投資新機遇、開拓海外新商機」 
渝港法律服務合作研討會

投資推廣署會向重慶企業講解渝港法律服務合作機遇，
以及內地法律事務所及其企業客戶如何把握在港發展
機遇。	

主辦機構：投資推廣署、重慶市律師協會

	us02web.zoom.us/webinar/register/WN_
J4gaaBl6S6Kb586dKaIxPg

20

亞洲私募基金（APEF）2021

APEF	2021將在網上舉行。超過70位亞太區的主要有
限合夥人、投資者、顧問和諮詢人員將討論持續增長的
私人市場在亞洲的最新趨勢。	

主辦機構：香港創投及私募投資協會（HKVCA）

	apef.hkvca.com.hk

28

 “Do Good and Do Well with EdTech Ventures” 
網上研討會

網上研討會將匯聚來自美國、中國內地和香港的專業投
資者、資助者、教育科技初創公司和經驗豐富的專業人
士分享教育科技的概況。	

主辦機構：Esperanza

	app.glueup.com/event/do-good-and-do-well-with-
edtech-ventures-30671/

二月

22-25

 《The Economist 亞洲貿易周 — 投資貿易：未來路向》

為期四天的活動包括交流環節、網上小組討論及五場大
師班現場活動。超過850位商界領袖、貿易投資專家、
政策決策者、學者及經濟學家將深入討論，共同探討影
響亞洲以至未來國際經貿發展的主要因素。	

主辦機構：The	Economist	Group

	events.economist.com/events-conferences/asia/asia-
trade-week

三月

1

Symposium on Hong Kong: Your Greater Bay Area 
Partner in Expanding Your Global Business

投資推廣署會向澳洲企業講解粵港澳大灣區對中國內地
經濟發展和開放的重要地位和作用，以及如何透過香港
拓展內地商機。

地點：Hilton	Sydney

主辦機構：投資推廣署

	www.gba-symposium2021.com.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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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ymposium on Hong Kong: Your Greater Bay Area 
Partner in Expanding Your Global Business

投資推廣署會向澳洲企業講解粵港澳大灣區對中國內地
經濟發展和開放的重要地位和作用，以及如何透過香港
拓展內地商機。	

地點：Sofitel	Melbourne	on	Collins

主辦機構：投資推廣署

	www.gba-symposium2021.com.au

https://www.investhk.gov.hk/zh-hk.html
https://www.investhk.gov.hk/zh-hk.html
https://www.eventbrite.co.uk/e/exporting-for-growth-through-chinas-greater-bay-area-tickets-131583749537%3Faff%3Debdssbeac
https://www.eventbrite.co.uk/e/exporting-for-growth-through-chinas-greater-bay-area-tickets-131583749537%3Faff%3Debdssbeac
https://www.eventbrite.co.uk/e/exporting-for-growth-through-chinas-greater-bay-area-tickets-131583749537%3Faff%3Debdssbeac
https://us02web.zoom.us/webinar/register/WN_J4gaaBl6S6Kb586dKaIxPg
https://us02web.zoom.us/webinar/register/WN_J4gaaBl6S6Kb586dKaIxPg
http://apef.hkvca.com.hk/
https://app.glueup.com/event/do-good-and-do-well-with-edtech-ventures-30671/
https://app.glueup.com/event/do-good-and-do-well-with-edtech-ventures-30671/
https://events.economist.com/events-conferences/asia/asia-trade-week
https://events.economist.com/events-conferences/asia/asia-trade-week
https://gba-symposium2021.com.au/
https://gba-symposium2021.com.au/


新型冠狀病毒疫情來勢洶洶，但同時亦成為契機。在全球疫情快速蔓延期間，一些本地
公司巧妙地利用了數碼化轉型和科技，成功突圍而出，疫市擴充業務。香港初創線上展
覽及活動管理平台EventXtra就是另一個利用科技抓緊機會的例子。由於疫情在各國之間
急速擴散，多項會議及展覽活動受到嚴重影響，因而要取消或延期，EventXtra藉此時機
推出「虛擬展覽」解決方案，設有「虛擬活動大堂」，將大規模的面對面活動轉移到了網上
世界，為企業提供一站式活動管理服務，令參加者可以自由體驗快速無縫的虛擬活動。
結果，這項成功的新策略為EventXtra在2020年上半年間帶來300％收入增長。

此外，EventXtra的管理平台可幫助企業突破地域和隔離措施限制，利用科技協助企業重
新啟動業務運營，無縫地進行虛擬互動體驗，為主辦方及參展商提供全方位數據分析，
例如人流、影片播放率、文件下載量及查詢度等。隨著香港和內地的5G技術基礎架構的
投資不斷增加，各行業可能會更快經歷另一階段創新科技改革。

雖然新型冠狀病毒疫情大流行的長遠影響仍然
有待觀察，但可以肯定的是，全球各個行業以
至人們日常生活模式經已產生重大變革。疫情
無疑是加速各行各業的數碼化趨勢，在新常態
下催化業務轉型，在後疫情時代，更多的行業
將需要發展多方面的創新商業模式以加快業務
數碼化的進度。

4 專題報導

香港企業在2019冠狀病毒病疫情下的	
數碼化轉型與成功之路
2019冠狀病毒病於2020年爆發並在世界各地蔓延，嚴重打
擊了全球每個經濟體，給人類帶來前所未有的威脅。很多國
家相繼關閉邊界及封鎖社區，並進行了一系列的社會隔離措
施以限制人流及減少人們之間的接觸。疫情不單帶來顯著的
經濟衝擊，同時亦把人類推向一個「新常態」，改變了社會的
活動模式。各大企業為了適應這個新時代的變化和確保業務
持續營運，積極發展數碼化市場。透過利用視頻會議、雲端
技術等等，不少商業活動轉移到了虛擬世界。消費者大量運

用網路購物、外送平台以及觀看直播帶貨，不用親自到實體
店面，零接觸亦可滿足餐飲與購物需求。在這困難重重的環
境下，科技及數碼化轉型的技術能夠如何幫助企業應對這種
急速變化的挑戰？

本港商界企業一直以來擁有高度靈活性以及創造力等優勢。
以下的兩個例子展示出如何在抗疫期間開拓企業與社會的雙
贏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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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推廣香港作為亞太區國際法律及爭議解決服務中心。多年來，
律政司致力鞏固香港作為亞太區主要國際法律及爭議解決服務中心的地位，提倡通過非訴訟糾紛
解決（包括仲裁，調解和協商等）知識產權糾紛，充分利用香港在知識產權保護和相關專業服務
方面的優勢。

網上爭議解決及相關服務供應商	─	一邦國際網上仲調中心於2020年6月首次啟動，旨在協助解
決和仲裁商業糾紛，並提供高效、具成本效益及安全的平台解決各類爭議，包括「一帶一路」倡
議下的商業及投資糾紛和跨境爭議，亦支持建立智能合約平台，令企業可以利用該平台完成跨境
交易；此外，中心亦設立新型冠狀病毒網上爭議解決計劃，為企業（尤其是中小微型企業）和公
眾提供快捷和具成本效益的網上爭議解決服務。

政府的第二輪「防疫抗疫基金」給予一邦國際網上仲調中心七千萬元的資助，用於以高科技引入
法律程序中，例如使用人工智能翻譯、電子協議和仲裁聆訊。

隨著更多爭議和糾紛因應疫情或不同事件而出現，電子化的仲裁及法律服務將會是全球仲裁服務
的大趨勢。一邦國際網上仲調中心旨在提供迅速且高效的方法，以解決全球各地因疫情大流行引
起的相關糾紛。政府支持的解決服務主要針對爭議案件所涉及的索償金額不多於五十萬元的中小
企業。

一邦國際網上仲調中心開發了線上爭議解決平台，以視頻會議形式使各方能夠透過互聯網以電子
表格方式簽署爭議解決協議，並在線上進行調解會議。由於各方能夠使用安全、創新和便捷環境
中進行協商，因此各持分者都可以在沒有地域
限制的情況下協調及解決爭議。

這個創新的網上解決爭議平台有助提升香港作
為法律科技及爭議解決服務上領先樞紐的地
位。同時，這項技術有助於減少面對面的實體
會議並減少因仲裁而帶來的費用，創造高效率
和低成本的優勢。



越來越多香港商界支持建設可持續發
展的未來。	ReThink於2020年10月
28-29日舉辦了一個嶄新的可持續商
業論壇，吸引超過700多位企業領
袖，以應對環境和社會可持續發展的
快速變化，同時揭示機構如何實踐及
整合可持續商業到其價值鏈的每個階
段。會議為中小企業至大型企業面臨
的挑戰提供建議和解決方案。

ReThink的創始人兼董事 Chris	
Brown分享他的願景說：「為建設

更美好的香港，我們透過主辦一
個相關的會議，協助機構了解和
克服與可持續轉型有關的風險和
挑戰，同時舉辦獨一無二的會議
議程，展示的解決方案能提供靈
感讓企業付諸行動。」他續道：
「ReThink將會繼續發展和擴大規
模，以支持此生態系統，幫助企
業一起為香港打造智慧氣候城市
做好準備，並作出貢獻。」

6 專題報導

共建可持續發展未來
可持續發展對於協調經濟增長、社會包容和環境保護至關重要。企業認為，香港是有效管理可持續發展風險所
帶來機遇的理想營商地。

阿原

Vegware

rethink-event.com

阿原工作室創立於2005年，以台灣青草
藥為主題，製造純天然肥皂。工作室於陽
明山公園保護區開設農場種植，並集合社
區勞動力，因而獲頒永續發展獎。阿原開
成多款清潔與保養用品，成為台灣代表性
的品牌。

經過10年來透過代理商進駐香港市場後，
2019年阿原工作室決定在香港直接設立合
資公司，陸續開設品牌店。

總經理江榮華認為在香港市場開店是成為

國際品牌的一個重要里程碑。他表示：
「香港是國際金融、航運、貿易、旅遊
的中心城市，除了本地的消費者外，每
年來自世界各地的商務客和旅客，都是
阿原品牌潛在的商機，阿原欲立足亞
洲市場絕對不可缺席。」江榮華續道：
「香港消費者收入比台灣人高，阿原商
品的天然成分及溫和療效受到顧客歡
迎。這裡絕對是我們營運的理想地。」

Yuancare.com

市民保持社交距離，減少外出及避免聚
餐，餐飲業增加外賣維持業務，即棄式
餐具因此無可避免。但是，增加使用不
可回收的容器和餐具已對環境構成迫切
影響。Vegware生產由植物材料製成
的可棄用品，完全不含塑料及可分解。
在食品服務行業中，包裝一向帶來巨大
的回收挑戰，而 Vegware的產品則不
必將廚餘、塑料和紙品先分開再進行分
類回收。

董事總經理王韻詩說：「地球資源有限，一次性
用品的使用壽命很短。改用可再生材料，把傳統
塑料用於耐用產品會更有意義。」

Vegware生產的創新產品可協助餐飲業減少碳足
跡及更環保。而且只有可堆肥的一次性無塑膠食
物盒才能與食物垃圾一起分解，變成肥料，成為
可以重複利用的副產品。王韻詩稱：「我們相信
可堆肥包裝是實現餐飲業零浪費的關鍵。」

Vegware.hk

ReThink

https://rethink-event.com/
http://yuancare.com/
https://www.vegware.hk/


行業焦點 7

Coconut	Matter

178	Degrees

Diane	van	Zwanenberg在仔細研究了環
保議題，尤其是美容行業對環境的影響
後，看到包裝中過度使用塑膠，而且許多
成分可能有損健康。因此，她於2015年創
立了Coconut	Matter並在原材料採購和產
品包裝上體現循環經濟的理念，盡可能減
少浪費。

創始人 van	Zwaneberg說：「Coconut	
Matter非常著重可持續發展，我們採購植
物成分原料和可堆肥包裝，然後在黃竹坑
的工作坊中以人手開發和製作美容和護膚
產品。我們所有的手工美容產品均包含從

作為香港優質食品飲品的進口商與零售商，
178	Degrees致力於可持續發展之理念，
因此公司只採購來自新西蘭有責任感的最
優質供應商。始創人蘇俊明說：「香港作
為世界美食之都的美譽實至名歸。香港擁
有各式各樣來自世界各地的佳餚。香港是
178	Degrees理所當然的市場。」

由於香港是自由貿易港，對食品進口的監
管很少，所以蘇俊明在此創辦自己的企業。	

南太平洋所羅門群島採購的獨特純正野
生椰子油。」

van	Zwanenberg認為在香港成立公司既
容易又經濟，這使他們可以專注於建立
Coconut	Matter品牌並相繼推出新產品。

她說：「這裡匯聚了大量擁有不同種族和
背景的消費者，使香港成為測試和推出
創新產品的理想之地，符合我們公司的
願景及其可持續的採購和包裝理念。」

Coconutmatter.com

他說：「政府提供多項資助如科技券計
劃，鼓勵中小企業推行提高效率的資
訊系統。這亦幫助我們增加競爭力。」
此外，由於公司的技術訣竅和對供應鏈
端到端的專長，他們可以自信地向客戶
保證產品的原產地，這使他們在市場上
擁有顯著的競爭優勢。

178degrees.com

香港是推出ESG（環境與社會治理）計劃的理想地點，因為香港擁有成熟的消費者基礎
和眾多的區域總部。請聯絡我們了解香港可持續產品和服務的商機。

梁耀云
消費產品行業主管

Z（852）3107 1082
m	aleung@investhk.gov.hk

黃思敏
旅遊及款待行業主管

Z（852）3107 1067
m	swong@investhk.gov.hk

https://coconutmatter.com/
https://178degrees.com/


Mox
行政總裁

顧海

難題，我們會重點改善這個
過程。現在，客戶只需短短
數分鐘即可在 Mox開戶。」

他補充道：「Mox 是為未來
而建立，因此我們非常重視
長遠發展。憑藉科技，我們
將會令服務更加快捷。我相
信 Mox將會為用戶帶來嶄新
的體驗。」

人才充沛與政府支持
有利金融科技發展

Mox 創立時只有兩個人，如今其團隊
已壯大至近二百人。顧海認為這反映了
香港的各行各業臥虎藏龍：「香港的金
融科技人才鼎盛，以 Mox為例，我們
的團隊裡有超過29個國籍，操19種不
同的語言。這點體現了 Mox的多元化
特性，而這正是創新所必需的元素。」

顧海相信政府的支持對香港金融科技行
業至關重要。他說：「政府及金管局為
金融科技發展提供了堅實的支持。海外
的業界亦看中香港的開放市場，在此開
展交流、探索機遇，繼而建立自己的業
務。這不止是主觀的看法，這是真實的
香港。」

世界各地的銀行正積極邁向數碼化。 
隨著網上銀行服務日趨普及，虛擬銀行
亦大有顛覆傳統銀行業之勢。Mox是由 
渣打銀行與領導本港電訊及消閒娛樂服
務的香港電訊、電訊盈科以及亞洲最大
線上旅遊服務供應商之一 Trip.com 攜
手建立，是獲香港金融管理局（金管局）
發牌的首批香港虛擬銀行之一，並於
2020年9月正式開業。其理念是幫助
每一位香港客戶成長，協助他們建立 
財富、開拓世界和無限的可能性。

Mox 的行政總裁顧海認為香港的虛擬
銀行市場潛力無限：「香港擁有成熟的
銀行及金融市場，原有的傳統本地及 
外資銀行所提供的銀行產品包羅萬有；
在數碼銀行服務方面亦不乏發展機會。
因此，我們決定在香港創立 Mox。我
們相信 Mox會帶來全新的體驗及優質
服務，為市場帶來新氣象。」

為未來開創的銀行服務

Mox 起初是由零開始，深入研究用戶
習慣，為他們度身訂造切合用戶需求的
產品。顧海講解道：「我們先由民族誌
研究（ethnographic research）入手，
了解客戶的需求。例如，引導新客戶

（customer onboarding）是業界普遍的

海外的業界亦看中香港的開放市場， 
在此開展交流、探索機遇，繼而建立 
自己的業務。這不止是主觀的看法， 

這是香港的現實。

銀行業的新時代
Mox將銀行服務及科技的優勢與生活品味結合，致力為數碼時代帶來
嶄新的銀行服務體驗。

他又認為香港投資推廣署是推動香港金
融科技發展的動力。顧海總結道：「投資 
推廣署舉辦的『香港金融科技周』是我
們所參加過最出色的金融科技活動之
一。它既是業界共同學習及成長的絕佳
平台，而且對於維持穩健的金融科技發
展極之重要。」

Mox
	由渣打集團、香港電訊、電訊

盈科與 Trip.com合資成立

	旗下員工近二百名，負責開發、 
工程、產品、風險管理等範疇， 
當中本地員工佔六成

	Mox 是香港首家同時支援
Apple Pay及 Google Pay的 
虛擬銀行，以及推出亞洲首張
全功能無號碼銀行卡

 w mox.com

觀看影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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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lomba 認為，香港是一個擁有開放
環境的業務策略平台，方便外國品牌建
立新業務。再者，政府最新的政策肯定
了這城市對體育發展的支持。他說：「政
府推出體育盛事配對資助計劃，並繼續
推動啓德體育園的建設。香港體育學院
支持合資格的精英運動及團隊運動。我
們看到香港有潛力發展自己的體育生態
系統，並且擁有世界級的體育設施，人
們熱衷於體育發展。」

祖雲達斯亦有舉辦大型球迷活動，例如
在新加坡、南京及首爾舉行一線球員賽
事，以及在香港大球場與本地職業球隊
南華足球隊對壘。Palomba說：「我們
將各位擁躉置於網絡生態系統的中心，
在全球所有數碼接觸點提供獨一無二、
流暢無阻的體驗。我們在都靈的媒體
工廠與當地編輯及代理創建全天候內
容 ─ 為我們的球迷提供一個『時刻在
線』的夥伴，讓他們可以自己熟悉的方
式以當地語言發掘新故事。」

訂立當地發展的目標

過去一年，香港辦事處在建設團隊的
同時，亦有深入研究本地的需求。
Palomba認為聘用本地人才較具效益， 
因為「應徵者具有亞洲語言技能、文化

足球是一種全球熱愛的運動，而亞洲球
迷會的規模亦相當龐大。意大利祖雲達
斯是歷史最悠久、最享負盛名的足球勁
旅之一，擁有柏天尼、施丹、尼維特、
迪比亞路、派路及巴治奧等名宿，以及
朗拿度與保方等一線主力球員。祖雲達
斯的品牌亦由球賽拓展至其他品牌層
面，在音樂、時裝、設計、食品及其他
內容方面帶來新體驗，令球會的受歡迎
程度不斷提升。

吸納亞洲球迷

祖雲達斯在香港設立辦事處，迎合其
大中華區及東南亞的龐大球迷數量。
祖雲達斯亞太區董事總經理 Federico 
Palomba稱：「常勝的球隊總是備受愛
戴，而我們過去的確有不少輝煌戰績。」
他並補充說，祖雲達斯是 Instagram上
排名第一的意大利品牌。他說：「中國
內地與祖雲達斯早於90年代結緣，當
年意甲首次在這裏的電視上亮相。我
們在東南亞的覆蓋面極廣，在一眾頂級
足球會中，以我們印尼的球迷會規模最
大。我們在馬來西亞亦有合作夥伴，在
越南及泰國成立多家學院。此外，我們
在日本亦有兩家重要的全球合作夥伴，
而日本是另一個重要的市場。」

祖雲達斯足球會
	祖雲達斯足球會於 1897 年 

成立，總部位於意大利都靈， 
自1923年以來由國際工業及 
金融集團阿涅利家族直接掌管

	該球會於2019年在香港成立 
辦事處，專注商務拓展，品牌
宣傳和市場整合營銷及贊助商
合作，以擴大亞洲球迷基礎和
服務現有球迷群體為宗旨

 w juventus.com

祖雲達斯足球會
亞太區董事總經理

Federico Palomba

我們看到香港有潛力 
發展自己的體育生態系統， 
擁有世界級的體育設施， 
人們熱衷於體育發展。

奪冠旅程的必經之地
祖雲達斯足球會視香港為觸達亞洲各地球迷的理想之選。

理解能力，以及在亞洲的工作經驗及適
應能力與穩定性。這些『軟技能』有助
新員工順利適應環境，提升企業生產
力，令我們可紥根於本地市場。」

Palomba 感謝投資推廣署的支持： 
「這其實是我們決定在香港設立辦事處
的原因之一。投資推廣署從一開始就 
支持我們，實在是協助我們發展業務的
重要夥伴。」

觀看影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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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擴張的驅動力

香港位於亞洲心臟地帶， 
擁有無與倫比的地位，
是世界上最具競爭力的
經濟體之一，得天獨厚
的地理優勢及運輸物流
領域的優勢都令企業有
更多商機和可能性。憑
藉多年積累的商業基礎
設施，包括支付、物流、 
行銷和電商科技，京東

希望將其電商生態系統擴展到香港、澳
門和全球市場。京東自2015年在香港 
設立辦事處以來，業務不斷發展。最
近，京東的海外平台 — 京東全球售正
通過香港積極拓展業務，將內地及香港
的品牌帶給全球消費者。

崔慶國認為，香港是一個重要的市場，
國際品牌高度集中，擁有成熟的消費群
體，潛力無窮。他說：「香港的成交額按 
年增長2.5倍，用戶量則增長了近2倍。 
京東全球售最近分別在香港和澳門推出
了京東在當地的首張聯名卡，為消費者
提供更方便快捷的支付體驗；亦聯合京
東健康推出面向港澳台及海外的問診平
台，為消費者提供名醫問診服務。我們

隨著世界各地的消費者越來越慣於網購， 
電子商務也經歷了迅速的增長。京東是
以供應鏈為基礎的技術與服務型企業，
擁有超過4.416億的活躍客戶，提供全
方位的電商體驗，售賣範圍廣泛的消費
產品，從電子產品、時尚商品到食品雜
貨等。

京東全球售總經理崔慶國表示：「京東
不僅是一個買賣平台，多年來建立了覆
蓋全球的物流基礎設施，以滿足快速增
長的消費者需求。京東全球售作為連接
中國內地品牌和世界的橋樑，通過國際
物流、金融支付、和當地語系化場景行
銷，大資料分析等多元方式，助力品牌
實現價值最大化。」

京東集團旗下「全球售」團隊以香港為樞紐，將「商品供應鏈+物流供應鏈」的
生態模式擴展到大中華及海外市場，向全球消費者輸出優質商品。

京東
	京東目前覆蓋零售、數字科技、 

物流、健康、保險、產發、 
智聯雲和國際八大業務板塊

	集團於2020年6月在香港聯交
所上市，募集資金淨額近300億 
港元

 w JD.com

京東
全球售總經理

崔慶國

香港得天獨厚的地理位置及 
運輸物流領域的優勢令企業 

有更多商機和可能性。

內地電商龍頭擴展香港市場   
助商家實現「全球售」

希望今後透過更多的跨行業合作，為消
費者構建更加豐富的消費場景。」

多管道客戶服務

京東始終秉承「以客戶為先」的理念，
通過多管道的售後服務和物流服務為香
港消費者帶來優質的購物體驗。崔慶國
說：「融合 AI 智慧客服和人工客服，京
東為香港用戶提供全天候多管道的查詢
及售後服務。我們期待與香港更多的夥
伴合作，完善當地語系化策略，持續為
市場提供優質的產品和服務。」

崔慶國亦感謝投資推廣署對京東的支
持：「我們非常感謝投資推廣署的協 
助，不單為我們提供最新的政策資料，
更與我們分享他們深厚的行業知識和資
源。以其在業內的影響力，他們還不時
邀請我們參加各種會議和商務活動，
這對擴大我們的網路和機會都非常有幫
助。我們期待著在未來與他們更緊密的
合作。」

10 投資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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勢，融入香港的金融生態圈，為中國客
戶進入國際市場提供出海門戶。」

王滇認為香港兼具離岸市場（例如新加
坡）的傳統特色以及在岸市場（例如上
海）的本土優勢，在粵港澳大灣區中地
位獨特，有望進一步拓展為「跨岸」金
融中心。她指出：「海銀最近在深圳開
設大灣區總部，進一步促進和實現與香
港的協同效應。珠三角的資金、人力資
源和科技之間的互聯互通，將為海銀和
我們的客戶創造巨大的價值。」

許多人為了獲得財富而辛勤工作，並希
望積累的財富能代代傳承。海銀財富管
理有限公司旨在幫助客戶進行財富管
理、資產管理、傳承規劃，以及家族保
障。海銀的起源也是一個家族企業，因
此深知超高淨值家族的需要和期望，並
以夥伴、朋友和嚮導的身分與他們攜手
合作。

對海銀來說，中國內地的家族辦公室與
香港的家族辦公室各有特色。海銀財富
總裁王滇解釋道：「在內地，家族辦公
室側重於投資回報、投資組合管理、以
及獲得獨家投資機會。像家族治理和慈
善規劃等主題，近年來才受到富裕人群
的注意。相比之下，香港的家族辦公室
在全球資產配置、家族保障、法律與稅
務規劃、家族諮詢、繼任規劃和環境、
社會及管治（ESG）主題等方面，擁有
更加成熟而均衡的導向。」

香港是海銀全球化的門戶

海銀視香港為邁向全球化的門戶。王滇
表示：「有了香港，我們才能實現一體
化的客戶服務、全球化的業務協同，以
及靈活應對跨境趨勢。」

王滇補充說：「香港是一個特別的城市，
匯聚了全球金融資本、精英人才及創新
理念。海銀藉著母公司在中國內地的優

海銀財富
	海銀財富於2006年在上海成立， 

是一家獨立財富管理公司，在
香港、中國內地、美國和英國
擁有3,000名員工

	其香港子公司有近30名員工，
專門負責財富管理、資產管理、 
保險經紀和傳承規劃服務

 w hywin.com.hk

海銀財富管理有限公司
總裁
王滇

有了香港， 
我們才能實現 

一體化的客戶服務、
全球化的業務協同，

以及靈活應對 
跨境趨勢。

頂級獨立財富管理公司 
認為香港是設立家族 
辦公室的不二之選
海銀財富分享在香港和中國內地經營家族辦公室
業務的心得。

合作舉辦的『財富 + 科技』研討會，目
的之一就是接觸來自世界各地最優秀、
最聰明的年輕人才。」

王滇很讚賞投資推廣署的專業精神和指
導性建議，她尤其感謝投資推廣署介紹
全球各地的潛在合作夥伴，以及促成海
銀與行業協會和商業團體的合作。她總
結道：「投資推廣署是獨一無二的香港
傑出大使。」

王滇還分享了海銀在家族辦公室領域的
下一步計畫，「我們在香港設立的海銀
國際家族辦公室已取得顯著成功。在此
基礎上，我們計畫設立一個家族辦公室
研究院，匯聚家族辦公室領域的最佳
典範，與香港的家族辦公室同業進行分
享，也提供給中國內地和全球各地有意
落戶香港的家族辦公室機構。」

吸引國際人才

海銀對香港的人才儲備充滿信心，並已
招募諸多資深級別和初級職位的員工。
王滇表示：「我們最近與香港科技大學

投資案例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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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即將開展的項目包括高級零售商的
轉型專案和新酒店概念的體驗設計。」

香港是地理位置優越的門戶，
是為大灣區的創意樞紐

Eight Inc. 在全球11個城市設有辦 
事處，2019年時來港開設工作室。
Dobson認為香港為公司的亞洲區擴張
提供了獨一無二的據點，他說道：「儘
管近來挑戰重重，但香港蘊含的潛力
依然穩健。香港是一個有影響力的重要
門戶，有各種各樣的國際企業進駐，落
戶香港的內地企業也愈來愈多。我們相
信這裡是進出中國內地乃至廣大亞洲地
區的絕佳跳板。」

他續指：「我們相信香港是粵港澳大灣
區的設計中心。澳門作為區內娛樂和體
驗中心，深圳的創新發展能力和香港的
設計能力相結合，各個城市相互交融，
讓每人都能受惠。」

創意產業人才鼎盛

Dobson於香港從事創意產業超過10年， 
香港的精彩活力、人才庫的深度和廣度
令他感到讚嘆。他表示：「這裡匯聚擁

設計不但使一個地方賞心悅目，還可以
大大影響我們思考和行事的方式，塑造
人本體驗。Eight Inc. 是一家跨國創意
公司。該工作室成立於三藩市，本着 

「設計顯示人類進步過程」的信念，並
因替國際品牌創造突破性體驗而聞名。

Eight Inc.植根於建築設計領域，但同時 
專注於零售空間設計領域。公司亞洲區
執行主管 Chris Dobson表示：「我們最
為人熟悉的大概是與 Apple的合作，當
中包括 Apple Store（蘋果專門店）的構
建，但經過一段時間，我們作為顧問和
設計師的需求開始增加。其中一個最突
出的專案是深圳小米旗艦店，將零售體
驗重新刻劃為數碼體驗的一部分。現今
的顧客不區分數碼和實體生活，兩者密
不可分，這正正對體驗設計影響深遠。

Eight Inc.
	創立於1989年，總部設於加州

三藩市

	在全球11個地點設有國際辦事
處，包括紐約、倫敦、東京和
新加坡等

 w eightinc.com

Eight Inc.
亞洲區執行主管
Chris Dobson

香港是一個有影響力的重要門戶， 
有各種各樣的國際企業進駐，落戶香港的 

內地企業也愈來愈多。我們相信這裡是進出 
中國內地乃至廣大亞洲地區的絕佳跳板。

以設計塑造人本體驗
Eight Inc.致力於借助香港的亞洲創意樞紐地位及深厚人才庫，
抓住大灣區發展的機遇。

有不同經驗的本地及國際人才。為我們
湊齊創業所需的拼圖。」

此外，他覺得香港是個很有吸引力的居
住地，他說道：「我相信其中的原因是
香港擁有美麗和豐富多彩的選擇。我常
說，人們是為了大都會而來，留下卻是
為了公園、遠足徑、沙灘、與別不同的
體驗，當然還有這裡的美食。」

Dobson 很感謝投資推廣署為了連繫個
人和企業所付出的努力，他總結道：「無
論面對面還是以網上形式，投資推廣署
舉辦的交流活動都是結識新公司、聽取
新想法的好機會，讓我感受到自己是這
個活力創意社區的一份子。」

12 投資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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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在傳統金融行業中的角色愈趨重
要。高陽寰球熱愛科技，致力於協助客
戶利用科技締造新穎的客戶體驗，使銀
行服務變得更輕鬆簡單。

全面的金融服務解決方案

高陽寰球行政總裁梁晶解釋道：「我們
向金融服務行業提供全面的解決方案，
軟件發行方式採用本機部署和基於雲端
兩種，務求滿足不同客戶的需求。我們
為每個項目提供靈活的收費方案，例如
永久授權費以及安裝、自訂、支援和維
護軟件等單次專業服務費。如果是基於
雲端的軟件，則以即用即付訂閱制收
費。我們更與客戶建立合作夥伴關係，
轉移知識，並且重新組合我們的產品，
加快產品發展計劃。我們現正積極拓展
合作渠道，服務本地和海外的主要金融
服務客戶，提供可大幅削減發展預算、
促進產品上市時間的零活銀行模組。」

高陽寰球的電子產品包括核心銀行及匯
款、分行與電子銀行、電子化客戶盡職
審查（eKYC）、電子錢包及電子借貸、
報告以及其他數碼解決方案。公司與眾
安銀行緊密合作，確保該行成功開業，
同時還協助天星銀行建立了一個功能完
善的數碼金融平台。

高陽寰球
	於高陽寰球是頂尖綜合付款、

金融及電訊服務商 ─ 高陽科技
（中國）有限公司旗下的主要子
公司，致力於提供一站式金融
科技解決方案，範疇從諮詢到
生產等

	高陽寰球的總部設於深圳，於
2020年3月在香港開業。後者
專注於海外的業務機會，並擁
有專業團隊負責市場營銷、市
場開發和項目交付等工作

 w hisunglobal.com
高陽寰球
行政總裁

梁晶

粵港澳大灣區 
可以充當『一帶一路』 

倡議的樞紐。

幫助傳統金融行業現代化
高陽寰球為銀行及金融等傳統行業提供以客為本的科技解決方案。

隨着香港從傳統產業轉型到創新主導的
產業，梁晶認為金融科技學系的畢業生
很快就能從中獲利。他表示：「這些職
位的畢業生薪酬也應當提高，從而加強
未來勞動力的質素，幫助吸引更多學生
修讀金融科技課程。」

梁晶認為香港是通向國際發展的門廊，
因此選址香港作為營運基地。他表示：

「與周邊地區相比，香港擁有具透明度
的法律環境和相宜的稅制，而且是公認
穩定、有效率、便於營商的國際大都
會。香港有助我們進入中國內地以外的
國家，憑藉亞洲中心的地理位置，這裡
是連接東西方的完美橋樑。」

梁晶提到，香港政府過去三年撥款超過 
1,000億港元支持創科發展，高陽寰球
直接受惠。他指出：「這筆資金使我們
能夠在這個時間專注於研發。當市場 
復甦時，我們就更有能力執行我們的 
計劃。」

大灣區勢成 
「一帶一路」沿線樞紐

「粵港澳大灣區可以充當『一帶一路』倡
議的樞紐。為了充分發揮金融科技的潛
力，該區可以建立一個合作社區或聯營
企業，促進金融科技、金融機構、終
端用戶、初創企業、技術服務供應商、
投資者和區內其他行業參與者之間的互
動，構建一個分析可行跨境計劃的金融
科技生態系統。」

投資案例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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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stenir
總經理
梅丁捷

我們在香港開業時，全程得到 
各方的專業協助，包括我們的本地團隊， 

這有利於我們建立業務基礎。

Sustenir
	創立於2015年，總部設在 

新加坡

	於2019年進駐香港，在屯門 
設立一個25,000呎的種植場

	Sustenir耕種法的用水量比傳
統農業少95%，能源消耗也 
低於行業標準

 w susteniragriculture.com

科技 
種植創未來
農業科技初創公司在香港屯門開設垂
直農場，建立可持續糧食供應系統。

學物質保存，能持續保持其營養及
鮮味。目前，香港有近百分之九十八
的農產品依賴進口。由於我們的農
場距離市中心僅60分鐘車程，農產
品每日新鮮採摘，能夠為這裏的顧
客帶來最新鮮的選擇。」

公眾意識提高， 
促進良知消費

梅丁捷續指，香港消費者對「責任消
費」意識日漸增強：「隨着消費者愈
來愈重視食物的原產地，食物的可
持續發展也愈來愈受到關注。與此
同時，不少人積極尋找倡議環保的
品牌，這是一個正確的方向。」

Sustenir的產品目前在全港80多個
銷售點有售。梅丁捷說道：「我們的
目標是確保有充足的分銷渠道，滿
足零售和家庭以外的消費，方便消
費者支持可持續發展。」

公司的香港團隊有百分之九十八的
員工來自本地，負責農場營運和建
立客戶關係。展望未來，Sustenir計

為下一代建立一個可持續的糧食系
統的重要性是無可置疑的。雖然當
中涵蓋的範圍甚廣，但說到要維持
綠色生態系統，首要任務是要實踐 
永續農業。新加坡農業科技公司
Sustenir致力於尋找更新、更好的 
本地耕種方式，利用高科技耕作
業，建設一個可持續的未來。

智能都市耕種

Sustenir專注於本地常年耕種非本地
品種，例如羽衣甘藍和冰菜等。他
們採用農業環境控制技術，全面維
持農作物的生長環境，包括水分、
光線和空氣。其自家研發的「SARA」

（Sustenir Agriculture實時助手系統）
能密切監測農作物的生長過程，為
團隊提供分析報告，並根據數據作
出調整及決策。

Sustenir總經理梅丁捷說道：「我們
種植的農作物沒有暴露在污染物和
雨水之中，百分百乾淨，而且不含
農藥，在整個過程中也無需使用化

劃培養新一代的高科技都市農夫，
為香港建立可持續糧食供應。

有利初創公司的簡單 
開業過程

梅丁捷認同在香港營商非常容易，
他表示：「我們在香港開業時，全程
得到各方的專業協助，包括我們的
本地團隊，這有利於我們建立業務
基礎。」

他還向有意來港發展的公司提供了
一些建議：「最重要的是要了解整個
生態系統，從供應商到客戶，再到
消費者的見解。這樣就可以騰出資
源，專注於在成本競爭的環境中快
速發展業務。」

他總結道：「在我們想開拓相關政府
機構以至潜在供應商、客戶和投資
者方面的人脈時，投資推廣署給予
了極大的支持，使我們能夠以比預
期快的速度開始全面營運。」

14 投資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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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據能反映基金業績和潛力，而我們的
ESG Dashboard 也可以幫助投資者識
別和挑選投資機會。」

ESG Dashboard 是公司自家研發的產
品，協助企業簡化相關資料和數據收集
過程，使公司能夠更容易地編制專業的
ESG 報告。這項訂閱服務令企業能將
原始資料轉換為專業的 ESG數據，以
符合監管機構的要求。

此外，憑藉其在技術和可持續發展方面
的核心競爭力，公司更提供全面的業務
流程外判（BPO）服務，範圍從物聯網
感應器及可持續發展和技術諮詢，到一
站式解決方案等。

香港 —  
大灣區的綠色金融中心

楊婉雯表示，香港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
與豐富而又能操多國語言的人才庫，是 
ESG Matters選擇以其作為亞洲基地的
不二之選。她補充說：「我們也期待著
粵港澳大灣區帶來的機遇。香港政府積
極促進我們在該區的發展。例如由香港
金融管理局和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

越來越多公司和投資者意識到將環境、
社會和管治（ESG）納入他們投資目標的 
重要性。在企業努力達到最新的 ESG
標準和合規性的同時，他們亦面對著處
理大量資料的挑戰。綠色金融科技公司
ESG Matters的成立旨在讓企業能夠彌
補現時處理 ESG資料的不足，實現相
關的可持續發展目標（SDGs），並透過
綠色投資創造正面的社會和環境成果。

ESG Matters是由在可持續發展領域工
作了30多年的 Frommer博士在丹麥創
立。公司在哥本哈根和香港均設有總
部，提供諮詢服務，並通過其科技即 
服務（Tech-as-a-service）協助企業制
定資料驅動型綠色投資策略。

提供綠色金融的專業意見

ESG Matters業務發展及行銷部助理主
管楊婉雯表示：「我們相信可持續投資
將成為未來的主流投資策略。隨著越來
越多的家族辦公室在香港設立，資產擁
有者正在積極尋找對環境和社會產生正
面影響的投資機會。我們利用數據幫助
這些投資者作出更合乎道德、更可持續
的投資選擇，並達到可觀的預期回報。

ESG Matters利用香港作為區域綠色金融中心的地位，努力抓住大灣區
不斷增長的機遇。

ESG Matters
	數碼港培育計劃的培育公司 

之一

	香港團隊有20人，包括業務開
發、產品和技術以及專案管理

 w ESGmatters.asia

ESG Matters
業務發展和市場行銷部助理主管

楊婉雯

我們也期待著 
粵港澳大灣區帶來的機遇。 

香港政府積極促進我們 
在該區的發展。

以數據驅動綠色金融

會組成的綠色可持續金融跨機構督導 
小組，反映了香港努力鞏固作為綠色
金融中心的地位，同時促進與大灣區
的聯繫。」

楊婉雯總結說，投資推廣署是香港商 
界的重要平台：「我們很感謝有機會在
金融科技周舉辦網上論壇，這實在是 
業內建立品牌和交流想法的絕佳平台。
而投資推廣署提供的服務和意見，對 
希望在港設立業務的海外企業來說亦 
非常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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