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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間舉辦 StartmeupHK 創業節2017。
一星期的活動將預示創業精神和突破
性的創新未來走向，節目包括專題演
講、實用互動工作坊、程式設計馬拉
松，並有來自金融科技、數碼保健、
智慧城市科技、物聯網、零售創新等

過去幾年，香港的初創企業生態系統
錄得顯著增長，並不斷獲選為全球發
展最迅速的初創企業樞紐之一。 

為推動並展示香港的初創企業生態系
統，投資推廣署將會於1月16至20日

成功實踐，就在香港
參與 StartmeupHK 創業節2017，讓香港成為全球數一數二
的初創企業樞紐

多個界別的資深創辦人及投資者分享
經驗。

去年，創業節吸引來自超過22個國家
的5,600多人雲集香港，一同學習、
分享和互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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歡迎聯絡：

初創企業主管			陳幗貞	
電話：（852）	3107	1014	
電郵：jchan@investhk.gov.hk

對初創企業而言

投資推廣署主辦的 StartmeupHK
創業節是一個難得的平台，吸引數
以千計本地及海外初創企業、投資
者、創業加速器、創業培育中心及
其他社區伙伴雲集香港。透過創業
節，您更有機會認識到各個製造
商、推介您的業務並物色“走出去”
或進駐中國內地 / 亞洲市場的合作
伙伴。

對投資者而言

緊貼香港、中國內地以至全球最
熱門行業的最新科技趨勢，並認
識新生或新晉初創企業。跟您的
同業、天使投資者、風險資金、
家族辦公室和共用工作空間連繫， 
從已投資中國內地及其他亞洲初
創企業的投資者身上汲取 
經驗。

對初創社群而言

不論您是希望向高增值方向發
展的廠商、希望將業務推向多
元化發展的工業家、教授創業
精神的學術機構，還是希望為
業務引進創新的企業實體，
StartmeupHK 創業節將為您帶
來難得機會，透過交流和學習
獲取靈感。 

Retail’s Cutting Edge  
（1月16日，星期一）

論壇以未來的線上和線下零售創新
者和初創企業為對象。科技和創新
發明為零售業界帶來深遠的變革。
探索創新者如何利用科技洞悉消費
者對品牌的觀感、選購產品的行為，
以及消費者如何運用社交媒體協助
作出消費決策。此外，論壇也會探
討零售商如何採用嶄新方式衡量及
分析顧客，並與他們互動。

FashionTech Asia  
（1月16日，星期一）

這活動匯聚業界翹楚，混合時裝和
技術，節目包括潮流界超新星分享
討論、時裝表演和派對。齊來參與
這個難忘的晚上，在高漲的氣氛下
為技術再添動感！ 

The Connected City  
（1月17日，星期二）

互聯城市將會展示開創新生代城
市生活的創新技術。此會議將介
紹全球多個智慧城市的典範和多
項技術，包括提升城市的宜居
性、宜業性和可持續性的物聯網
和數據分析技術。

StartmeupHK 創業論壇 
（1月17日，星期二）

不容錯過的權威講者包括：暢銷
作家及 Moven 流動銀行服務創辦
人 Brett King、科技魔術師 Marco 
Tempest、互聯網先驅及 VeriFi

（香港）主席黃平達、Ethereum
共同創辦人及 Consensys 創辦人
Joseph Lubin 及香港中文大學李
嘉誠健康科學研究所所長盧煜明
教授。

FinTech Finals（FF17） 大賽 
（1月18至19日，星期三及四）

FF17大賽將雲集來自世界各地的
專家講者，聚焦金融科技設計、
創新和創業精神，並見證全球24
家頂尖初創企業角逐各個獎項和
獎金。

HealthTech Asia 
（1月20日，星期五）

亞洲醫療科技會議2017的議題是
“醫療科技如何解決醫療系統所
面對的挑戰 ?”醫療系統正面對
多項挑戰，包括財政上的可持續
性、人手短缺，以及消費者對服
務質素的更高期望。亞洲醫療科
技會議2017將展示帶來嶄新解決
方案的國際及本地創新技術，從
而改變醫療服務的面貌。

參加原因  

活動焦點

如欲查閱有關活動的最新詳情，請瀏覽網站 www.startmeup.hk。



3國際行事曆

2017

	由投資推廣署主辦					詳情請瀏覽本署網站：www1.investhk.gov.hk/events

一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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倫敦

香港目前的營商氣候商務研討會

此研討會的開端部分將簡單談論香港政府為確保營商環
境開放完善所實行的措施。其後，研討會將概述香港商
界目前的實況和機遇。 
地點：HSBC, 6th floor, 8 Canada Square, Canary 
Wharf, London E14 5HQ
主辦單位：香港工商協會
▶hkas.org.uk/events

11-12

香港

動漫授權市場

約20個新晉創意單位（漫畫及動漫藝術家、插畫家、遊
戲美術設計師）將於動漫基地的公眾休憩空間設立 
攤位，展示及售買作品。同場更有開放演講環節、聯
誼交流茶會和分享環節，讓參加者深入了解動畫、漫
畫及遊戲授權業務。 
地點：動漫基地
主辦單位：香港藝術中心和動漫基地 
▶comixhomebase.com.hk

16-20

香港

StartmeupHK創業節2017

為期一週的活動，旨在推動並展示香港的初創企業生
態系統，透過專題演講、實用互動工作坊、程式設計馬
拉松，以及由經驗豐富的創辦人及投資者分享心得等
形式，預示創業精神和突破性創新的未來走向。
地點：香港會議展覽中心和元創方
主辦單位：投資推廣署
▶startmeup.hk/en/startmeuphk-festival-2017

19

首爾 
“香港：拓展業務		帶動商機”	
2017首爾午餐會暨研討會

此午餐會暨研討會旨在慶祝香港和韓國簽訂的全面性避
免雙重課稅協定（CDTA）於2016年9月27日正式生效。
活動議題包括在香港和中國大陸發掘商機。
地點： The Plaza Seoul 22樓 Diamond Hall
主辦單位：投資推廣署和韓國工商會（KCCI）

二月

2月27日 

3月2日

西班牙巴塞隆納

2017世界流動通訊大會

世界流動通訊大會是一項商業對商業（B2B）活動，為流
動通訊業而設，也針對其他相關行業人士為對象，旨
在探索各行各業如何能夠受益於流動通訊技術。 
地點：於西班牙巴塞隆納兩個地點舉行：Fira Gran Via
和 Fira Montjuïc
主辦單位：GSM 協會
▶mobileworldcongress.com

三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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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大利威尼斯

慶賀新春研討：意大利公司在香港的機遇

這項特別的新春活動不但為意大利公司提供聯誼交流
機會，也提供有關在香港營商的實用資訊。
地點：Veneto Promozione, Via delle Industrie, 19/D, 
Marghera, Venice, Italy
主辦單位：香港經濟貿易辦事處、Veneto 
Promozione、投資推廣署、香港貿易發展局
▶venetopromozione.it/en

23-25

香港

巴塞爾藝術展香港展會

作為21世紀大都會，香港被譽為為全球最具活力的國
際城市之一。在巴塞爾藝術展舉行期間，來自本地和
世界各地的伙伴將會通力合作，確保為參觀者帶來多
元化的藝術展品。屆時主辦單位亦會在香港各處舉行
過百項文化活動。
地點：香港會議展覽中心
主辦單位：巴塞爾藝術展
▶artbasel.com/hong-kong/the-show

28

意大利米蘭

一帶一路：香港的戰略性角色研討會

探索香港在“一帶一路”倡議下擔當的獨特角色。
地點：The Union of Trade of Milan, Corso Venezia, 
47, Milan, Italy
主辦單位：意大利進出口公會、投資推廣署、香港貿易
發展局、螺旋槳俱樂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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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企業家、投資者和各行業人士以香港金融科技社群名義舉
行的會議展示了香港的協作精神。投資推廣署署理署長吳國
才先生表示：“我們對此非常興奮，這顯示香港市場是由商界
和市場力量所帶動，並獲得政府的大力支持。”

由 NexChange 舉辦的 Fintech O2O：State of the 
Ecosystem 研討會分析了現今金融科技專才需具備的條件，
並從集資、拓展客戶以及如何創立公司或尋找事業新方向等
方面剖析。

金管局舉辦的金融科技日活動由金管局總裁陳德霖致辭揭開
序幕，其後由金管局、應科院、數碼港及香港科技園簽訂金
融科技合作諒解備忘錄。活動中亦公布了一份有關區塊鏈發
展的新白皮書，並舉行了一系列主題討論，並邀得螞蟻金融
服務集團、微信支付、八達通、HKT Payment 和 TNG 等的
高級管理人員分享專業知識。

欲了解香港金融科技的最新發展與資訊，請瀏覽 
www.hongkong-fintech.hk。

金融科技周於元創方和城中不同地方舉行多項多元化的 
活動，聚集逾百位金融科技專家分享對行業的經驗和獨到
見解。

是次活動獲得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證監會）及 
香港金融管理局（金管局），以及埃森哲、數碼港、
Finnovasia、香港應用科技研究院（應科院）、香港科技園、
NexChange 和 The Finovate Group 的鼎力支持。活動不
但獲得來自商界及公共界別的支持，同時滙聚了本地和海
外企業，盡顯香港充滿活力的金融科技生態系統。

證監會的監管與金融科技日旨在探討最新的監管和金融技
術，以及其如何影響證券監管等議題。署理財經事務及
庫務局局長劉怡翔表示：“香港致力支持金融科技發展，
創新人才可善用本港成熟的金融市場、跨國金融機構的參
與、行業人才庫，以及有效的法律制度。”

香港金融科技周另一個亮點是由 Finnovasia 舉辦探討中
國的主題活動，吸引了國際頂尖的金融科技公司，包括中
國最大點對點（P2P）借貸及財富管理平台陸金所、網上保
險公司眾安、京東金融、微眾銀行和位於香港的比特幣交
易所 BTCC。

金融科技周的主題活動是由 Finovate 集團舉辦的
FinovateAsia 2016，三十六家創新的初創企業參與大會
競賽，每家公司需於七分鐘內向現場觀眾演示產品。

投資推廣署舉辦首屆香港金融科技周 
展示香港基建、人才和營商優勢
首屆香港金融科技周（十一月七日至十一日）吸引逾二千五百位人士參加，當中包括 
尋找業務發展機會的國際金融科技公司和初創企業的代表，以及放眼於機遇和創新
亮點的加速器、孵化器和投資者

金融科技

歡迎聯絡：

金融科技主管			夏多希	（Charles	d’Haussy）	
電話：（852）	3107	1016	
電郵：cdhaussy@investhk.gov.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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玩具及遊戲產業

歡迎聯絡：

消費產品行業主管			梁耀云	
電話：（852）	3107	1082	
電郵：aleung@investhk.gov.hk

展覽會 / 展銷會 2017

日期 詳情	

動漫授權市場 2017年1月8至12日 約二十個本地新晉動漫及造型玩偶單位齊集灣仔動漫基地，展示及售買作品；
同場亦會舉行分享會、業界茶敍和 open-mic 介紹會

香港玩具展2017 2017年1月9至12日 由香港貿易發展局主辦，在香港會議展覽中心舉行的香港玩具展是亞洲最大型
的玩具產業界盛事

Dollvie 2017年7月15日 球體關節人形交流販售會

香港動漫電玩節（ACGHK） 2017年7月 一個涵蓋 Cosplay 比賽、網上遊戲展示會、授權角色產品、漫畫及漫畫精品的
創意盛會

Toysoul 2017年12月 亞洲區其中一個具有指標性及具影響力的玩具展覽會，展示以電影為主題的玩
具、塑像及收藏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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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市場領導者參與。其中主要的參與者美泰（美國）、孩之寶
（美國）、樂高（丹麥）和多美（日本），以及一些較小型的獨立
品牌均已於香港設有辦事處，負責處理採購及分銷工作。

將電子儀器和先進技術融入玩具之中，令傳統電子玩具的銷
售額有所提升。在2015年，此類玩具的銷售額佔傳統玩具
總銷售額的24.1%，而2010年則有21.5%。數字反映玩具產
品設計和發展逐漸偏重於教育性、創意和發展性。

投資推廣署助理署長蔣學禮博士表示：“香港位於亞洲中心
要衝，不但鄰近內地的生產廠房，亦接通區內其他低成本的
製造業中心，如越南、泰國、印度、印尼、孟加拉等。把其
全球採購業務設於香港，再次肯定香港作為國際貿易及採購
中心的地位。” 

* 資料來源：Euromonitor 2016

此外，香港也是全球第二大玩具出口地。在2015年，香港
的玩具及洋娃娃出口總值（包括轉口）達464.86億港元。

香港供應的傳統玩具種類繁多，包括人物模型及配件、汽
車模型以及角色扮演和積木玩具。

這些玩具的零售渠道主要是傳統的玩具店和百貨公司，佔
產業銷售額超過90%*。而在旺角和灣仔亦有一些為玩具迷
而設的小規模玩具店，專門銷售高端、限量版與具收藏價
值的人物模型和精品。  

穩健的本地市場和大量的專業設計人士鞏固了香港作為全
球玩具市場的採購及分銷樞紐領導角色。

香港可以擔當地區樞紐的角色，專責處理授權經營及國際
法律事務，也可以擔當糾紛調解中心，解決知識版權等 
爭議。

香港的優勢和機遇
作為全球第二大的玩具出口地，香港擁有大量專業人才，
所提供的技能涵蓋品質控制、管理、市場推廣、財務及會
計以及產品設計與管理。規模達世界級的展銷會香港玩具
展，吸引超過2,000個參展單位以及全球玩具及遊戲業界

在香港玩具及遊戲業界分一杯羹
香港有“世界玩具中心”的稱譽，在2015年，其傳統玩具及遊戲產業銷售額達22.36億 
港元*（相當於2.867億美元），人物模型及配件更於2010至2015年錄得37.3% 價值增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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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顧問研究預計於2017年年中完成。顧問研究所制訂
的藍圖將會羅列直至2030年的短期、中期和長期措施，
務求把香港發展成智慧城市。藍圖將涵蓋的範圍包括政策
目標和策略、發展計劃、管治安排、數碼基礎設施、開放
數據共享和公私營合作。

現在我們誠邀你透過以下網站提交關於應用創新及科技的
建議和相關資料，使香港成為更智慧的宜居城市。你的寶
貴意見將有機會被納入智慧城市發展的藍圖。

有關詳情，請登入 www.smartcity.gov.hk

政府資訊科技總監辦公室設立了專門網站 www.smartcity.
gov.hk，用以收集市民的意見，以制訂有關把香港發展成
智慧城市的藍圖。

把香港發展成智慧城市的目標是：

（一） 利用創新及科技解決都市生活的挑戰，並提升城市
管理和改善市民生活質素，以及增強香港的可持續
發展、效率及安全性；

（二） 提升香港對環球企業和人才的吸引力；以及

（三） 激發城市不斷創新和持續的經濟發展。

匯聚智慧構思  打造智慧香港

政府資訊科技總監辦公室已委託顧問進行研究，為香港制訂智慧城市發展藍圖， 
重申政府致力把香港構建為智慧城市的決心

智慧城市

專題報導

主題 

學術界和相關業界普遍採用的六個智慧城市發展
範疇：

• 智慧經濟 

• 智慧流動 

• 智慧環境 

• 智慧市民 

• 智慧生活 

• 智慧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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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十分推崇香港，此地是創
業的絕佳選址，尤其是經營
電子商貿的業務。”
	 	Luke	Grana	
創辦人及行政總裁	
Grana

最近，這個新興時裝品牌吸引到一個新合作伙伴的注意：阿
里巴巴。阿里巴巴集團於2015年11月在香港設立總值10億
港元（1億3,000萬美元）的阿里巴巴香港創業者基金，而於
2016年10月 GRANA 宣布獲得由基金領投的1,000萬美元 
A 輪融資。

阿里巴巴香港創業者基金執行董事周駱美琪表示精簡的業務
模式、科技的運用和電子商貿經營模式是 GRANA 獲得基金
支持的關鍵。她說：“我們的投資對象是具有良好業務主張、
能夠創造價值並能證明其潛力的公司。”

阿里巴巴香港創業者基金希望投資於具潛力而又以香港為發
展基地且可在阿里巴巴商務生態系統一起成長的年輕企業。
獲選公司可會見阿里巴巴不同業務部門的管理人員，得到指
導及發掘其他商機。

Grana 說：“我們將於明年擴闊產品種類及進軍中國內地市
場。我們希望與阿里巴巴集團保持緊密合作，並盡量向他們
學習，我們對這次合作感到相當雀躍。”

於2014年10月成立的新興時裝品牌 GRANA，最近遷入
佔地18,000多平方呎、位於黃竹坑的全新中央倉庫。創
辦人及行政總裁 Luke Grana 三年前首次從澳大利亞悉尼
來到香港，願景是以合理價錢為大眾提供優質的基本服
飾。現在團隊有超過50人負責各個職能，新總部為公司
立下里程碑，亦驗證了經營理念。

他回想：“當時我只有一張單程機票、20萬美元和一份創
業計劃書。”

他解釋說：“我的計劃在澳大利亞根本不可行，因為當地
的運費太過高昂。香港是一個免稅港，是全球的採購中心
兼最繁忙的國際航空貨運機場，讓我們能夠以優惠的運輸
價格將商品付運至全球市場。我十分推崇香港，此地是創
業的絕佳選址，尤其是經營電子商貿的業務。”

Grana 回顧他在籌集種子資金時得到的三個體悟。他說：
“第一是你需要有驗證點。在我們籌集第一輪種子資金
時，已有一個驗證點，就是曾經試賣2,000件 T 恤，並在
三個星期售罄。”

遇上第一批天使投資者之後，他們便善用這些關係。

“我們經常獲介紹給更多人認識，經驗非常正面。

“第三是要堅持。一些投資者會拒絕你，但你要繼續推銷，
給他們一個明確的理據，解釋為何他們應該投資你的業
務。”

從業務策劃階段起，投資推廣署便一直為 GRANA 提供
協助。現為公司聯合創辦人及營運總監的 Pieter Paul 
Wittgen，之前為一位在港工作的投資銀行家；他指出長
久合作關係的重要性：“透過在每個業務階段讓合作伙伴
加入思維過程，我們解決了許多問題，所以合作伙伴是公
司成功的要素之一。”

電子商務的革新力量
在短短兩年間，嶄露頭角的時裝品牌GRANA已穩步邁向其業務目標，改變時裝分銷
的一貫方式，其成就更吸引到全球領先的電子商貿巨擘阿里巴巴集團的注意

Grana

•		成立於2014年10月，願景是採購及設計以來自世
界各地華麗布料生產的服飾，在網上以合理定價直
接銷售給客戶

•		總部設在香港，聘請了一支50人團隊
•		籌得由阿里巴巴香港創業者基金領投的1,000萬	
美元A輪融資，並繼續獲得Golden	Gate	
Ventures及MindWorks	Ventures概念資本支持

grana.com

https://www.gran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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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在裝修規程和政府監管上，
繁文縟節少之又少。”

  The	Work	Project	
創辦人及行政總裁	
李政勳

李政勳解釋，他們運用了一套全自動的專用軟件系統處理
預約和收費，因此造就了合約的靈活性。他說：“會員只需
登入系統，便可於網上進行預約和付款。”

李政勳花了將近一年時間物色 The Work Project 的選址，
但內部裝修工程卻只花了兩個半月，當中包括四個樓層的
共用空間、會議室以及私人辦公室，整個設施足以同時服
務350個會員；內部更設有由著名植物學家 Patrick Blanc
設計的植生牆，栽種著60多個植物品種。

他說：“這種效率在其他城市根本沒有可能達到。香港在裝
修規程和政府監管上，繁文縟節少之又少，而能夠與一眾
出色的專業人士合作，我們感到非常幸運。”

李政勳以新加坡為據點，為了處理The Work Project業務，
他需要定期造訪香港。他說：“我喜愛香港，因為這裡有許
多選擇，無時無刻都有許多新事物出現，令這個城市五光
十色、充滿活力。”

走進位於銅鑼灣、香港最新共用工作間之一 The Work 
Project 的主樓層，感覺如像走進酒店大堂，當中存在著一
個原因。

創辦人及行政總裁李政勳說：“我的工作體驗團隊有五位成
員，其中三人是來自酒店業。就像設計及興建酒店一樣，
我們著重終端用戶的體驗。”

而香港正正能提供擁有相應專業知識的人才去創造這個試
點項目。

他說：“香港孕育過不少知名的酒店品牌，款待業可謂人才
濟濟。”

然而，The Work Project 顯然並非一家酒店而是辦公地點，
所有奢華配套都為著一個目的。

他說：“工作空間設計、工作空間體驗、以及生產力與留職
率之間存在密切關係。”他指出根據世邦魏理仕（CBRE）最
近進行的一項調查，千禧一代的勞動人口中有71% 表示願
意放棄某些員工福利以換取一個更佳的工作環境。他表示，
美國《心理學公報》發現快樂員工的生產力比一般員工高出
31%。

The Work Project 所播放的音樂和使用的香薰都經過特別
設計，針對提高集中力和幸福感。The Work Project 會員
還可以在同一座大樓內享用由各餐廳、健身中心以及高檔
髮型屋提供的服務和折扣優惠。

這些員工享用奢華的工作環境，僱用他們的公司則獲得有
助節省業務成本的彈性安排。

他說：“我們是香港唯一可以讓客戶自行決定會籍長短的共
用工作空間供應商；他們可以隨意設定合約開始及結束的
日期。”會員更可以隨時增加或減少租用的空間，在有需要
時，單一共用工作枱使用者也可以使用私人辦公室。

改變人類的工作方式
香港的共用工作間數目急遽增加，最
近開張的一家目標是將一點酒店級體
驗帶進辦公室

The	Work	Project

•		共有四個共用空間樓層，當中包括共用空間、會議
室以及私人辦公室，可同時服務達350名會員

•		會員可以在同一座大樓內享用由各餐廳和健身中
心提供的服務和折扣優惠

•		靈感源自酒店住宿體驗，室內所播放的音樂和使
用的香薰都經過特別設計，針對提高集中力和幸
福感

theworkproject.com

https://theworkprojec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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暗光纖方式來擴大網絡容量符合成本效益。
在舖設香港網絡上，Superloop 花費了兩年半時間。現時，
該公司在香港聘有七名員工，而作為擴展計劃的一部分，
他們正於柴灣物色更大的辦公室，而連接其網絡的海底纜
線正是於此區接地。
Slattery 說：“到明年年底，我預期香港辦事處的員工數目
將會增加至約30人。”
他解釋銷售代表將佔員工數目的主要部分，而其他部門會
包括工程、網絡設計與策劃，以及項目管理等。
Slattery 高度評價香港作為資訊及通訊科技（ICT）樞紐的地
位。他興奮地說：“香港十分繁榮，投資活動極為活躍。香
港政府積極維持香港吸引投資的競爭環境。而香港的監管
制度不但有效，而且穩定一致。此外，香港五光十色，每
次來到這裡，我都感到興奮雀躍。”

電訊服務供應商 Superloop 最近在香港舉行啟動活動，主
席及行政總裁 Bevan Slattery 宣布，公司的暗光纖網絡第
一期工程已如期在香港完成。他還宣布，將軍澳光纜系統
TKO Express 的工程正如火如荼地進行，完成後將成為第
一條連接柴灣和將軍澳工業邨的海底光纜，亦是核心網絡
的主要組成部分。
Slattery 說：“我們舖設了超過110公里長的光纖纜線，連
接許多香港的主要數據中心。我們所建設的光纖網絡基
建，供其他營運商和企業存取，讓它們可以有彈性地控制
網絡。”
一般來說，電訊服務營運商會透過已安裝好儀器的亮光纖
為客戶提供網絡連接控制頻寬。Superloop 將未安裝任何
儀器的暗光纖租借予其他公司，讓它們利用自家技術點亮
光纖。
他說：“這種作業方式非常可靠，不受停電和配置問題影響，
因為由A點至B點，沿路所用的都是客戶專用的一對光纖。”

Superloop 在澳大利亞布里斯本、墨爾本和悉尼的業務都
已發展成熟，而在去年公司亦於新加坡增設亞洲首個網
絡。在香港舖設的2,000芯網絡是這家公司至今光纖支數
最多的部署。

Slattery 在基建建設方面擁有20年經驗，他表示香港是他
們業務擴展計劃的一個重要版塊。

他說：“許多跨國公司都會選擇以香港作為亞洲總部，而因
為香港與中國內地關係密切，我們看到香港市場有增長趨勢。

2016年，亞洲的互聯網流量已超越北美，增長趨勢將會持
續並且大幅激增。”

電訊服務營運商也是 Superloop 的潛在客戶，因為以租用

暗光纖供應商：亞洲市場前景一片光明
電訊公司Superloop已作好準備，透過新建成的網絡，為香港的電訊服務批發商
及全球內容供應商，提供可擴充而且可靠的網絡連接服務

Superloop

•		在香港完成的暗光纖網絡工程，是至今光纖支數最
多的部署

•		為客戶提供可自行啟動的一對專用暗光纖，帶來可
擴充而且可靠的網絡連接

•		計劃於2017年年底將香港辦事處的員工數目增加
至30人

superloop.com

“	香港政府積極維持香港吸引投資
的競爭環境。而香港的監管制度
不但有效，而且穩定一致。”
	 	Superloop	
主席及行政總裁	
Bevan	Slattery

https://superloop.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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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喜歡香港的營商便捷度。
香港政府非常支持外資企業
來港開設業務。”
	 	Australian	Vintage	
亞洲區經理	
Nicolas	Heretiguian

然而 Heretiguian 補充說，擁有合適產品也是成功的秘訣。
他說：“澳大利亞生產的葡萄酒越來越受亞洲消費者青睞和
注意。澳大利亞葡萄酒容易入口，酒質柔和，更帶有亞洲
人喜愛的果味餘韻；McGuigan 非常適合亞洲人的口味。”

在亞洲駐有員工亦為 McGuigan 品牌帶來了重要的產品
開發。其充滿特式的 McGuigan 黑牌紅酒最近為亞洲市
場進行了改造，其“雞年”限量版出品將於農曆新年在超
市上架。Heretiguian 期望在澳大利亞每分鐘銷售六瓶的
McGuigan 黑牌紅酒，在亞洲市場會大有作為。

McGuigan 採用的葡萄品種包括 Hunter Valley 栽種的
Riesling、Cabernet Sauvignon、Shiraz 和 Chardonnay
葡萄，品牌更於全球各地屢獲殊榮。最近，在倫敦舉行的
2016國際葡萄酒暨烈酒大賽中，McGuigan 再次獲頒發

“年度國際最佳釀酒商”大獎，並成為世界唯一四度獲得此
殊榮的釀酒商。

Australian Vintage 是澳大利亞最大的葡萄園莊主及管理者
之一，產量佔全國每年產酒量的10%，旗下擁有五個葡萄
酒品牌，並提供客製化葡萄酒方案、桶裝葡萄酒以及葡萄
濃縮汁。

澳大利亞著名釀酒商 Australian Vintage 於約七年前開始開
拓亞洲市場，但直至兩年半前，這家公司才決定落實在亞
洲設立地區辦事處。在考慮過幾個城市之後，該公司最終
選址香港。

亞洲區經理 Nicolas Heretiguian 說：“我認為在香港開業是
正確的決定。

香港辦事處為我們造就與中國內地和其他亞洲國家合作的
機會，因為它不只是一個本地辦事處，而是亞洲區辦事處。
對我們而言，香港是亞洲的業務營運樞紐。我喜歡香港的
營商便捷度，香港政府非常支持外資企業來港開設業務。”

香港辦事處共有四名員工，主要負責銷售及市場推廣
工作。另外，他們還有一名派駐上海的銷售代表。
Heretiguian 有計劃來年增聘一名地區業務代表，還有可能
遷往佔地更大的辦公室。

Australian Vintage 的業務正不斷增長。他說：“兩年半前，
我們運送了約200個集裝箱的貨品到亞洲，到了今年，運
送的集裝箱數目已增加至約300個。單憑在香港開業，我
們於2016至2017年便在業務上得到約三成年度增長。”

進駐亞洲令 Heretiguian 得以開拓新市場。在香港開設辦事
處後的首項重大發展，便是與中國最大食品加工、製造及
貿易企業中粮集團旗下的中糧酒業簽署長期戰略性全國分
銷協議。Australian Vintage 的皇牌零售品牌 McGuigan，
現已於上海超過1,200家全家便利商店有售，於羅森便利
店和聯華超市也可以找到。

最近，McGuigan 更已付運至緬甸，並將於2017年1月起
於該國正式發售。Heretiguian 說：“ 之前在澳大利亞的
時候，我們根本不會考慮到這個市場。”現時，Australian 
Vintage 的產品已銷售至18個亞洲市場。

Australian	Vintage

•		於2014年在香港開設地區辦事處
•		產品銷售於18個亞洲市場
•		產量佔澳大利亞全國每年產酒量的10%

australianvintage.com.au

為香港的葡萄酒之都地
位乾杯
自從於香港設立地區辦事處後，
Australian	Vintage 在亞洲區的業務
錄得龐大增長

http://australianvintage.com.au


“		我一直期待著香港會有一個藝術
區，因為此城市已成為亞洲藝術
樞紐，而香港人亦對藝術世界越
來越感興趣。”
	 	德薩畫廊	
創辦人	
Pascal	de	Sarthe

過去幾年，除了舉辦自家展覽外，德薩畫廊也會參與香港
國際藝術展、巴塞爾藝術展香港展會和區內的其他藝術活
動。除香港以外，de Sarthe 在北京也設有一家畫廊，主力
發掘中國的新晉藝術家。他希望成為現今中國新興藝術的
一分子。

De Sarthe 總結：“香港是一個小城市，人們彼此連繫，並
且樂意互相幫助。香港人非常友善，在其他地方幾乎遇不
到。”

在經營藝術生意方面，德薩畫廊的創辦人 Pascal de 
Sarthe 對亞洲市場擁有豐富經驗，早於2010年進駐香港
前，畫廊已建立穩固的客戶網絡。畫廊原址位於中環，
其後 Pascal de Sarthe 決定於2017年年初遷往位於黃竹
坑佔地10,000平方英呎的新畫廊空間，以配合亞洲客戶
持續增加的趨勢。De Sarthe 更聘請了來自紐約的 Willem 
Molesworth 作為新畫廊的主任。

眼見遷往黃竹坑的藝術畫廊數目顯著增加，尤其隨著港鐵
南港島線於2016年12月開通，黃竹坑一帶正逐步演變成一
個藝術社區。

De Sarthe 說：“我一直期待著香港會有一個藝術區，因為
此城市已成為亞洲藝術樞紐，而香港人亦對藝術世界越來
越感興趣。這一切都有賴近年各項受歡迎的國際藝術展覽
和重大的藝術拍賣活動在香港舉行。”

De Sarthe 指出，有些藝術畫廊以藝術品銷售平台自居，
但德薩畫廊卻有不同的想法。他們一直秉持藝術畫廊的核
心價值，那就是向大眾呈獻重要的展覽，推廣現代藝術。
de Sarthe 補充：“在向公眾宣揚藝術方面，藝術畫廊擔當
著重要角色。”

知識和資源充足的 de Sarthe，十分樂意向更多人分享他對
藝術的熱愛。新畫廊提供更多的空間和靈活性，de Sarthe
計劃與來自世界各地的藝術家攜手合作，將他們作品引進
香港。

德薩畫廊

•		德薩畫廊於1977年在巴黎成立，2010年在香港創
立畫廊空間，現時在北京也設有另一家畫廊

•		畫廊致力引薦並推廣來自世界各地各個領域的藝
術家，包括偉大的法國印象派大師、亞洲及西方
現代藝術翹楚、戰後藝術大師以至新生代新晉藝
術家

desarthe.com

對藝術的未來願景
德薩畫廊於1977年在巴黎成立，	
2010年在香港創立畫廊空間，致力引
薦並推廣來自世界各地各個領域的藝術
家，包括偉大的法國印象派大師、亞洲
及西方現代藝術翹楚、戰後藝術大師以
至新生代新晉藝術家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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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時，中地海外集團（香港）有限公司聘有三名本地員工，
黃計劃在未來三年內，將員工增加至約十人，負責財務管
理和金融服務等工作。不過他補充，由於香港辦事處是作
為吸引投資機遇的平台，所以其擴展空間將不會有上限。
他說：“如果有一天我們需要100名員工，我們將會聘請
100人。”

中地海外集團在全球各地設有29個海外地區管理辦事處，
當中包括許多“一帶一路”沿線國家，例如印尼、哈薩克、
埃及和伊朗。但黃表示，至少在未來三至五年內，東非仍
然會是集團業務的重點。他更強調集團的使命由第一批工
程師到達尼日利亞那天起便一直堅定不移。

他說：“我們並不是唯利是圖完成了項目就走。我們會在
這些地方紮根，與當地人一起去做好項目以改善生活。我
們幫國家落地的是持續及長遠的發展，這是中國大陸需要
的，是這些國家需要的，也正是我們需要的。”

隨著越來越多中國內地企業期望“走出去”，把握國家“一
帶一路”倡議所帶來的機遇，內地基建承建商中地海外集
團希望成為這類企業的平台，為他們提供所需資源和經驗。

中地海外集團（香港）有限公司董事及財務總監黃波說：
“中地海外早於30年前便已經走出國門，到現在我們是往
回走，利用我們在非洲的商務關係，回來為中國內地資金
跟非洲的資源對照，引導中國內地資金、在港投資資本和
國際投資者走向非洲。”

在1983年，中國大陸派遣一批工程師前往尼日利亞，執
行政府援助的供水工程，自此撒下了令集團萌芽的種子。
隨後更多的合作方案和項目接踵而來，經過一輪融資活動
後，中地海外集團於2002年正式誕生。

時至今天，中地海外集團的業務範疇涵蓋四大版塊，包括
咨詢、投資、基建和物流租賃。集團旗下的項目遍及二十
多個非洲國家，業務涵蓋現代農業、工業投資、房地產、
潔淨能源、礦業和工程建設。

在2014年，集團在香港成立中地海外集團（香港）有限公
司，將大中華地區的控股公司數目增加至10家。黃解釋香
港辦事處的任務是成立集團的企業財資管理中心、作為物
色對非洲市場感興趣的投資伙伴的平台，與及以首次公開
募股等方式為項目融資。

他說：“香港是國際金融中心，擁有豐富且高端的人才庫。
我們希望以香港辦事處作為提升管理團隊、管理質素和融
資能力的平台。”

內地集團積極借助香港金融樞紐的優勢
總部位於北京的中地海外集團，計劃於香港組織管理團隊並成立企業財資中心

中地海外集團（香港）有限公司

•		計劃於香港組織管理團隊並成立企業財資中心
•		業務範疇涵蓋咨詢、投資、基建和物流租賃
•		主要投資於東非和東南亞地區，致力為其他中國公
司在當地穿針引線

cgcoc.com.cn

“	香港是國際金融中心，擁有
豐富且高端的人才庫。”
	 	中地海外集團（香港）有限公司	
董事及財務總監	
黃波

http://www.cgcoc.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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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方案，旨在令金融機構的投資顧問及投資經理能作更充
分的準備，更有效率地處理固定收益市場內的事務。這項
解決方案能夠“清洗”大量繁複的數據，以準確簡約的方式
呈現，然後根據投資者的限制和目標尋找債券。這些工作
以往需要花分析師和金融界專業人士大量時間去做，結果
卻往往強差人意，現在於十數秒內便能完成，效率及準確
性亦更高。

陳說：“採用我們的解決方案，只需15秒便可設計出一個投
資組合。”

這項高效的解決方案讓投資顧問能夠因應市場的迅速變
化，為客戶提供及時的投資建議。此外，當投資組合中的
債券到期，或投資組合中的資產比重需要重整，系統會自
動發出提示。 

陳解釋，對金融機構而言，這項解決方案能夠讓投資顧問
騰出時間去聯繫非活躍投資客戶，以重新啟動有關帳戶，
從而更廣泛地接觸客戶。投資建議根據清晰界定的風險參
數而提出，加上分析數據有條不紊，有助投資機構遵守行
業法規。

陳領導 BondIT 位於香港的亞洲總部，與營收總監和產品
管理主管通力合作。他計劃在2017年增聘10名員工，以負
責前端開發、客戶支援和市場推廣等工作。

固定收益市場是一個複雜的領域，各種債券都有不同的評
級，甚至沒有評級的也有。債券產品的交易通常在場外進
行，而並非在交易所買賣。再加上利率敏感性、年期和到
期日等其他因素，要優化固定收益投資組合變得異常艱鉅。

正是這個原因，一個由25位專家組成的團隊要花三年時
間，才能於去年將固定收益投資專用的數碼演算顧問解決
方案 BondIT 正式推出市場。

亞太區主管陳俊彥表示：“我們擁有來自金融市場且具備固
定收益投資知識的人才，也有熟悉數據與機器學習的專業
人員，當中有五人擁有博士學位。要研發出這項解決方案，
需要專業知識與入市積累的前置時間互相配合，這正是我
們的競爭優勢所在。”

BondIT 已將這項解決方案推及至來源地以色列和歐洲，並
進駐亞洲。憑著他對亞洲市場的認識及與以色列高科技公
司合作的經驗，陳聯合創辨亞洲的業務，並選擇以香港作
為地區總部。除了香港以外，BondIT 已成功在新加坡及韓
國創業，現在更涉足中國大陸。

陳解釋：“我們決定選擇香港是因為香港是亞洲的金融樞
紐，也是亞洲區內發展最為完善且成熟的固定收益市場之
一。這裡也是一個財富管理樞紐，亦為進入中國內地市場
帶來方便。”

他進一步指出，中國內地的固定收益市場急速發展，
BondIT 已經與內地金融數據服務業界的領先機構 Wind 資
訊達成合作協定。他補充，在香港設立據點對取得合作協
議至關重要。

他說：“在金融科技方面，香港是亞洲最具前瞻性的城市之
一。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和金融管理局策略性地涉
足於整個生態系統中，擔當起金融科技推動者的角色。他
們鼓勵採用和測試，而我們則看到許多其他國家正在急起
直追。我們擁有至少一至兩年的領先優勢。”

陳強調 BondIT 是一項商業對商業對消費者（B2B2C）的解

把握香港作為金融及
金融科技樞紐的優勢
經過三年的努力，以色列初創公司
BondIT終於在去年推出固定收益
演算顧問解決方案，並透過在香港
成立全新地區總部進駐亞洲市場

BondIT

•		一項商業對商業對消費者（B2B2C）的解決方案，可
優化固定收益投資組合，開發時間長達三年

•		於2016年在香港成立區域辦事處，以開拓中國內
地和其他亞洲市場

•		計劃於2017年為區域辦事處增聘10名員工

bonditglobal.com

“	在金融科技方面，香港是亞洲
最具前瞻性的城市之一。”
	 	BondIT	
亞太區主管	
陳俊彥

http://www.bonditgloba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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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是個極為專業的國際城市，
非常適合營商。對我們而言，香
港是個理想的平台，讓我們更有
效率地服務亞洲區的客戶。”
	 	Taylor	Wessing	
律師及稅務師（德國）	
雷振東博士

務。香港具備多項優勢，包括英語普通法制度、中西薈萃
的文化、與中國的緊密連繫，以及擁有大量國際法律專業
人士和多語人才，這些優勢都成為了 Taylor Wessing 與客
戶共同成長，以及在區內穩定發展的重要條件。

雷振東博士曾經參加由投資推廣署柏林辦事處在慕尼黑舉
辦的活動，並因而首次認識到投資推廣署的職員。他非常
欣賞香港的人才，而投資推廣署提供的服務也令他印象深
刻。他總結說：“他們能夠為我們提供及時而且重要的支
援，讓我們順利在香港設業。”

Taylor Wessing 是德國最大的歐洲律師事務所之一，與
2015年成立的本地律師事務所 HM Chan & Co 在香港聯
合成立註冊海外律師事務所。香港分公司於2016年七月成
立，由從慕尼黑調職來港的公司合伙人雷振東博士帶領，
辦公室位於中環，提供全面的商務法律服務，包括公司、
併購、資本市場，以及就境內外事務提供監管和合規上的
意見。

雷振東博士說：“香港是個極為專業的國際城市，非常適合
營商，這一點可以在成立公司、企業結構及金融和物流服務
供應方面體現出來，而這些事情都可以在這裡輕易辦妥。”

透過在上海和北京的分公司，Taylor Wessing 一直為跨國
企業提供到中國內地設立和擴充業務的相關服務，至今已
擁有20年經驗。在香港成立辦事處令 Taylor Wessing 成為
在亞洲擁有最廣闊環球及區域網絡之一的跨國律師事務所。

雷振東博士說：“我們擁有許多歐洲客戶，特別是科技公
司。多年來，我們都在德國為這些公司提供法律意見。對
我們而言，香港是個理想的平台，讓我們更有效率地服務
亞洲區的客戶。在這裡設立辦事處有助我們迅速地與客戶
溝通。”

協助客戶在多個司法管轄區進行交易是這家公司的主要職

Taylor	Wessing

•		總部位於德國漢堡
•		在18個國家設有30個辦事處，擁有超過1,200名
律師和360位合伙人

•		獲2016年跨大西洋法律獎選為“年度最佳英國及
歐洲跨大西洋律師事務所”

taylorwessing.com

具前瞻思維的法律服務
來自德國的跨國律師事務所Taylor	Wessing，為了支援亞洲客戶在香港設立	
辦事處，在業務發展上踏了順理成章的一步

www.taylorwessing.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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奧地利航空聯繫政府部門
並參與各項推廣活動，自
此，雙方便建立起長遠的

伙伴關係。

Otto 總結說：“香港是一個充
滿活力的城市，是具吸引力的旅遊

目的地。奧地利企業紛紛來港設業，也證明香港的營商環
境開放和積極。與此同時，香港也為奧利地旅遊業帶來寶
貴的旅客源。我們相信開辦往返香港和維也納直航將可帶
來更多經濟機遇，讓兩地雙雙受益。”

奧地利航空於1958年開辦
航班服務，是奧利地最大
型的民航公司，營辦六條
國內航線，以及超過120條
國際航線，足跡遍佈55個
國家。往返香港至維也納的
直飛航線於2016年9月5日首航，
每週提供多達5次航班。奧地利航空早於1989年已踏足亞
洲，開辦航線往返東京，其後於1995年及1997年更分別
開辦往返北京及上海之航線。

奧地利航空首席商務官 Andreas Otto 說：“過去幾年，我
們一直密切注意亞洲區的趨勢，最後，我們判定香港是區
內最具潛力的城市。另外，我們也看到從奧地利流入香港
的資金在過去幾年屢有增長。這些因素促使我們將網絡拓
展到這個繁華的城市，從而擴大我們在亞洲區的足跡。”

奧地利航空隸屬於全球最大客運航空公司之一的德國漢莎
集團。借助集團多元化的產品組合，加上駐港辦公室和員
工的支援，讓奧地利航空能夠確保客戶獲得悉心照料。

在籌備往返香港和維也納的航班服務期間，奧地利航空透
過奧地利商務專員公署接觸投資推廣署。投資推廣署協助

靠近世界音樂之都
奧地利航空開通往返香港和維也納的直飛航線，以擴大在亞洲區的足跡

奧地利航空

•		隸屬於德國漢莎航空集團，是奧地利最大型的民航
公司

•		往返香港至維也納的航線於9月5日首航，每週提
供多達5次航班

austrian.com

“	開辦往返香港和維也納直飛
航線將可帶來更多經濟機
遇，讓兩地雙雙受益。”
	 	奧地利航空	
首席商務官	
Andreas	Otto

http://austria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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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出版物包含的資訊僅供參考之用。雖然投資推廣署已力求資訊內容正確無誤，但本
署對該等資料不會就任何錯誤、遺漏、或錯誤陳述或失實陳述（不論明示或默示的）承
擔任何責任。對任何因使用或不當使用有關資料而引致或所涉及的任何損失、毀壞或
損害（包括但不限於相應而生的損失、毀壞或損害），投資推廣署概不承擔任何法律責
任、義務或責任。你有責任自行評估此出版物的所有資料，並須加以核實，以及在根
據該等資料行事之前徵詢獨立意見。投資推廣署沒有對任何內容作出認可，也不表示
投資推廣署推薦任何公司或供應商。

以下為近期獲投資推廣署協助成功在香港成立或擴展業務的企業。投資推廣署歡迎他們
進駐香港，並且祝願他們發展成功。

公司 行業

澳大利亞
Australian Vintage 葡萄酒

F45 Training 健身及健康

Grana 網上服裝

Superloop 電訊

Thinxtra 物聯網網絡營運商及 
解決方案供應商

奧地利
奧地利航空 運輸及物流

巴西
Lugano Chocolate 朱古力生產 

德國
Buy Berlin 房地產

MMB Deutschland 網上商店售賣嬰幼兒產品

Taylor Wessing 法律服務

以色列
BondIT 金融科技

中國
中地海外集團（香港）有限公司 運輸與工業

東海國際金融控股有限公司 證券期貨經紀及資產管理

俄羅斯
DCA – Asia Limited 軟件 / 大數據技術

新加坡
Bracelet Lounge （Asia Pacific） 
Private Limited

零售，銀製首飾

GoBear 線上金融產品比較平台

如壹藝術館 藝術營商

The Work Project 共用工作空間

公司 行業

瑞典
Cint 軟件 / 大數據技術 

Nilorn East Asia Ltd 設計及品牌塑造 —  
包裝供應

瑞士
Jeeves Training Ltd 款待業培訓

英國
CFO Centre 管理外判

千居 房地產資訊平台

美國
Corner Kitchen Café 餐廳

德薩畫廊 畫廊

Deal N Ship Limited 電子商貿

全球樹功能食品有限公司 包装食品

International Concept 
Management 

國際水族館 / 海洋主題公園
設計及建設

http://e.weibo.com/investh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