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investhk.gov.hk

投資推廣署雙月通訊 2016年11月

客戶簡介
澳大利亞

Burra Foods是一家澳大利亞乳製品加工商，過
去20多年來一直致力生產高增值乳製品，並將
產品推廣到全球食品生產市場。他們積極創製能
夠將鮮奶之功能和濃郁味道的特性完全發揮出來
的產品。由於他們信譽可靠，加上生產的乳製品
品質超卓，因而在國際市場上獲得不少重要經驗
和聲譽。Burra Foods 的產品包括天然芝士、濃
縮鮮奶、烹調用食材、特製奶粉以及新鮮奶類食
材，現時於墨爾本、香港和東京設有辦事處。

Burra Foods 成立於80年代初，契機源自將液體
鮮奶轉化成加工鮮奶的構思。在2009年，他們與

日本貿易公司伊藤忠商事建立起合作關係，從而
獲得資金興建造價達數百萬元的鮮奶乾燥廠房。
新廠房替他們打開了通往高端乾奶製品市場的大
門，不但市場規模更為廣闊，於亞洲及中東更有
擴大趨勢。

食物及農產品
burrafoods.com.au

加拿大

捷克

4STRIPES平台由加拿大 Ideeli Limited 嗀立，
宗旨為提倡巴西柔術和其他種類武術。它在香港
開展是有見市場對優質訓練、教育和生活方式有
不斷增長的需求。通過其國際網絡，4STRIPES
準備為整個地區內巴西柔術及武術愛好者舉辦訓
練營、研討會和會議，讓他們有機會跟全球最勵
志及受追捧的世界級冠軍和教練接觸。

香港的人口國際化，鄰近中國大陸，加上本身具
國際視野，最有條件成為亞洲的武術之都。公司

計劃每年在港舉辦三至四項活動。除了推動更高
的運動標準，Ideeli Ltd 亦致力推動具社會責任主
題的活動，為香港社會發揮正面影響。

教育、體育、活動
4stripes.com

Fund Genesis Limited持有證監會第1類（證券
交易）及第4類牌照（就證券提供意見），CE編號
是 AXH284。

公司擔當中介角色，連繫亞洲公司和投資者與美
國、歐洲和東南亞的國際機構進行跨境交易。他
們專責替公司和機構投資者針對目標公司執行大
量或小量股權的買盤活動，或投資頂尖的國際私
募股權基金或風險基金。現時，他們活躍於 TMT
（科技、媒體、電訊）、房地產、醫療及消費業界。

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Fund Genesis 的業務活
動只涉及專業投資者，而且不會持有任何客戶的
資產。

金融服務
fundgenesis.com

http://www.investhk.gov.hk/zh-cn/?lang=zh_hk
http://www.burrafoods.com.au
http://www.4stripes.com
http://www.fundgenesi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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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gorize 是歐洲領先的網上開放式創新企業，現
已於香港成立子公司 Agorize Asia。亞洲企業
對開放式創新和創新招聘的需求日漸增加，而且
普遍都希望與初創生態建立更緊密關係，有見及
此，繼進軍巴黎、斯圖加特和三藩市後，這家法
國初創公司決定駐足亞洲。

現時公司在亞洲區已建立起一個擁有100萬位創
新者的社群，更有將近50個企業客戶在亞洲設有
據點，而 Agorize Asia 的使命是希望連繫企業與
人才，並加快創新業務在亞太區的發展。

5年來，Agorize 已替他們的主要客戶（包括
Google、微軟、歐萊雅、Galeries Lafayette、
安盛、優步及 Total）策劃超過200項創新挑戰，
以促進這些公司的創新活動。

創新及科技
business.agorize.com/en

MCG Associates Hong Kong是MCG 
Associates 的亞太區總部，專責為代理公司及
客戶招聘創意、媒體、公共關係、數碼和廣告行
業的人才，招聘職級由新入職級涵蓋至區域或全
球行政總裁級別。豐富的專業知識和扎實的往績
讓他們得以將人才分配至全球各地，成為中東和
北非地區頂尖的招聘公司。香港與中國內地緊密
聯繫，加上在MCG Associates 所專注商業領域
中，香港市場在亞太區錄得明顯增長，因而成為
這家公司拓展業務的不二之選。MCG Associates

在每個職級和行業領域都擁有相關的專業人員，
以協助每位客戶度身訂造招聘方案。他們採用策
略性的咨詢方式為客戶提供意見和支援，甚至持
續至入職後一段日子，以培育該名人才。對於能
夠將業務擴展至香港，MCG Associates 感到驕
傲，並展望在亞太區持續發展。

創意 / 媒體 / 公共關係 / 數碼人才招聘
mcg-associates.hk

希臘

法國

NeoXam Hong Kong是法國金融科技公司
NeoXam 的子公司。NeoXam 於兩年前透過分拆
SunGard 公司的兩大產品而成立，此後再收購三
家公司。NeoXam 為全球各地區提供數據管理、
投資管理，以及投資會計解決方案。他們一直透
過上海和北京辦事處服務亞洲客戶，以專注於亞
洲市場作為成長策略。最近，他們選擇了香港作
為促進中國內地以外市場發展的據點。香港不但

擁有龐大且持續增長的資產管理行業，更可以讓
這家公司借助現有的關係，配合他們許多中國客
戶的擴展策略。

金融科技
neoxam.com

Greek Delicatessen Ltd於2011年由居於香港
的希臘人成立，他們都非常熱愛希臘食品和文
化，專門搜羅並入口由優質生產商供應的希臘食
品到香港。他們的使命是將真正地道的希臘風味
和地中海生活風格帶到香港。

該公司現有酒店、超市、休閒及康樂俱樂部、餐
廳、餐飲服務商、熟食店及專賣店等客戶，也通
過網上商店將商品售予個別消費者。他們提供的
食品十分多樣化，包括乳製品、橄欖油及橄欖、

蜂蜜、果醬及調味品、醃製前菜、烘焙產品及糕
點、豆類、肉類乾製品、水和啤酒等。

Greek Delicatessen Ltd 在香港擁有自家倉庫和
儲存設施，他們希望建立策略性合作伙伴網絡並
擴展業務至澳門、中國內地和東南亞地區。

入口商、分銷商、批發商、零售商
greekdeli.com.hk

杜拜

http://www.investhk.gov.hk/zh-cn/?lang=zh_hk
http://business.agorize.com/en/
http://www.mcg-associates.hk
https://www.neoxam.com/zh
http://www.greekdeli.com.hk/en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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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mpd Energy專門研發和生產尖端能源儲存系
統（ESS）。經過兩年的研發，並於2016年透過
種子輪融資獲得可觀的融資後，Ampd 宣佈將於
2016年12月中旬推出首個產品系列，並於2017
年第一季稍後全面投入生產。

Ampd Energy 是香港科技園科技創業培育計劃的
參與成員，他們的產品推出市場後，將有助解決
輸電不穩定的問題。Ampd Energy 發現他們的
產品引起了人口密集的地區，例如香港和新加坡

的興趣，因為市面上現有的儲備電源系統需佔用
大量空間，而他們的產品比現時的系統體積小達
80%，電池壽命更長達一倍，而且無須維護保養。

能源儲存 / 潔淨科技

中國內地

紐西蘭

天韵國際控股有限公司（06836.HK），總部位於
中國山東省，主要從事生產及銷售包裝於金屬
罐、塑料杯及玻璃瓶的加工水果產品。集團於
生產過程中採取嚴格的品質監控措施，並已獲
授 BRC英國零售商協會食品認證（A+級）、IFS
國際食品標準認證（高級）、FDA 美國食品和藥
物管理局認證、WALMART 沃爾瑪人權認證、
WCA國際工作環境評估認證、HALAL 清真認證、
KOSHER 猶太認證、TESCO 特易購全球認證及
食品安全管理體系認證（ISO22000：2005）。除
了為知名國際品牌提供原廠委託製造代工產品，
集團近年亦大力推廣自家品牌，包括“天同時

代”，“繽果時代”以及“果小懶”系列，覆蓋內地
超過20個省、直轄市及自治區。目前集團的白桃
及提子產品亦進軍香港，現已登陸合共約1,000
間7-11便利店、惠康、吉之島及綠盈坊有機店。

水果銷售
tianyuninternational.com

Clean Nutrition Co是一家來自紐西蘭，並在亞
洲設有分銷網絡的營養品牌。公司主要為顧客提
供最高品質的蛋白補充劑，深信優質食品及營養
是健康及強健體魄的基礎，因此只會提供來源可
靠及受管制的產品。

比起市面上眾多未受管制的營養補充劑，Clean 
Nutrition Co 提供的產品來源、監管標準及原材
料的透明度高。公司的主打產品 Clean Protein
獲全球有名及為運動員提供最高質量保證的
Informed-Sport 機構認可，在紐西蘭以草飼牛製
造，百分百純天然兼無添加精制糖份，提供口味
包括可可、雲呢拿及原味等。

公司於香港設有倉庫及分店，以支援企業對客戶
的網上銷售平台及批發銷售渠道。

蛋白補充劑
cleannutritionco.com

http://www.investhk.gov.hk/zh-cn/?lang=zh_hk
http://tianyuninternational.com/cn/
http://cleannutritionco.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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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蘭

新加坡

荷蘭歷史最悠久的足球會鹿特丹斯巴達於香港成
立亞洲總部，銳意培育年輕一代球員。鹿特丹斯
巴達足球會與上海足球會淵緣甚深，透過其官方
代表 Sparta Rotterdam Asia Ltd，他們與中國
足球協會和中國國家體育局一直保持緊密聯繫。
由於看準中國內地和亞洲市場的足球發展機遇龐
大，所以鹿特丹斯巴達足球會積極投放時間和人

力資源，將荷蘭的足球知識和技術轉移到香港、
中國內地和亞洲，以荷蘭本土的教學方法培育年
輕球員。

運動
spartarotterdam.asia

衛保數碼總部設於香港科技園，是一家專注於研
發的初創公司。他們利用專利的多角度傳感器動
態算法，消除人為動作的影響，確保在動作進行
中能夠持續測量實時心率。他們獲得多項本地和
國際性獎項，包括2016年世界流動通訊大會最
佳穿戴式流動技術大獎。衛保數碼以香港作為研

發、業務發展和管理製造商的基地。公司並擁有
多項多角度傳感空間的智識產權。

醫療器材
wbd101.com

俄羅斯
韜淘集成系統有限公司（Tau Integration Systems 
Limited）成立於2013年9月，是 Inter Trade 
Bridges（ITB）商標的唯一擁有者。ITB®用於快
速處理查詢和報價的最佳雲端解決方案，能夠提
供全面貨運物流資訊。此系統是一個先進的供應
鏈系統，可靈活地調整各種文件和流程，連繫進
出口流程自動化系統。通過 ITB 系統，用戶可透
過簡單而標準化的方式處理查詢及報價流程，輕

鬆管理外貿業務。ITB 系統以這家公司自家開發
的創新平台為基礎，是一個自動化而且一體化的
全方位商務應用系統。

進出口自動化雲端電子商貿解決方案
beitb.com

LYNK是一個知識分享平台。Lynk 幫助投資者、
咨詢顧問以及各種行業專家，並通過電話訪談和
咨詢項目方式協助客戶和專家分享知識和見解。
Lynk 憑藉數據驅動模式給予客戶作出知情決策的
優勢，藉此從競爭對手中脫穎而出。在香港，新
加坡和孟買辦公室，Lynk 有一支來自不同國家的
專業團隊，共通曉11種語言。

香港辦公室主要負責全球業務營運，並處理銷售
與市場推廣、行政及管理。Lynk 除對香港的服務
充滿熱誠，更將業務擴展至其他位於亞洲、歐洲

及北美洲的主要市場。新加坡辦公室主要服務東
南亞地區，維持 LYNK 在該地區的領導地位。孟
買辦公室則主要服務印度市場。

知識平台及專才網絡
lynk.global

http://www.investhk.gov.hk/zh-cn/?lang=zh_hk
http://www.spartarotterdam.asia/?lang=zh-hant#
http://www.wbd101.com/cn/index.htm
https://www.beitb.com
http://lynk.glob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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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

WSS於1992年成立，他們以射頻識別（RFID）
系統為基礎，專門研發、製造並安裝適用於廢物
收集系統的先進記錄裝置。WSS 是一家荷蘭公
司，堪稱是電子廢物管理系統的權威，所研發並
已採用的系統現已廣泛應用於比荷盧經濟聯盟
超過60 個自治區。WSS 擁有豐富業界知識和經
驗，加上不斷推陳出新，擁有廣泛專業知識，研
發創新產品，令他們得以掌握所有關於現代廢物
管理的技術。

WSS Asia Ltd. 獲 WSS NL 全面授權銷售並供應
旗下所有產品，包括於香港發佈的二氧化碳計算
機。此外，他們已計劃將業務擴展至中國內地市
場。

環境科技，廢物管理
wss-asia.com

JAC Recruitment Hong Kong隸屬於 JAC 集
團，是一家專才招聘公司。JAC 業務遍佈亞洲、
日本和英國等26個國家，積極將求職人才連繫至
最適合的公司。JAC Recruitment Hong Kong 是
JAC Recruitment 管理大中華業務的地區總部，
與上海和廣州辦事處緊密合作。

他們聘有一支熟諳日語和普通話的團隊，專責服
務針對中國內地和日本業務發展而希望聘請專才
的客戶。顧問團隊方面，他們聘有熟悉不同領域

的專家，包括：會計及金融、銀行及金融 / 保險、
建造業、人力資源、資訊科技及網絡、法律及法
規、管理、製造業、市場推廣及媒體、醫療及藥
劑、採購及物流，以及銷售。

招聘公司
jac-recruitment.hk

Indigo Software是一家領先的倉庫及物流管理
軟件供應商，為全球各地提供企業預置型或雲端
型軟件。這家公司於1980年在英國成立，在過去
36年來長足發展。2016年6月，他們成立了亞太
區子公司，並以香港作為亞太區總部據點。

擴展業務後，Indigo Software 將為亞太地區的製
造商和物流公司提供倉庫軟件方案，他們的軟件
不但可靠而且備受高度肯定，集智能、效率、準
確性和先進科技於一身，讓企業客戶在倉庫營運
上受惠不少。

在亞太區，Indigo Software 有不少正在使用其
WMS系統的現有客戶，包括分別來自澳大利亞
和紐西蘭的Bunzl 和Wesfarmers。對他們而言，
香港是有助他們在亞太區開拓新市場，並擴展業
務足跡的理想選址。

倉庫管理軟件
indigo-wms.com

作為英國Nexus media與Angloinfo的合作方案，
Angloinfo HK進駐香港，為居住於香港的僑民
提供英語版本的本地資訊、商業及服務等消息。
這個網上平台能夠讓商業用戶免費建立個人列表
或活動，並交由 Angloinfo 團隊核實。然後，他
們便會收到一個更易閱讀的升級版列表。這個網
站也會為用戶提供分類列表、日常生活網誌、討

論區、地產資訊及工作情報。他們的新辦事處位
於中環，現時聘有5名員工，並計劃於未來增聘
人手。

僑民資訊及商業指南
angloinfo.hk

http://www.investhk.gov.hk/zh-cn/?lang=zh_hk
http://wss-asia.com/?page_id=62&lang=zh
http://www.jac-recruitment.hk
http://www.indigo.co.uk/apac
https://www.angloinfo.com/hong-k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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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rHelp專責協助客戶在遇上航班延誤、取消或

超額預訂時，向航空公司爭取賠償。現時，公司

已協助超過100萬位乘客獲得賠償。最近，他們

獲得一筆高達1,200萬美元的融資幫助他們拓展

業務，而亞洲區也是擴展計劃的其中一部分。

香港辦事處成立於2016年10月，是 AirHelp 的

區域總部，由 Toby Robertson 領導。新辦事處

將專注於往來歐洲的國際航班，而涉及其他地區

航線的業務也已開發。

旅遊
app.airhelp.com/scanner

美國

Tute.HK是一家提供優質網上補習服務和教育咨

詢服務的機構，連繫中國各地的學生、家長和就

讀於牛津、劍橋以及其他世界級高等學府的頂尖

導師。用法簡單的虛擬教室為學生提供了一個方

便而且具成本效益的學習方式，而無須親自前往

補習中心或聘請上門補習老師。

此外，由於英國團隊具備豐富的專業知識和網

絡，Tute.HK 得以為家長提供關於英國寄宿學校

或大學的實用意見和服務。此類顧問服務涵蓋選

擇學校、入學評估以至面試準備，包括提供撰寫

個人履歷支援。Tute.HK 提供的意見完全以為學

生作出最佳選擇為本，而不會基於某些學校所支

付的佣金。

教育
tute.hk

Macey and Sons Auctioneers and Valuers 
Limited於2014年由 Jonathan Macey 創立。

Macey 在拍賣和金融服務業擁有超過25年經驗，

他所創辦的這家公司提供一系列的服務，包括藝

術品投資顧問、估價和私人買賣。Macey and 

Sons 首家畫廊設於灣仔，提供中西現代藝術品，

服務主要市場和易手市場的客戶。遷址中環後，

Macey and Sons 拓展業務，於2016年9月開設

第二家畫廊 Lot88。全新的畫廊空間更為廣闊，

除了得以維持現有服務外，更能提供活動空間舉

辦教育研討會和藝術家新作品展覽，並且與其他

機構協辦活動，向客戶推廣感興趣的產品。工作

團隊方面，這家公司的員工背景相當多元化，能

夠滿足亞洲和西方客戶的需求。

零售畫廊
maceyandsons.com

http://www.investhk.gov.hk/zh-cn/?lang=zh_hk
https://app.airhelp.com/scanner
http://mountkelly.com.hk
http://tute.hk/?lang=zh-hant
http://www.maceyandson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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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YDEAU是一家網上禮品公司，於2016年由一
位居住於香港的美籍創意總監創辦。公司於9月
開設了一個設計工作室，以現代意念為藍本，為
顧客帶來新鮮時令的花藝品及禮品。

BYDEAU 的使命是藉著送贈美麗的花卉和禮品，
紓解壓力、忘卻時間並消除煩惱。BYDEAU 透過
與流動裝置整合的網上商店，創造輕鬆愉快的送
禮體驗，令送贈小禮物再次變得意義重大而且富
有情趣。

他們的目標是創造美滿的送禮及收禮體驗。除
了向顧客直接銷售外，BYDEAU 的商業對商業

（B2B）客戶也有增長趨勢，例如：金融機構、餐
廳、水療以及其他商業機構等。BYDEAU 會為這
些客戶提供每週花藝品以及企業節日禮品。

BYDEAU 的總部設於香港，在公司發展策略和全
球擴展計劃上擔當著舉足輕重的角色。

電子商貿、花卉及禮品
bydeau.com

FeedMe Limited 在 Harvard University Venture 
Incubation Program 培育計劃中脫穎而出，是
一個讓用戶發掘獨特餐飲體驗的網上平台。平台
會列出由獲認可餐廳提供的嘗味餐單。評核過程
由一個專利引擎負責，這個引擎能夠針對一個城
市，進行有關餐廳的網上民意分析。

香港擁有極高的餐廳比率，FeedMe Guru看準
香港的龐大機遇，並已於2015年10月於香港
試行推出產品。他們與許多香港的頂尖餐飲集

團攜手合作，包括 Jia Group、Drawing Room 
Concepts 以及 Maximal Concepts。FeedMe 
Guru 的香港用戶數目現已突破4萬人。

網上食品科技平台
feedmeguru.com

首間 Harvest Mission Community Church
（HMCC）於1996年在密西根州安娜堡成立，其
使命是“轉化生命，影響世界”。HMCC的願景是
“將教會倍增至各全球化城市，將福音傳遞給萬
國的下一代”。透過成立香港分會，HMCC希望
能夠接觸亞洲以及鄰近國家，因為香港位處於策
略性位置，是通向亞洲各國的門廊。HMCC相信
福音的力量能夠在這個全球化城市轉化生命，裝
備信徒，繼而轉化世界。他們透過門徒培訓及教

會生活廣邀本地和不同國籍人士加入。HMCC的
團契 ─ LIFE Groups ─ 以不同人生階段劃分，
致力服務全香港的家庭、單身人士以及學生。

教會
hongkong.hmcc.net

Backstop Solutions Group為對沖基金、組合
基金、退休金、捐贈基金、私募基金公司、顧問
公司及家族辦公室等，提供雲端科技解決方案，
服務領導市場。公司於2003年成立，創建業界首
個網絡軟件，協助另類投資管理公司提高營運效
率，作出精明投資及達致有效溝通。

Backstop 總部位於芝加哥，為世界各地超過
700家公司提供服務。香港新開設的辦公室有助
Backstop 拓展業務至亞太地區，幫助全球機構
資產管理機構作出精明而創新的商業決定。

Backstop Solutions Group 旗下有三項核心服
務 ─ Backstop 主要負責投資者關係、研究管理
及投資組合管理；InvestorBridge 是一個可製造
全面個人化報告的的網站；而 Cogency 則負責
投資組合及合伙會計。這三項服務令 Backstop 
Solutions Group成為金融服務界中發展最快的軟
件供應商之一。

雲端科技解決方案
backstopsolutions.com

http://www.investhk.gov.hk/zh-cn/?lang=zh_hk
https://www.bydeau.com
https://www.feedmeguru.com
http://hongkong.hmcc.net
https://www.backstopsolution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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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Pharma Ltd是一間國際吸入式藥物受託研究機
構，業務包括藥物配方、設備選擇、產品開發及
藥品測試與製造。公司的創立人是一組專門研製
吸入式產品的世界知名專才，他們曾為美國及歐
洲監管機構研發最新及最先進的吸入式科技及產
品。公司總部和研究所位於香港科學園，並在美

國加州設有一個符合良好實驗室規範（GLP）的實
驗室。

藥物受託研究機構
ipharmalimited.com

http://www.investhk.gov.hk/zh-cn/?lang=zh_hk
http://www.ipharmalimited.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