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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團隊送上多元化的尊貴體驗。”香港旅遊發展局會議展
覽及郵輪業務總經理黃卓雄先生表示。

“自計劃升級以來，廣受業界伙伴和訪港團體歡迎，參加
人數持續增加，此計劃將進一步加強香港在會展及獎勵
旅遊方面的頂尖地位。”

“Hong Kong Rewards 香港有禮！”能協助策劃人員安排
預算，善用資源，為活動帶來最大成效。訪港團體規模
愈大，獲得的特選禮遇便愈吸引。

2015年，專程來港參加會議、展覽及獎勵旅遊活動的過
夜旅客超過170萬人。今年，香港旅遊發展局會議及展覽
拓展部（MEHK）聯同業界伙伴推出升級版的獎賞禮遇，
為會議代表及獎勵旅遊人士送上更多專屬禮遇，打造豐盛
難忘的旅程。

“香港備受全球各地的商務旅客推崇。在過去的多項國際
票選活動中，香港都贏得最佳商業城市的殊榮。我們透過
強化‘Hong Kong Rewards 香港有禮！’計劃，呈獻更多
驚喜折扣優惠和專屬禮遇，回饋支持者，希望為訪港的商

Hong Kong Rewards 香港有禮！
香港擁有世界一流的會議設施、多元化的酒店選擇、引人入勝的景點及繽紛的文化，是
舉辦會議和獎勵旅遊的絕佳城市。香港旅遊發展局會議及展覽拓展部（MEHK）一直致力
為各個訪港團體帶來更精彩體驗，讓每位參加者盡情享受香港之行。

http://www.investhk.gov.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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貼心機場迎賓  專屬禮遇
“Hong Kong Rewards 香港有禮！”為訪港團體安排專
屬的歡迎儀式  —— 包括專人親切的迎賓服務、歡迎
禮包、紀念品，以及電子歡迎標語。團體抵達香港國
際機場，就可以感受到熱烈的氣氛，帶着愉快的心情
展開行程。

輕鬆免費酒會  互動交流
從高檔奢華到經濟實惠，全港各區超過40家不同類型
的酒店，為入住的會議及獎勵旅遊團體提供免費酒會
接待。50人或以上的團體，只需在參與酒店連續住宿
兩晚或以上，即可享有此禮遇。這些酒店都位於優越
地段，方便賓客輕鬆往來各大活動場地。

功夫文化表演  聲勢助興
功夫，不僅是武術，還是一項賞心悅目的表演。在香
港，很多表演者皆需要長時間的投入和鍛煉，始能達
至爐火純青的境界，其演出令人嘆為觀止。把功夫元
素注入您的活動中，肯定有助提升團隊士氣，炒熱現
場氣氛。訪港團體人數達100人或以上，便可任選傳
統南獅表演、雜技和功夫表演、變臉表演等項目，為
活動助興，營造更強聲勢！

两千現金折扣  機場盡享
當充滿驚喜禮遇的香港之行接近尾聲，離港前，把握
機會善用總值港幣 $2,000的購物及餐飲現金券。香港
國際機場設有400多家餐廳及商店，賓客可穿梭國際
品牌名店，以免稅價格搜購精品，來一趟血拼與美食
的雙重享受！ 

世界級景點  貴賓式體驗
從大嶼山到太平山頂，“Hong Kong Rewards 香港有
禮！”包羅香港多個人氣景點的特選優惠和禮遇。

香港迪士尼樂園和香港海洋公園各有專屬歡迎儀式，
接待訪港團體，例如安排樂園明星亮相、贈送特色紀
念品等，務求為商務活動增添繽紛色彩和樂趣。在樂
園暢玩一天，一定能加強團隊合作與交流。

如果參加者想欣賞香港的壯闊美景，昂坪360、天際
100香港觀景台及太平山頂，都是理想的選擇。 

想以海景佐餐，兼享折扣優惠，可考慮到訪愉景灣，
或者登上具備香港特色的海上餐廳  —— 珍寶王國和
洋紫荊維港遊。品嚐美食的同時，放鬆心情，欣賞優
美海港景色，慢慢細味老香港情調。

有關最新優惠詳情，請登陸 www.mehongkong.com/sc/ 的“Hong Kong Rewards 香港有禮！”專頁，或發送電子郵件至
mehk@hktb.com 查詢。以上所述特選優惠有效期至2017年3月31日。

http://www.mehongkong.com/s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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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
德國社群聯誼酒會
由投資推廣署舉辦的聯誼酒會，以感謝來自德國社群的公司為香
港所作的貢獻。
地點：香港
主辦單位：投資推廣署

9

香港
香港美國商會2016年度中國研討會
香港美國商會2016年度中國研討會將分享近20位知名跨國公司
的亞太區負責人和中國專家針對轉型中的中國經濟及熱門議題的
真知灼見，並與一眾企業中高層代表互動聯誼，探討在華營商之
最佳實踐。研討會為期半天，將包括兩個主旨演講和四個極具互
動性的小組討論。
會場： 香港四季酒店
主辦單位：香港美國商會
▶amcham.org.hk/events/signature-events/china-conference 

13-14

香港
資本市場區塊鏈會議2016
這次區塊鏈會議將集中探討區塊鏈技術在資本市場上的應用，匯
集初創企業和企業家、金融機構、監管機構及投資者等一同討論
區塊鏈在資本市場上的可行性和執行方法。
地點：馬哥孛羅香港酒店
主辦單位：EuromoneyAsia
▶euromoneyseminars.com/details/9061/capital-markets-
blockchains-2016/details.html

15

英國倫敦
BIMA 獎
BIMA 獎創辦超過30年，是英國最悠久、最享負盛名的數碼業界
獎項之一，為表揚英國數碼業界最出色的表現者而設。
地點：One Embankment, London, WC2R 2AB
主辦單位： 英國互動媒體協會（BIMA）
▶bimaawards.com

阿根廷布宜諾斯艾利斯
“善用香港優勢．開拓海外市場”投資推廣研討會

此研討會旨在向阿根廷企業介紹香港的投資環境及營商優勢，鼓
勵企業通過香港“走出去”。
活動形式：商務研討會及聯誼活動
活動規模：51至100人
主辦單位：投資推廣署

16

秘魯利馬
“香港	—	通往中國及其他亞太地區的門廊”研討會

此研討會旨在向秘魯企業介紹香港的投資環境及營商優勢，鼓勵
企業進駐亞太區。
活動形式：商務研討會及聯誼活動
活動規模：51至100人
地點：JW 萬豪酒店
主辦單位：投資推廣署

20

香港
旅遊及款待行業聯誼酒會
投資推廣署舉辦酒會，以感謝旅遊及款待行業對香港所作的貢獻。
地點：香港
主辦單位：投資推廣署

20

香港
香港銀行學會（HKIB）香港銀行家峰會2016
峰會將發掘強化香港在資源、基建和人才實力上的方式，以從
科技發展、區內投資和宏觀經濟趨勢所帶來的機遇中全面獲益。 
地點：香港會議展覽中心
主辦單位：香港銀行學會
▶plus-concepts.com/hkib2016

20-21

新加坡 
Marine	Money	Asia
第15屆 Marine Money 年度新加坡船舶金融論壇將邀請業界巨
擘和重量級人士出席。
地點：瑞吉酒店
主辦單位：Marine Money Asia
▶marinemoney.com/forums/SIN16/index

22-23

香港
亞太創新峰會2016系列：智慧城市
亞太創新峰會是香港科技園公司的旗艦活動，為世界各地科研
專家提供平台，交流科技發展及市場趨勢。亞太創新峰會已成
功舉辦11年，屬地區盛事，當中滙聚本地及國際持份者，他們
分別來自學術界、科研界、工業界及政府部門，當中也有不少
投資者。
地點：香港科學園
主辦單位：香港科技園公司
▶apacinnosummit.net

28-29

德國法蘭克福及杜塞道夫（28），漢堡及慕尼黑（29）
德國論壇2016	─“邁向亞洲首選香港”
隨著亞洲市場繼續帶動全球經濟增長，期望在亞洲市場發掘新
機遇的德國企業可借助香港作為亞洲國際貿易及金融中心的優
勢，與香港攜手合作，邁向業務成功。通過參與在德國各城市
舉辦的各項活動，將可了解更多有關資訊，活動內容包括主題
研討會、商業配對會議，以及與香港服務供應商進行企業咨詢
及聯誼機會等。
地點：杜塞道夫藝術宮博物館（28）、 
          慕尼黑凱賓斯基四季酒店（29）
主辦單位：香港貿易發展局
▶thinkasiathinkhk.com/2016/en/index.html

十月

3-7

香港
Walk21HK	CityTech	(Startup)	Awards
Walk21香港會議旨在嘉許與步行相關或鼓勵步行習慣的傑出創 
新科技構思 — 當中包括手機和平板電腦應用程式、穿戴裝置等
的科技應用。CityTech Awards 是一項以“實現適宜步行的創新
及意念”為主題的比賽。
地點：香港會議展覽中心
主辦單位：思匯政策研究所
▶walk21hk.com/news/detail.html?category_id=32&member_
id=15

5

馬來西亞吉隆坡
“香港：助業務蓬勃增長的城市”午餐會暨研討會	

此午餐會暨研討會旨在向馬來西亞企業介紹香港的投資環境及
營商優勢，鼓勵企業通過香港“走出去”。 
地點：馬來西亞吉隆坡
主辦單位：投資推廣署

續頁五

http://www1.investhk.gov.hk/events
http://amcham.org.hk/events/signature-events/china-conference
http://euromoneyseminars.com/details/9061/capital-markets-blockchains-2016/details.html
http://euromoneyseminars.com/details/9061/capital-markets-blockchains-2016/details.html
http://bimaawards.com
http://plus-concepts.com/hkib2016
http://marinemoney.com/forums/SIN16/index
http://apacinnosummit.net
http://thinkasiathinkhk.com/2016/en/index.html
http://walk21hk.com/news/detail.html?category_id=32&member_id=15
http://walk21hk.com/news/detail.html?category_id=32&member_id=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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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帶一路

絲綢之路經濟帶
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

梁振英說：“作為國家對外最開放的城市，香港可以充
分發揮‘一國’和‘兩制’的雙重優勢，務求把握好 

‘一帶一路’這個歷史性機遇，促進香港的社會和經濟
發展，並提升競爭力。‘一帶一路’策略涵蓋政策溝通、
設施聯通、貿易暢通、資金融通和民心相通五個方面，
涉及特區政府多個部門的工作。”

蔡瑩璧獲委任為“一帶一路”專員，由二○一六年八月
一日起至二○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

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張德江在香港“一帶一路高峰論

壇”上提及香港的服務業：“在會計、法律、咨詢、旅遊、
基建發展、工程設計等領域上，香港都可以為‘一帶一
路’沿線國家提供多種服務。”他補充，中央政府將支持
香港擔當多元化服務平台的建設角色。

在“一帶一路”牽引下，人民幣的應受性和流通性將有
所提高。而香港作為全球最大的人民幣離岸中心，具
有成熟的人民幣支付和結算系統，將因此而獲得更多機
遇。香港擁有獨特優勢，在促進資金流動、推動人民幣
國際化，以及發展“一帶一路”投資和融資平台上，將
擔當重要角色。

香港成立“一帶一路”辦公室
行政長官梁振英在今年的《施政報告》宣布政府將成立由他主持的“一帶一路”督導委
員會，負責制定香港參與“一帶一路”的策略和政策，並設立“一帶一路”辦公室，負
責具體工作，以掌握國家“一帶一路”發展策略為香港帶來的機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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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金融和專業服務外，香港在貿易和商貿活動上也能
提供多項服務，特別是在經濟和文化上都與香港關係密
切的東南亞地區。東盟─香港自由貿易協定（FTA）的談

判預計將於年底前完成。協定簽訂後，香港與10個東盟國
家之間的貨物、服務和投資流量將可增加，從而進一步強
化區內各地的經濟聯繫，刺激增長，擴闊商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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奧地利瓦滕斯
AplusB	Startup	Platform 遇上 GIN	Go	International	
Austria	Initiative
為科技初創企業而設的商務研討會，探討如何讓產品和服務國際
化並適應亞洲市場。投資推廣署和 GIN Go International Austria
將於會上介紹香港的創業生態系統以及歐洲初創企業的機遇。
地點：Werkstätte Wattens, 6112 Wattens
主辦單位：QUADRIS Consulting
▶aplusb.biz

18-19

德國德勒斯登
HighTech	Venture	Days	—	以香港作為亞洲 / 中國的商
業伙伴
為有意擴展亞洲業務，或於中國進行採購活動的德勒斯登或附近
地區公司而設的商務研討會，內容包括薩克森科技公司如何將業
務擴展至亞洲的個案研究。 
地點：BioInnovation Centre，德勒斯登
主辦單位：HighTech Startbahn e.V.
▶hightech-startbahn.de

18-20

美國波士頓
EmTech	MIT	Boston	2016
涵蓋人工智能以至由數據主導的保健計劃和未來城市，第16屆
年度 EmTech MIT 將探索最近列入10大突破性科技名單上的技
術，並表揚2016年35歲以下的創新者。
地點：MIT Media Lab, 6th Floor Event Space, Boston
主辦單位：麻省理工科技評論
▶tech.co/event/emtech-mit-2016-boston

20

中國北京
“香港	—	企業財資中心的地區樞紐及內地企業的新機遇”
研討會	
此研討會旨在提供有關香港的各項營商優勢以及作為內地企業投
資目的地的相關投資政策概覽，特別是在香港設立企業財資中心
的優勢，以及最近為企業財資中心設立的稅項優惠等。
地點：北京
主辦單位：投資推廣署
▶investhk.gov.hk

23-26

美國拉斯維加斯
Money	20/20
Money 20/20 編程馬拉松是全球金融科技活動中最大型的編程
馬拉松盛事，預計將吸引600多家全球最具實力的開發商參與，
迎接金融科技界10個最具影響力品牌的挑戰。來自世界各地的
開發商必須在24小時內證明實力，利用來自現今在支付及金融
服務領域上領先的創新者所提供的應用程式介面、軟件開發工具
包及其他工具，展示他們的技術和願景。
地點：威尼斯人酒店，拉斯維加斯
主辦單位：Money 20/20
▶money2020.com

27

荷蘭特文特
國際商業論壇
參與公司可透過與來自30個國家及領事館的代表進行一對一面
試，發掘將業務擴展至海外的商機。論壇也設有「國際商業」工
作坊。國際商業論壇是與其他公司聯誼的絕佳機會。
地點：荷蘭亨厄洛
主辦單位：特文特世界貿易中心
▶internationalbusinessforum.n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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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名古屋
香港 B2C 商務研討會
此研討會將以消費產品、食品配送服務和個人護理服務為重心，
介紹有關投資環境和“香港 B2C 業務”商機的最新資訊。講者將
於會上提供有關在香港、中國和亞洲從事商業活動的實用建議和
分析，並會分享個案研究。
地點：名古屋萬豪飯店
主辦單位：投資推廣署

十一月

3-5

香港
第十五屆德國商業亞太會議
這項活動是亞太區內最大型的聯誼活動之一，深受區內的商界和
政界領袖歡迎。
地點：香港會議展覽中心
主辦單位：香港德國工商總會（AHK 香港）
▶hongkong.ahk.de

續自頁三

http://aplusb.biz
http://hightech-startbahn.de
http://tech.co/event/emtech-mit-2016-boston
http://investhk.gov.hk
http://money2020.com
http://internationalbusinessforum.nl
http://hongkong.ahk.de


6 行業焦點

至16年度的《泰晤士報》高等教育調查世界大學排名中排
行第44位和第59位。

根據2016年《泰晤士報》高等教育調查公布少於50年校
齡的全球前150名大學調查中，香港科技大學位列第3
位，香港城市大學位列第20位，而香港理工大學則位列
第27位。

在2016至2017財政年度，政府投放於教育方面的開支預
算總額為840億港元，佔政府總開支的17%。 

國際學校方面，香港有51家國際學校，提供41,100個小學
和中學學額，向來自30多個國家的學生教授非本地課程，
包括英國、美國、澳大利亞、日本、新加坡、法國、德國、
韓國、加拿大和國際文憑大學預科課程（IB）。 

為應付需求，政府自2007年起批出七幅全新土地及七個
空置校舍以發展國際學校。  

投資推廣署一直積極為有意來港設立國際學校的機構提
供意見和支援，其中包括選址香港作為全球總部的 Nord 
Anglia（英國）；於今年8月開辦的英國文化協會國際幼稚
園（英國），是英國文化協會於香港成立的首家學校；提
供一系列藝術和設計學士及碩士課程的薩凡納藝術設計
學院（美國）、以及於2013年將行政人員工商管理碩士課
程由新加坡移師香港的芝加哥大學布斯商學院（美國），
作為其戰略性計劃的一部分，以藉此深化其全球發展以
及在亞洲的影響力。最近後兩者更獲准將收生範圍擴大
至中國內地。

較近期的個案包括美國麻省理工學院於2016年6月在香港
成立創新中心（Innovation Node）。此中心提供一個協作
空間，旨在以獨有資源連繫麻省理工學院的社區，包括先
進的生產力，及香港和鄰近的珠三角地區的機遇。另外，
全球知名的卡羅琳學院也將於香港成立海外研究分所。

在全球排名方面，香港大學和香港科技大學分別於2015

香港－亞洲區的教育樞紐
香港擁有頂尖的大學，國際學校的數目（由幼稚園至中學）高踞亞洲城市的首位，
具備成為亞洲區教育樞紐的優厚條件

教育

香港對內地和海外學生的吸引力

• 崇尚學術自由，讓學生在一個國際大都會、自由
開放的環境中學習。

• 大學為留學生提供寶貴的實習和進修機會。

• 學生可以考取國際認可的高級資格。

• 可以擴闊學生的國際視野，以及提供就業機會。

• 多元文化充滿活力，有助學生拓闊視野。

• 地理上接近內地，而文化上亦相近，使內地學生
容易適應，方便學習。

歡迎聯絡：

商業及專業服務主管			鞏連全	
電話：（852）	3107	1091	
電郵：pkung@investhk.gov.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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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城市充滿活力，是世界
上最繁華的城市。我認為再
沒有其他地方能夠擁有這種
特質。”
	 	芳草地當代藝術	
董事總經理	
Alberto	Annesi	

藝術無處不在
位處於亞洲藝術樞紐的芳草地當
代藝術致力拉近當代藝術與人們
的距離

當 Annesi 解釋決定將畫廊移師香港的理由時，他興奮地
說：“這個城市充滿活力，是世界上最繁華的城市。香港匯
聚中西文化，是一個非常特別的地方，我認為再沒有其他
地方能夠擁有這種特質。香港人非常友善，彼此尊重。而
且，低稅率的稅制讓本地人能夠作多方面投資，例如投資
藝術品。” 

現時大部分的買家都是收藏家，他們擁有豐富的藝術知
識，購買目標具體清晰。為了迎合這個市場的需求，畫廊
擁有清晰的遠景，搜羅來自知名藝術家的高質素作品，並
以中高端市場為目標。另外，畫廊也提供各種服務，包括
藝術品咨詢、租借、收藏及投資咨詢等。透過聘請熟諳中
國文化、藝術和思想的本地員工，畫廊得以為客戶提供貼
心周到的服務。

在意大利經營畫廊超過10年後，董事總經理 Alberto 
Annesi 和策展總監 Franco Savadori 於2010年決定移師 
香港。看準當時市場內欠缺意大利當代藝術畫廊，他們在
黃竹坑開設 Flame。2014年，兩人與陽明山莊主席黃健華
成為商業伙伴，於中環設立芳草地當代藝術。現時畫廊專
注於亞洲及西方的當代和現代藝術品，並帶來展覽及博物
館中常見的大師作品如毛栗子、由金、鄭路、洪京澤、 
John Franzen 及 Annalù。

最近，芳草地當代藝術主辦並贊助“博特羅在香港”展覽，
展覽於中環海濱舉行，展出由知名哥倫比亞藝術家博特
羅（Fernando Botero）的大型雕塑作品。普羅大眾可透過
此難得的機會，免費觸摸、感受並享受雕塑藝術的趣味。
Alberto Annesi 說：“我們希望將一些現代大師級作品帶來
香港，向更多本地人宣揚藝術文化。”

芳草地當代藝術 

•		透過與陽明山莊主席黃健華攜手合作，於2014年
成立芳草地當代藝術	

•		畫廊專注於亞洲及西方的當代和現代藝術品，並帶
來展覽及博物館中常見的大師作品

Parkviewarthk.com

http://www.parkviewarth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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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睿電子技術應用工作間是一站式的概念設計驗證工作坊
兼平台，能協助企業將研發所需時間大幅減少最多達四個
月，並節省最高達25% 的工程設計開支。作為值得信賴的
技術顧問，艾睿電子會指導開發人員如何改善系統設計，
並在整個研發過程中為他們提供全面支援，包括構思概念
與設計驗證、零部件採購、快速樣板建立、產品測試、系
統集成及試產前的檢驗。

艾睿電子會為初創企業、中小型企業和創新者提供免費會
籍。余敏宏說：“我們希望與投資推廣署和其他創新生態系
統參與者發展更緊密的伙伴關係，共同推動香港發展成為
創新城市，為經濟的持續發展作出貢獻。”

艾睿電子於1935年創立，是一家向工業和商業電子元器件
和企業運算解決方案使用者提供產品、服務和解決方案的
全球供應商。艾睿電子憑藉在超過85個國家460個辦事處
的全球網路，充當超過10萬家原始設備製造商、合約製造
商和商業客戶的供應管道合作伙伴。

艾睿電子技術應用工作間設於香港科學園，佔地超過3千
平方呎，配備先進工程設備和測試模組，初始投資成本超
過130萬美元。工作間將開放給所有追求創新技術及產品
研發的初創企業、公司及機構使用，以幫助他們加強產品
設計、加快研發速度及節省開支。艾睿電子元器件業務亞
太區總裁余敏宏說：“我們的目標是協助開發商提升產品設
計、縮短研發周期並減少成本。”

建設創新城市
艾睿電子注意到香港初創及科技企業十分了解市場需求，
亦擅長發展創新意念、知識產權研究，以及進行產品設計
及軟件研發。不過，他們一般缺乏專業的工程技術支援，
特別是在無線連接科技、傳感控制及系統集成等領域。艾
睿電子的目標是幫助企業克服這些困難，加快他們將創新
理念轉化為商業項目，並進一步推向國際市場。

矢志創新
艾睿電子於香港成立艾睿電子技術應用工作間，象征支持香港創新科技發展
的另一重要里程碑

艾睿電子技術應用工作間

•		於2016年6月由艾睿電子成立，設於香港科學園
•		一站式的概念驗證設計工作坊兼平台，目標是幫
助初創企業將創新理念轉化為商業項目，並進一
步推向國際市場

arrowopenlab.com

“ 我們希望與投資推廣署和其他
創新生態系統參與者發展更緊
密的伙伴關係，共同推動香港
發展成為創新城市，為經濟的
持續發展作出貢獻。”
	 	艾睿電子元器件業務	
亞太區總裁	
余敏宏

http://arrowopenlab.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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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香港創業非常簡單直接。自
由港地位和簡易的通關程序讓
我們在輸入原材料時更具成本
效益和效率。”

  門神啤酒廠	
創辦人兼釀酒師 
Ladislao Raphaël

每款門神啤酒都以一位中國神話人物的名字命名，例如嫦
娥巧克力黑啤和孫悟空紅啤。他們的旗艦產品雷公啤酒曾
獲得2014年香港國際啤酒比賽“最佳淡啤酒”和“最佳本港
生產啤酒”兩項殊榮。此外，玉皇大帝 IPA 亦於2015年亞
洲啤酒杯榮獲銅獎。啤酒廠所生產的啤酒會供應給酒吧、
餐廳和酒店，吸引不少喜愛探索中國文化的本地人和遊客。 

在社區內宣揚中國文化
Raphaël 發現香港人非常樂於接納新事物，現時他正計劃推
出多款與中國不同地域相關的啤酒，例如加入辛辣香料的
四川風味啤酒和具福建風味的蜜柚啤酒。另外，他們也與
許多本地藝術家和中國書法家合作，以推廣本地文化，支
持本地年輕藝術家並且融入社區的宗旨，設計特別版啤酒。

Raphaël 來自墨西哥，已經在香港居住了七年，他覺得香
港的大都會文化和歡迎外籍人士的友善環境令他感到非常
親切。此外，香港擁有完善的交通系統，方便快捷。

門神啤酒廠由 Michele 和 Ladislao Raphaël 夫婦創立，於
2014年開始推出門神品牌的手工啤酒，現時為香港市場提
供六款本地釀造的啤酒。“門神”一名靈感源自中國民間家
傳戶曉的門戶守護神，是幸運的象征。Raphaël 夫婦希望
通過他們製作的啤酒，宣揚中國文化、本地社群及工藝技術。

兩年前，創辦人兼釀酒師 Ladislao Raphaël 決定創作一
款香港的地道啤酒。他發現本地人熱衷並支持“香港製
造”的產品，因此相信“門神”在香港市場存在一定潛力。
Raphaël 說：“在香港創業非常簡單直接。香港自由港地位
和簡易的通關程序讓我們在輸入原材料時更具成本效益和
效率。”

手工啤酒的故事
本地手工啤酒品牌“門神”（Moonzen）
將生產基地擴展到更大的廠房，展開
業務的新一頁

門神啤酒廠

•		於2014年在香港推出第一款手工啤酒
•		於酒吧、餐廳和酒店供應六款啤酒

moonzen.hk

9

http://moonzen.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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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政府大力推動並強化香港作為
亞洲金融科技樞紐的角色，所以現
在正值是我們這一類金融科技公司
在香港設立據點的絕佳時機。”
	 	NTT	DATA	Hong	Kong	Limited	
全球銷售及市場推廣副總裁	
Tim	Sparrow

日益普遍，NTT DATA 能夠協助環球商戶擴展國際業務至
大中華及亞洲各地，掌握其複雜多變的電子商貿市場。

NTT DATA Hong Kong 聘用約20名員工，職能涵蓋所有
重要的企業部門。Sparrow 指：“這是一個小型團隊，擁有
創新的熱誠，同時得到東京總公司的支持，成為有利的營
運優勢。”

他表示：“投資推廣署幫助 NTT DATA 提高知名度，協助
公司參與香港與日俱增的金融科技活動。我們與投資推廣
署建立起互惠互利關係，NTT DATA 的故事將會為香港吸
納更多人才，對香港和我們公司而言是雙贏局面。”

NTT DATA Hong Kong Limited 全球支付中心於2015年成
立，為環球商戶接受來自世界各地客戶的付款，並透過單
一平台管理超過150種貨幣的支付交易。

NTT DATA 決定在香港成立全球支付中心，因為香港鄰近
中國內地 — 世界最大的電子商貿市場之一。香港與 NTT 
DATA 總公司同樣位處亞洲中心，位置正好配合公司的全
球定位，及特別在亞洲的本地支付優勢，讓 NTT DATA 憑
著行業專業知識及深厚的地方了解領先競爭對手，成為環
球商戶理想的支付伙伴。

衝出日本　擴展豐富的支付經驗至國際市場
作為一眾零售、旅遊和數碼服務公司的區域總部，香港讓
NTT DATA 與這些客戶更接近。NTT DATA 全球銷售及市
場推廣副總裁 Tim Sparrow 說：“香港是全球商業及金融中
心，市場開放度高，及擁有良好的地理優勢。香港具備完
善的法制、出色的基建、高技術而通曉多種語言的優秀人
才，有助加速支付行業的發展。”

他補充：“香港政府大力推動並強化香港作為亞洲金融科技
樞紐的角色，所以現在正值是我們這一類金融科技公司在
香港設立據點的絕佳時機。”

Sparrow 認為區內電子商貿發展蓬勃，蘊藏龐大機遇。中
國內地和香港的消費者利用國際電子商貿平台購物的習慣

NTT�DATA�Hong�Kong�Limited

•		於2015年成立，是領導支付系統市場超過30年的
日本 NTT	DATA	Corporation 的分支

•		一家國際支付服務供應商，協助全球商戶處理並
管理境內和跨境支付交易

hk.nttdata.com

香港�—�NTT�DATA�
建立全球支付中心�
策略的關鍵
日本NTT�DATA 領導全球科技服務，
業務覆蓋40多個國家，選址香港作為公
司支付業務的全球支付中心，以服務世
界各地的商戶

http://hk.nttdat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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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地區的觀眾。過去幾年，映嘉娛樂推出三個新頻道，以
迎合區內不同觀眾的口味。三個頻道分別為：cHK 香港台

（搜羅香港及其他亞洲地區的最新賣座電影，以及萬眾期待
的華語劇集之華語娛樂頻道）；妙米頻道（專為亞洲區學前
兒童而設的華語教育娛樂頻道）；以及 CM Pinoy 頻道（由
節目編排、配音及宣傳都專為菲律賓觀眾而設的中文電影
頻道）。映嘉娛樂的長遠目標是成為領導亞洲影視娛樂的企
業。

Miller 於1989年首次到訪香港，他總結說：“這個城市的活
力和魅力至今依然深深地吸引著我。香港是工作和生活的
理想之地，能夠吸引許多有趣、有創意、熱情和充滿活力
的人。”

映嘉娛樂是一家領先的獨立娛樂企業，致力營辦多個電視
頻道，為亞洲區觀眾提供影視娛樂服務。天映頻道及天映
經典頻道為該公司的兩大旗艦頻道，播放港產片及華語電
影為主，而 KIX 和 Thrill 分別播放來自亞洲及歐美地區的
動作娛樂節目及驚慄電影。近年，映嘉娛樂擴展業務，推
出三個新頻道：cHK 香港台、妙米頻道、和 CM Pinoy。

映嘉娛樂的總部設於香港，聘有70名全職員工，負責所有
業務範疇和職能，包括企業管理、財務、人力資源及行政、
銷售、法律事務、技術及營運、節目編排、市場營銷、研
究及創作。 

作為一家專營亞洲影視娛樂的企業，映嘉娛樂視香港為必
然據點。行政總裁 Todd Miller 說：“香港是亞洲娛樂的中
心，擁有高技術、能操多國語言的管理人才，無論基建、
交通及通訊技術都相當完善。我們能夠把總部設於香港，
感到非常自豪。” 

隨著新免費電視頻道、網絡電視和跨國媒體企業崛起，媒
體之間的競爭加劇，然而 Miller 卻視之為一個機遇。他補
充說：“為吸引並留住用戶，這些同業競爭者對高質素內容
的需求越來越大。有見及此，我們與互聯網視頻平台樂視
合作，在今年三月推出亞洲區唯一的驚慄及懸疑電影頻道
Thrill 360，予香港樂視的用戶觀看。”

亞洲區具增長潛力
映嘉娛樂不斷積極物色迎合香港市場口味的嶄新內容，同
時，他們認為這些內容具有龐大潛力，可吸引亞洲區內其

映嘉娛樂有限公司

•		多元化媒體企業，總部設於香港
•		業務對象為亞洲消費者，主要經營收費電視頻
道，包括節目製作及發行

•		旗下擁有多個電視頻道，包括天映頻道、天映經
典頻道、CM	Pinoy、cHK 香港台、妙米頻道、
KIX 和 Thrill

celestialtiger.com

香港：亞洲娛樂中心
一間以香港為家並致力為亞洲區提供娛樂服務的多元化媒體企業

“  香港是亞洲娛樂的中心，擁有高技術、
能操多國語言的管理人才，無論基建、
交通及通訊技術都相當完善。我們能夠
把總部設於香港，感到非常自豪。”

  映嘉娛樂有限公司	
行政總裁	
Todd	Miller

http://celestialtiger.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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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望未來，Twilio 計劃提升其品牌知名度，繼續服務來自
香港、中國內地、日本和亞太區內其他市場的企業和初創
公司，滿足他們對語音和短訊功能的需求。 

雖然 Bell 認為在香港設業很簡便，但她也建議計劃來港
開業的企業應先作出全面的謹慎調查，於商界找尋適切支
援，並向可靠的機構咨詢意見，例如投資推廣署。

Bell 總結說：“在香港生活和工作非常安全，香港是一個
充滿活力的動感之都，香港人在業務創新過程中非常樂意
接受新構思。這個城市擁有完善的交通系統、薈萃各式美
食，只需短短幾分鐘車程便可遠離繁囂，盡情享受戶外活
動的樂趣。”

總部位於三藩市的領先雲端通訊平台供應商 Twilio 於
2008 年成立。公司提供新型軟件，允許開發人員將實時 
通訊和身分驗證的功能直接建置於他們的軟件程式之中。
現時，他們於全球各地擁有30,000 個活躍用戶，平台的 
註冊開發人員帳戶超過100 萬個。

Twilio 採取開發人員優先的平台策略，提供可編程通訊雲
端、超級網絡和為創新者而設的業務模式，借助軟件協助
他們的客戶透過通訊營造獨特的用戶體驗。他們相信通訊
功能將會內嵌到每個應用程式之中，創新步伐也因為這個
易用、簡約的通訊平台推出市面而有所加快。Twilio 是雲
端通訊業務的先鋒者，並於2016年 IDC MarketScape 報
告內獲點名為雲端通訊平台服務組別的業界領袖。 

Twilio 於2015 年3 月在香港開設辦事處，作為處理銷售、推
廣活動和技術支援事宜的營運樞紐，服務本地、中國內地、
日本、韓國和台灣的客戶。亞太區銷售總監 Angie Bell 說：

“香港地理位置優越，其成熟的營商環境為我們帶來流動上
的靈活性，方便與區內的其他主要市場進行商業交易。這
裡擁有完善的網絡基建，手機滲透率冠絕全球。作為重要
的經濟和金融中心，香港提供了友善的環境，有利外資企
業在這裡開業，服務亞太區客戶。”

雲端通訊平台龍頭於香港成立營運樞紐
Twilio 於香港開設辦事處，作為處理銷售、市場推廣和技術支援事宜的營運樞紐，
服務亞洲區客戶

Twilio

•		總部位於三藩市，領先全球的雲端通訊平台公司
•		於2016年 IDC	MarketScape 報告內獲點名為雲端
通訊平台服務組別的業界領袖

twilio.com

“ 作為重要的經濟和金融中心，香港提供 
友善的營商環境，有利外資企業在這裡 
開業，服務亞太區客戶。”
	 	Twilio	
亞太區銷售總監	
Angie	Bell

http://twilio.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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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艘船組成的船隊，他們的長遠目標是將船隊規模擴充至
超過20艘船，以提升營運上的彈性，並抓緊隨之而來的機
遇。公司亦計劃在港投放更多資源及增聘人手，以應付業
務拓展所需。

在海事相關的政策方面，投資推廣署協助華洋與海事處和
香港海運港口局的聯繫。李永政總結：“香港政府非常支
持我們，也創造了一個有利營商的環境。由船舶註冊以至
聘請員工，投資推廣署和其他政府部門都一直支持我們，
令每個程序都極具效率而且輕鬆。”

1995年2月，中國海事服務中心創立華洋海事中心並設總
部於北京。當前，華洋在主要中國主要沿海城市、香港、
新加坡和緬甸設立了30家投資企業。目前擁有包括外籍船
員在內近8,000名海員在船服務。受市場需求帶動，華洋
將業務擴展至覆蓋航運經營、船舶管理、海員派遣和培訓
等事務，向客戶提供高效的全球遠洋貨物運輸服務。

2013年，華洋於香港設立分公司，在營運和管理上發揮
不可或缺的作用。香港分公司主要作為船東代表協調總部
海員勞務和船舶代理的工作，而其他中國內地的附屬公司
則專注於船舶管理服務、船員派遣及發展信息產業。連同
新加坡分公司的代理航修業務，以及緬甸分公司的海員代
理業務，華洋組成了一個完整的產業鏈，覆蓋海事產業多
個範疇。

華洋（香港）船務有限公司董事總經理李永政說：“我們很
高興見證香港船舶註冊噸數於2015年突破一億總噸。香港
是亞洲的海事樞紐，擁有穩健的海事政策和低稅率稅制，
對中國內地企業具有非常大的吸引力。”

在“一帶一路”策略帶動下，香港的海事產業將更趨蓬勃。
李永政補充：“基建項目的數量將會隨之增加，而成本較
低的海運也將獲廣泛採用，從而為我們造就“走出去”的機
遇。”現時，華洋（香港）船務有限公司在香港擁有一支由

設立一站式海事產業
鏈，首選香港
華洋海事中心於香港設立分公司， 
完善集團旗下的一站式海事服務 
產業鏈

華洋海事中心

•		於1995年2月由中國海事服務中心創立
•		香港華洋作為船東代表，在華洋的營運和管理上
發揮不可或缺的作用

huayangmaritime.com.cn

“ 香港是亞洲的海事樞紐，擁
有穩健的海事政策和低稅率
稅制，對中國內地企業具有
非常大的吸引力。”
	 	華洋（香港）船務有限公司	
董事總經理	
李永政

http://huayangmaritime.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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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也進入數碼化，而非將數碼團隊和解決方案獨立於公司
之外。中心利用虛擬實景和立體打印等數碼儀器，為顧客
帶來與別不同的體驗。

羅兵咸永道於2016年2月收購 Fluid，以創新的新興科技加
強原有的咨詢服務和策略能力。Fluid 是一家屢獲殊榮的創
意、數碼及市場推廣代理商，其加盟令羅兵咸永道在大中
華區的員工數量增至75人。

未來，羅兵咸永道會繼續以香港為亞洲的中心樞紐，與科
技公司、初創企業及教育機構等建立戰略伙伴關係，並會
在亞洲開設更多數字化體驗中心，有望於2017年前將香港
體驗中心的規模擴大一倍。

投資推廣署自羅兵咸永道於紐約成立數字化體驗中心起，
便一直為公司提供協助。黎凱霆表示：“我很希望能與投資
推廣署有更多合作機會，特別是新成立的初創企業和金融
科技團隊，我們一直希望能更投入初創企業的市場。”

羅兵咸永道於2016年3月同時啟用位於香港、上海及北京
的數字化體驗中心，並以香港作地區總部，集中處理所有
創意設計及新興科技的工作，並提供數碼化解決方案，領
導金融服務業。

羅兵咸永道中國大陸及香港數字化體驗中心及數位化服務
主管合伙人黎凱霆（Colin Light）表示：“從地理位置、客戶
及人才的角度來看，香港絕對是羅兵咸永道數字化體驗中
心的最佳樞紐。香港接通南北，連繫珠江三角洲及東南亞
地區。另外，其穩健的跨國客戶群為金融服務及零售業等
帶來一定需求。雖然要與不同公司爭逐通曉電子業務和具
備創意的人才，但香港創意設計教育日益進步，培育新血
的同時也留住了更多人才。”

數字化體驗中心是羅兵咸永道咨詢服務不可或缺的部分，
協助客戶逐步執行決策。自2013年起，羅兵咸永道已將數
碼化融入工作，因應客戶面對顛覆性問題而建立創新業務
的方案。他們也認為有必要改變工作方式，透過整合數碼
化解決方案，營造共同協作、能發揮創意的工作環境，將
可促進策略改革並更靈活地迎合客戶多樣化的需求，因此
在全球各地發展數字化體驗中心。數字化體驗中心從三方
面培育創意思維：重新估計未來的客戶關係、加快產品和
服務推出市場的速度，以及招聘更多元化的人才，並採取
數碼化的工作方式。

全方位客戶體驗
數字化體驗中心注重將數碼策略滲透至每一個業務流程，
將數碼化流程置於業務策略的最前端，讓最初步的決策過

體驗新興技術　推動商業革新
羅兵咸永道選擇香港作為數字化體驗中心的地區總部，迎合亞洲對數碼化咨詢服務
及解決方案日益增長的需求

羅兵咸永道數字化體驗中心 

•		於2013年由羅兵咸永道咨詢服務成立
•		主要服務包括數碼策略、客戶體驗管理、品牌和	
市場策略、大數據分析、數碼化和新興科技

digital.pwc.com/experiencecenter

“ 從地理位置、客戶及技術的角
度來看，香港絕對是羅兵咸
永道數字化體驗中心的最佳
樞紐，能夠凝聚創意、產業和
業務人才，共同協作。”
	 	羅兵咸永道中國大陸及香港數字化體驗中心
及數位化服務主管合伙人	
黎凱霆（Colin	Light）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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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香記所採用的香料和調味料均直接從陝西訂購，而肉類
和蔬菜等食材方面，則採購自本地。三位創辦人表示他們
對食物安全十分重視。另一位創辦人韓亮說：“香港不但以
食品的多元化和品質聞名，而且政府部門、食品供應商和
消費者通力合作，致力維繫食品安全，他們所付出的努力
也是眾所周知。”

三位創辦人在香港定居將近十年，他們認為香港是一個動
感之都，在香港工作和生活都非常便利。展望未來，他們
計劃將西香記擴展並開設外賣店，為本地的飲食界供應更
快捷方便的陝西風味。

西香記的三位創辦人均來自陝西省，並在2011年畢業於同
一所本地大學。雖然他們都享受香港生活的一點一滴，但
卻對地道的陝西菜念念不忘。於是，他們萌生創辦西香記
的念頭。首家西香記於2014年在香港開業，是一家快餐
店，以肉夾饃（一種肉餡漢堡包）作為招牌小吃。

本地化口味
肉夾饃源自陝西省，是一款在中國內地非常普遍的街頭小
吃，做法可追溯至一千多年前。三位創辦人對市場採取謹
慎的態度，並在開業前進行過仔細的產品研究。其中一位
創辦人王惟暘說：“為求做法盡可能貼近地道風味，我們幾
乎走訪過在西安和香港的每家陝西菜餐廳才鑽研出現時的
食譜，不但保留傳統的陝西風味，同時能夠迎合本地人的
口味。”

首家西香記於2014年8月開業，選址食肆雲集的紅磡。在
開業第一天，他們的肉夾饃於一個半小時內迅速售罄。市
場的熱烈反應促成他們於2015年5月在西環開設第二家分
店，並推出了另一款受歡迎的陝西小吃涼皮。涼皮是一款
中式冷麵，為照顧客人不同的嗜辣程度，他們會提供獨立
小包裝的辣椒油和芝麻醬。

西香記

•		分別於紅磡和西環設有分店
•		供應地道陝西食品，包括肉夾饃和涼皮

				

一嚐陝西風味
地道陝西菜日漸受歡迎，兩年間在港開設兩家分店

“  香港不但以食品的多
元化和品質聞名，而
且政府部門、食品供
應商和消費者通力合
作，致力維繫食品安
全，他們所付出的努
力也是眾所周知。”
	 	西香記	
創辦人	
韓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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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 行業

澳大利亞
Artvantage （Asia） Limited 畫廊服務

Containerchain Hong Kong Limited B2B 航運業軟件解決方案

Diadem Limited 品牌設計與應用顧問服務

Inside Retail Asia B2B 媒體

比利時
Odoo Limited 企業資源規劃綜合解決方案

加拿大
愛力思科學 保健產品

Fairchild Canadian Academy 
Limited 

教育

法國
Bellota-Bellota （Hong Kong） 
Limited

食品貿易

印度
Arges Global Limited 專業服務

意大利
芳草地當代藝術 畫廊

寶思顧問 獵頭及人事顧問

日本
梅光軒有限公司 餐飲業

NTT DATA Hong Kong Limited 國際支付服務

YCP Dining Hong Kong Limited 餐飲業

中國內地
西香記 餐飲業

華洋海事中心 船務公司

Unispeed Development Limited 供應鏈管理及貿易

未來機器人有限公司 機器人及自動化

墨西哥
門神啤酒廠 啤酒廠

公司 行業

秘魯
Pachamama Farmers 食品貿易及分銷

新加坡
AnyWorkspace Limited 網上商業房地產服務

MyMaha 保健產品

Zfranchises Hong Kong Limited 飲食業

西班牙
Excellence in Languages 
HK Limited

外語教育

泰國
The Vault Limited 生活產品零售

荷蘭
Elastic 軟件及科技

Knead 餐飲業

英國
Givergy （HK） Limited 籌款科技

MissQT Ltd 網上媒體

Stamford American School — 
Hong Kong

教育

WSET 亞太有限公司 教育及訓練課程

美國
艾睿電子技術應用工作間 電子技術應用工作間

映嘉娛樂有限公司 收費電視及多媒體

助視會 國際非牟利社會企業

香港綜合腫瘤中心有限公司 專科醫療服務 , 影像及診斷
中心

Pivot Global Limited 招聘

羅兵咸永道數字化體驗中心 數碼化咨詢服務及解決方案

Twilio 雲端技術平台

http://e.weibo.com/investh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