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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支柱產業優勢
香港金融服務業佔本地生產總值百分
之十八，是維持經濟穩定增長的一大
動力。政府將繼續致力提升香港作為
全球離岸人民幣業務樞紐的地位，並
與內地當局探討擴大跨境人民幣雙向
流通的渠道。

財政司司長陳茂波於2月22日發表
2017/18財政預算案，2016年本地生
產總值增長1.9%，預測2017年增長
為2-3%。2016全年整體通脹率平均
為2.4%，基本通脹率為2.3%。2017
全年整體通脹率預測為1.8%，基本
通脹率為2%。

2017/18 財政預算案推動經濟多元發展
政府會繼續與主要貿易和投資伙伴，開拓更廣闊的自由經濟市場， 
強化香港作為區內投資、金融及物流樞紐的地位

為發展資產和財富管理業，政府建議
把利得稅豁免的範圍擴大，涵蓋在岸
以私人形式發售的開放式基金型公
司，從而吸引基金來港註冊，發揮香
港的基金製造能力。

在海運服務方面，投資推廣署會加強
向海外及內地宣傳，重點發展香港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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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支付轉帳平台，政府亦鼓勵業界善用金融科技監管沙盒的
測試環境，為市場帶來更多應用新科技的產品和服務。

在創意產業方面，香港的願景是成為帶領時尚的創意之都，
具文化藝術素養的大都會。電影、設計、時裝、動畫、廣告
及音樂過去均受惠於政府的資助。

2017年是特區成立20周年，政府會資助和舉辦一系列活動，
展現香港創意產業的蓬勃發展。

開拓海外及內地網路
近年世界經濟發展重心東移、內地企業積極到海外投資和拓
展海外市場，香港的專業服務優質多元，加上具人文優勢及
豐富的國際營商經驗，可以把握這方面的商機。

政府會繼續協助香港工商界和專業人才開拓市場。政府去年
在印尼設立新的駐海外經濟貿易辦事處（經貿辦），並計劃在
韓國、印度、墨西哥、俄羅斯、南非及阿拉伯聯合酋長國增
設經貿辦。政府亦積極擴展駐內地辦事處的網絡，以較均勻
地覆蓋全國。

www.budget.gov.hk

支援中小企業的措施：

•	延長“發展品牌、升級轉型及拓展內銷市場的專項
基金”的申請期五年至2022年6月，以協助香港企
業在內地的業務發展；	

•	延長中小企融資擔保計劃下特別優惠措施的申請期
至2018年2月28日，以協助企業應付資金周轉的
問題；以及	

•	建議提升出口信用保險局（信保局）的承保能力，把
信保局根據保險合約所負的或有法律責任上限由目
前的400億元增加至550億元。

為區內的海運服務樞紐，建立香港為聯繫國家與世界海運
業的服務平台。

政府將研究在港珠澳大橋通車後，加強以不同方式連接香
港及珠三角地區，包括利用跨境直升機服務，以促進航空
業的發展。

政府計劃今年向立法會提交修訂《稅務條例》的草案，推
出稅務優惠，吸引飛機租賃公司在香港發展業務，以推動
航空融資業的發展。

為把握跨境電子商貿發展蓬勃的機遇，香港機場管理局
（機管局）預留陸側和空側土地，以支持轉運、跨境電子
商貿及高增值空運貨物的發展。機管局正積極提升處理
高價值溫控貨物（例如藥品）的能力，加強香港國際機場
的競爭力。

香港旅遊業在2017/18年度將額外獲2.43億元的支援，推
出多項措施，包括燈光匯演和本地盛事；具本地特色的旅
遊項目和綠色旅遊產品；吸引過境、過夜及郵輪旅客；在
內地和海外市場加強宣傳；透過香港旅遊業議會資助培
訓，提高行業服務質素。

推動新興行業
財政司司長說：“在強化支柱產業的同時，我們須把握機
遇，大力支持發展優勢和新興行業，讓經濟進一步多元	
發展。”

他將成立創新、科技發展與“再工業化”委員會，統籌香
港的創新及科技發展，以及香港“再工業化”的進程。同
時，稅務政策組會就提升科研開支稅務扣減等建議，展
開研究。

政府會繼續支援初創企業，例如透過20億元的“創科創投
基金”為香港的科技初創企業注入新資金和動力。

為支持金融科技的發展，香港金融管理局正在建立一個全
新的“快速支付系統”，提供一個無間斷運作的跨銀行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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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
三月

7

英國倫敦
Silicon	Dragon	London	2017
一年一度的論壇，讓參加者發掘倫敦、香港和矽谷等全球創
新樞紐的領先科技和風險投資趨勢。
地點：London	Stock	Exchange,	10	Paternoster	Sq.,	
London	EC4M	7DX
主辦單位：Silicon	Dragon
▶silicondragonventures.com/event/silicon-dragon-london-2017

9

英國利物浦
商務研討會—以香港作為亞洲市場的超級聯繫人
這項活動將有助參加者深入了解如何透過香港來擴展中國內
地和亞洲區的業務。	
地點：Royal	Liver	Building,	Liverpool	Waterfront,		
Liverpool	L3	1HU
主辦單位：香港經濟貿易辦事處（倫敦）及投資推廣署	（英國
辦事處）

14

中國湖南長沙
“一帶一路‧共創新思路”湘港創新科技產業交流會
此交流會旨在向湖南省科技企業介紹香港的投資環境及營商
優勢，鼓勵內地科技企業伴隨“一帶一路”發展戰略，通過香
港“走出去”。
主辦單位：投資推廣署及湖南省科學技術廳

希臘雅典
商務午餐會“香港—您的亞洲伙伴”
這是一項春節慶祝活動，同時也是為希臘企業而設的商務研
討會暨午餐會。投資推廣署將於會上分享在香港營商的實用
資訊。
地點：Royal	Olympic	Hotel	
主辦單位：投資推廣署、香港經濟貿易辦事處（倫敦）及希臘
企業聯盟（SEV）

15

希臘塞薩洛尼基
香港營商環境研討會
為塞薩洛尼基及周邊地區企業而設的聯誼活動，投資推廣署
將於會上提供在香港營商的實用資訊。
地點：Porto	Palace	Hotel	
主辦單位：投資推廣署、香港經濟貿易辦事處（布魯塞爾）及
北希臘工業聯盟

16

保加利亞索菲亞
香港：拓展業務，帶動商機
為保加利亞企業而設的香港營商環境研討會，投資推廣署將
於會上提供在香港營商的實用資訊。
地點：保加利亞工商會
主辦單位：投資推廣署、香港經濟貿易辦事處（布魯塞爾）及
保加利亞工商會

21-25

香港
亞洲巴塞爾藝術展
來屆巴塞爾藝術展將繼續為來自全球的藝術品提供展示平
台，當中半數作品來至亞洲及亞太區。通過由資深及新晉藝
術家創作、有關歷史及構想前衛的藝術品，入場人士可深入
了解亞洲區內多元藝術創作的概況。
地點：香港會議展覽中心
主辦單位：Asian	Art	Fairs	Ltd
▶artbasel.com/hong-kong

28

英國利物浦
2017中國商業會議
第五屆中國商業會議將會剖析在2017年影響英國企業的主要
商務議題。
地點：QEII	Conference	Centre,	Broad	Sanctuary,	
Westminster	London,	London	SW1P	3EE
主辦單位：英中貿易協會		
▶cbbc.org/whatson/china-business-conference-2017

四月

1

香港
Sońar 香港
在1994年於巴賽隆拿創立的 Sońar，透過連結音樂、創意
和科技，聚集樂迷和跨領域的創意文化愛好者。首次來港的
Sońar，將由專業策劃團精心打造，廣邀由國際頂尖至嶄露
頭角的電子音樂單位。無論是電子舞曲或實驗電音，透過現
場音樂演出和DJ打碟，觀眾都可以搶先體驗多元豐富的最
新音樂潮流。
地點：Hong	Kong	Science	Park
主辦單位 :	Magnetic	Asia	Ltd
▶sonarhongkong.com

5

西班牙塞維利亞
商務研討會“香港—旅遊及農業食品業通向中國的門廊”
地點：塞維利亞商會
主辦單位：投資推廣署、塞維利亞商會

10-11

英國倫敦
Innovate	Finance	Global	Summit	2017
金融科技業界享負盛名的會議，旨在凝聚全球金融科技機
構，為初創企業、政策制定機構和投資者提供一個分享意念
和解決方案的平台，共同面對金融服務業的挑戰。
地點：Guildhall,	Gresham	St,	London	EC2V	7HH
主辦單位：Innovate	Finance		
▶ifgs2017.innovatefinance.com

11

東京
午餐會暨研討會
香港科技大學校長陳繁昌教授將於午餐會上發表演講，講題
為“創新與科技：香港經濟的另一支柱”，屆時日本當地的科
技樞紐代表、商界代表以及初創企業均會出席。投資推廣署
助理署長吳國才也將於會上介紹有關香港的最新營商環境。
地點：東京	
主辦單位：香港科技大學及 ETO	Tokyo
支持機構：投資推廣署（東京）、香港貿易發展局（東京）

19

香港
GTR	亞洲貿易及供應鏈財經會議	2017
第三屆會議將繼續為亞太地區貿易及供應鏈財務專家提供主
要聯誼論壇。
地點 :	香港 JW萬豪酒店
主辦單位 :	Global	Trade	Review
▶gtreview.com/events/asia/gtr-asia-trade-supply-chain-
finance-conference-2017

http://www1.investhk.gov.hk/events
http://silicondragonventures.com/event/silicon-dragon-london-2017
http://artbasel.com/hong-k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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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onarhongkong.com
http://ifgs2017.innovatefinance.com
http://gtreview.com/events/asia/gtr-asia-trade-supply-chain-finance-conference-2017
http://gtreview.com/events/asia/gtr-asia-trade-supply-chain-finance-conference-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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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著稱。香港擁有優秀的環境和所有條件幫助新一代的破
格者在這裡創作、嘗試、展示和開展他們的新業務。”

演講嘉賓包括暢銷書作者及Moven 流動銀行服務創辦人
Brett	King、香港中文大學李嘉誠健康科學研究所所長盧
煜明教授、科技魔術師Marco	Tempest、互聯網先驅及
VeriFi（香港）主席黃平達，以及 Ethereum共同創辦人和
Consensus	Sys 創辦人 Joseph	Lubin 等。	

StartmeupHK創業論壇
由投資推廣署策劃的 StartmeupHK 創業論壇於1月17日
舉行，是創業節的焦點，吸引超過1,000位本地和海外企
業家及投資者參加。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蘇錦樑在致開
幕辭時表示，企業家來港主要是因為香港被視為世界上最
快速發展的創業樞紐之一，也是企業家發揮創意及將構思
商業化的中心。他說：“香港一向以充滿活力和企業家精

StartmeupHK創業節揭示未來趨勢
StartmeupHK創業節已於2017年1月16至20日舉行，這項為期一週的活動共
吸引超過5,000位參加者，主題涵蓋零售科技、時裝科技、智慧城市、金融科技 

（FinTech）和醫療科技等範疇

StartmeupHK 創業節2017

1月16日
Retail’s	Cutting	Edge 活動由 Inside	Retail	Asia
舉辦，探討破格者如何在零售領域內利用科技
發展品牌、選擇及購買產品。演講嘉賓包括獲
選“全球最具影響力的100位商界女性”之一的
黃靖葦，她在會上講述了她由構思概念至創業
成功的歷程。Grana.com的創辦人和行政總裁
Luke	Grana 在會上分享了他的業務模式如何顛
覆零售業界，並指出零售領域瞬間萬變，香港
消費者可預期時尚潮流按月變化，而非再以年
計算	。

Retail’s Cutting Edge

http://Gran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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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16日
活動於晚上舉行，以小組討論會作為開場，與來自
時裝科技初創公司、時尚媒體、風險投資界和創業
加速計劃的代表一同探討以科技打開時尚界的未來
之門。		

1月17日
由畢馬威和智慧城市聯盟協辦，活動深入討論未來
城市的生活動態、人口組成和發展，探討如何提高
城市的宜居度、可行性和可持續性。業界專家在活
動上分享了維也納、中國內地、新加坡和南韓松島
的智慧城市解決方案。緊隨其後的環節是多個小組
討論會，議題包括“香港的未來”、“以科技創造更
美好的香港”、“把點點滴滴串聯起來”，以及“支援
新生代科技企業家”。其他主要論題還包括物聯網、
數據分析和再生能源的增長。

1月20日
亞洲醫療科技會議（HealthTech	Asia）	2017由 APAC	
BioHealth 舉辦。活動探討了如何利用新技術和優
化過程以降低成本，提供更可負擔的醫療服務，令
未來醫療服務能更普及化。開場的演講嘉賓是英國
Now	Healthcare	Group 的 Lee	Dentith 和 Tim	Ng，
他們在活動上討論醫療科技的崛起如何為醫護服務
帶來革命性改變。接著在主題為數碼一體化護理的
演講中，TRT	International 的 Alex	Cahana 博士將
科技界的兩大熱門領域“虛擬實境”和“醫療科技”
一併討論。此外，活動還包括兩個小組討論會，
分別探討醫療科技投資趨勢和培育計劃所帶來的影
響，以健康尤關的重要話題結束為期一週的活動。

Fashion Tech Asia

1月18至19日
建基於	FinTech	Finals	2016	（FF16）的成功往績，為
期兩天的	FF17	邀得60多位演講嘉賓出席，陣容盛
大。開場的演講嘉賓是MIT	Media	Lab 的區塊鏈機
遇高級顧問Michael	Casey。他在活動上分享了區塊
鏈如何成為物聯網世界結構分散、去中心化的解決方
案。其他熱門議題還包括金融科技樞紐、區塊鏈、金
融監管科技、保險科技和財富。活動的另一個焦點是	
FF	17	大賽，有24家從世界各地遴選的頂尖初創企業
參加，到場推介業務計劃，以競逐獎金達10,000美元
的“最佳表現獎”、“最佳初期創業企業”、“最佳成長
期創業企業”和“最佳成熟期創業企業”等獎項。	

FinTech Finals 2017 (FF17)

The Connected City

亞洲醫療科技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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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資推廣署於1月19日在首爾舉辦研討會宣傳香港營商優
勢 ,	鼓勵當地企業利用香港的有利營商環境及優越地理位
置，以香港作為進入內地及亞洲其他市場的平台。

是次研討會以“香港	—	享地利、握先機”為題，由投資推
廣署及韓國工商會合辦。投資推廣署助理署長何兆康向在
場超過180位來自不同行業的企業代表致辭時，重點介紹
香港為韓國企業所帶來的機遇。

何兆康表示：“於2015年，香港與韓國的雙邊貿易額超過
2,260億港元。兩地商貿往來頻繁，韓國投資者可利用香港
位於亞洲中心的有利地理位置，及其作為內地與世界各地
之間『超級聯繫人』的角色，進入內地及亞洲其他市場。”

傳遞他的信息。COMCE為國際性的墨西哥企業最重要的網
絡。圓桌會議召開期間的辯論成果豐碩，大多數與會者均有
提出跟進問題，並查詢與他們企業相關的本港優勢具體資料。

在2015年，墨西哥是香港第二大拉美進口貨來源地，僅次於
巴西。根據墨西哥政府的國際貿易及投資機構 ProMexico，
食品及飲料為備受墨西哥企業拓展海外業務青睞的行業，尤
其是乾果、豬肉、雞肉、牛肉、龍舌蘭酒，魚類及海產。

墨西哥與香港已簽訂全面性避免雙重課稅協定及航空運輸服
務收入協定。此外，兩地亦正草擬投資保證協定。

市場焦點

韓國

墨西哥

歡迎聯絡：

首席顧問（首爾）			Young	Ho	Seo	
電話：82	（0）	508-8768	
電郵：yhseo@investhk.com.hk

歡迎聯絡：

首席顧問（墨西哥）			Victor	Aguilar	
電話：52	（55）	5812	5395	
電郵：vaguilar@investhk.com.hk

因應亞洲為墨西哥企業進軍國際帶來商機，香港投資推廣
署在當地委任的新顧問正展開宣傳，宣揚亞洲為企業的未
來和香港乃在區內營商最佳樞紐的信息。

香港投資推廣署首席顧問 Victor	Aguilar 近日於墨西哥的外
貿投資和科技企業家理事會（COMCE）舉辦了一項活動，以

他續說，香港是國際的商業樞紐，享有獨立的司法制度、
簡單的稅制及低稅率、資金資訊自由流通、兼具國際視野及
了解內地市場的人才，同時亦奉行公平競爭原則，再加上
2016年9月生效的香港與韓國全面性避免雙重課稅協定，以
上因素均讓香港成為韓國企業進入內地及亞洲其他市場的理
想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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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於中國的未來發展，例如在
推動人民幣國際化以至一帶一
路倡議上，香港擔當著重要的
角色。每天見證著香港與時並
進，令我們感到振奮。”
	 	彭博媒體集團	
國際董事總經理	
Parry	Ravindranathan

的流動網絡速快，讓像我們這類新聞提供者能夠為區內讀
者帶來豐富的數碼內容，及跟他們以全新並多樣化的方式
互動。”

在2016年，彭博的每月不重複造訪人次達3,900萬，創下
新高。其在亞太區的流動裝置讀者人數按年增長大概三成
七，而其網站的造訪人次則按年約得錄一成增長。

Ravindranathan 認為香港在亞洲區所擔當的角色只會越
來越重要。

他說：“對於中國的未來發展，例如在推動人民幣國際化
以至一帶一路倡議上，香港擔當著重要的角色。每天見證
著香港與時並進，令我們感到振奮。香港是個非常適合工
作和生活的城市，交通四通八達，美食和戶外活動隨處可
找。香港是在區內作商務旅行的高效樞紐，這一點對我來
說最為重要。”

彭博於1993年進駐香港，至今已發展到在中環設有兩個
辦事處。他們最近在香港完成了籌組一支龐大的數碼團
隊，為 Bloomberg.com、其最新的流動客戶程式，以至
其在亞洲採用的多個社交媒體渠道管理及製作網上新聞內
容。此舉是為了在區內提供一如既往、高質素且引人入勝
的內容。

彭博媒體集團國際董事總經理 Parry	Ravindranathan 表
示：“我們採取的數碼為先策略令我們能傲視同群，而且
我們也得以鞏固本身在亞洲作為國際商業新聞提供者的領
導地位。”

公司最近全新成立的全球性分支彭博科技已正式面世，業
務覆蓋數碼、流動、電視、電台及印刷媒體，以至現場活
動，充分展示了彭博的跨平台優勢。此外，他們剛推出的
流動應用程式，以嶄新介面帶來更佳的多媒體效果。

Ravindranathan 補充說：“目前，我們在亞洲的分社中以
香港規模最大，顯示出香港作為商業和金融中心的實力。
香港也是通往中國內地的門廊，全世界都日益關注這個地
區的動向。從聘用人手的角度來看，香港擁有優秀的人
才，因為媒體生態得到頂尖的大學和世界級的傳理系課程
支持。”

他特別強調，如同其他行業一樣，科技為傳媒行業帶來巨
大的革新壓力，但亦同時為願意接受改變的作業者帶來機
遇。他認為香港是透過實驗和創新捕捉這個大趨勢的理想
地方。

他說：“香港是全球流動裝置滲透率最高的地區之一，難
怪我們十分大量的新聞內容都是經過流動裝置閱覽。香港

彭博媒體集團

‧		於1993年首次在香港成立辦事處
‧		其香港分社在亞洲規模最大，最近亦在本港建立了
龐大的數碼業務

‧		在亞太區的流動裝置讀者人數按年增長大概三成七

bloomberg.com

彭博拓展在香港的 
數碼業務
隨著科技逐步改變傳媒行業的面貌，
一個隸屬全球性商業及金融資訊與新
聞提供商的媒體部門預計，通過不斷
的數碼創新，會帶來強勁的觀眾人數
增長

https://www.bloomberg.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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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rtoz 說：“我曾經親自為朋友以 V-ZUG	Combi-Steam
二合一蒸焗爐烹調五花腩，以攝氏62度慢烤72個小時。
把設定調校好後，整個烹調過程完全自動化，經過三天
的慢烤烹調即可輕鬆上菜。慢烤過程看似複雜困難，其
實非常簡單卻味道出色，令大家充滿驚喜。”

他進一步指出這款焗爐能透過精準的濕度和熱力分佈，
無需油炸也可以烤焗出金黃酥脆的中式菜餚，譬如春卷。
但有鑑於本地菜式非常著重獨特的烹調技巧，V-ZUG 仍
特別為亞洲市場獨家開發了一系列氣體煮食爐。

V-ZUG 引進香港的其他主要產品還包括一款名為
Refresh	Butler 的全球獨創的衣物護理系統，據資料提
供，這產品特點是能以光催化作用和蒸氣技術除皺、除菌
以及乾衣，有助降低乾洗的需要，從而減少衣物纖維受
當中涉及化學物質的損害。

Bertoz 去年舉家移居香港，一直非常享受新居生活。他
說：“香港是一個充滿活力的繁華城市，商業活動十分活
躍。另一方面，只需短短20分鐘車程，即可投入一片綠
油油的郊外環境之中。這種環境在世界上獨一無二。”

瑞士家庭電器品牌 V-ZUG 最近在銅鑼灣開設香港首間
ZUGORAMA 陳列室，讓顧客親身感受瑞士科技如何可
以改善家居生活。

大中華地區總裁 Alberto	Bertoz 指出香港除了本身是一
個重要的市場，亦是亞洲區一個帶動潮流的地方，所以
進駐香港有助提升品牌知名度。他說：“香港一直在亞洲
區產生燈塔效應，而我們相信它在未來將繼續會發揮這
個作用。在亞洲成功發展的豪華品牌，無一不先在香港
取得成功。”

陳列室的場地包括一個客廳和一個附設開放式廚房的用
餐區，開設至今舉辦了數十場活動，向發展商及消費者
展示多款高科技廚房設備可以製造出的效果。在與陳列
室相連的辦公室，員工負責銷售和推廣、客戶服務和支
援，以及公司在大中華區業務的管理和財務。

Bertoz 說：“我們的陳列室現已準備就緒，積極配合具備
品味與經驗的廚房設備經銷商，讓他們了解、辨識及推薦
品牌和產品的價值。”

V-ZUG 現時於香港與上海設有陳列室，以專注於發展大
中華市場業務，兩年後再進軍亞洲其他地區。

Bertoz 強調 V-ZUG 的目標不僅是把產品出口到海外，而
是希望在任何市場都能以瑞士科技滿足顧客的需求。

公司亦把 V-ZUG 美食學院帶進香港市場，通過定期舉辦
活動幫助客戶做出選購決定。香港美食學院的廚師正著
手以品牌一貫注重細節和瑞士完美主義的傳統，研究如
何細膩體現中國食譜。

以瑞士創新意念提升亞洲家居生活
瑞士家庭電器品牌 V-ZUG 希望借助香港作為進駐亞洲市場的跳板

V-ZUG

‧		於2016年年底在香港開設了第一個陳列室
‧		為亞洲市場獨家研發了一系列氣體煮食爐
‧		計劃於往後兩年專注於發展大中華市場業務

vzug.com

“ 香港一直在亞洲區產生燈塔效應，
而我們相信它在未來將繼續會發揮
這個作用。在亞洲成功發展的豪華
品牌，無一不先在香港取得成功。”
	 	V-ZUG	
大中華地區總裁	
Alberto	Bertoz

http://www.vzug.com/hk/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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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一直吸引不少商務旅客造訪。此外，旅遊業是香港主要
的經濟支柱之一，每年來香港過夜的旅客平均人數多達
2,600	萬。這兩項因素都代表著龐大的潛在客戶群。”

他補充說：“香港擁有實力雄厚的銀行業和穩健的法制，
勞動人口工作態度非常積極，是全球最有利營商的環境之
一，而且擁有低稅制和良好的法治作為支持。”

集團現時在13個亞太區市場擁有68個已開業或建設中的物
業項目，並預計於2018年將數目增加至81個。集團在香港
聘有150名員工。為吸引人才配合集團的拓展策略，他們
與本地大學和教育機構緊密合作，吸引具備款待業思維及
訓練的人才加入。

黎志才總結說：“投資推廣署為我們建立了一個平台，讓我
們與在香港設有業務的公司會面，幫助我們更有效率地擴
展業務足跡和銷售網絡。”

品牌革新前，集團以阿瑪瑞的名義在泰國擁有15家酒店，
其後於2008年正式改名為ONYX。時至今天，集團已發展
成為一家多品牌的酒店管理公司，為廣泛旅客和賓客提供
多元化的住宿選擇，當中包括阿瑪瑞、遨舍和莎瑪。阿瑪
瑞是集團發展最為成熟的連銷酒店，不但創造了不少難忘
的入住體驗，而且充分體現了當地文化精神。遨舍為旅客
在旅途中帶來高質素的酒店和度假酒店入住體驗，令旅途

悠然寫意。莎瑪提供一
系列的服務式公寓，致
力締造極致舒適、具生
活品味而且豪華的住宿
環境。現時香港有五家
莎瑪服務式公寓，第一
家香港遨舍衛蘭軒酒店
於2013年開業，也是
集團首家遨舍酒店。
於2017年，ONYX 將
會在香港新增兩家物
業	—	位於北角的香港
莎瑪港島北服務式公
寓，以及位於旺角豉油
街108號的壹零捌館。

憑務實經驗拓展業務
為配合拓展計劃，ONYX 於2010年在香港設立北亞辦事
處，作為集團通往本地和中國內地款待業市場的門廊，此
舉也為集團造就了在此市場發展ONYX 旗下各品牌的機
遇。集團北亞副總裁黎志才指出，他們首個泰國以外的區
域辦事處便是設於香港。他們現時在香港市場已佔有一定
位置，為發展中國內地業務打下非常穩固的基礎。黎志才
解釋：“作為國際金融中心以及通往中國內地的門廊，香

獨一無二的泰式款待體驗
ONYX 酒店集團擁有超過50年酒店管理經驗，旗下營運多家成功酒店， 
足跡遍布13個亞太區市場

ONYX酒店集團

‧		來自泰國，擁有豐富酒店營運經驗，在亞太區經營
多家極為成功的酒店品牌

‧		在香港經營兩大品牌，遨舍酒店和莎瑪服務式公寓
‧		集團現時在13個亞太區市場擁有68個已開業或建
設中的物業項目，並預計於2018年將數目增加至
81個

onyx-hospitality.com

“ 作為國際金融中心以及通往中國內地的門廊，
香港一直吸引不少商務旅客造訪。此外，旅遊
業是香港主要的經驗支柱之一。這兩項因素都
代表著龐大的潛在客戶群。”
	 	ONYX 酒店集團	
北亞區副總裁	
黎志才

http://www.onyx-hospitality.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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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擁有高經濟自由度，令
Level 3這一類跨國公司在
這裡營商尤為容易。”
	 	Level	3通訊公司	
亞太區副總裁	
周力冲

Level	3在美國科羅拉多州的 Threat	Research	Labs 監察
互聯網流量，每天分析大約480億流量會話。

周力冲說：“在這裡設立淨化中心，讓我們能在區內提供
DDoS 攻擊緩解服務。這不僅對我們在亞太地區的客戶有
裨益，也有利於我們全球的客戶。”

Level	3還將其屢獲殊榮的Metro	2.0全球以太網平台和軟
件定義網絡（SDN）解決方案擴展到亞太地區。Level	3的敏
捷以太網平台在香港、東京和新加坡各有兩個接入點，企
業可以從這共六個區內的接入點進入平台。隨著雲端運算
技術崛起，管理員將需要更靈活而具效率地處理大量流量
負載，所以這項新部署十分有必要性。

Level	3的以太網服務，以2	Mbps 至6	Gbps 的靈活帶寬選
擇，覆蓋全球超過290個市場。

Level	3通訊公司現時在銅鑼灣設有銷售辦事處，也於柴灣
和將軍澳設有兩個營運點。

香港擁有成熟發展的資訊及通訊基建，對本身作為國際金
融中心的地位極為重要，也是吸引跨國企業來港設立區域
總部或區域辦事處的一大因素。

Level	3通訊公司亞太區副總裁周力冲說：“我們的業務遍佈
亞太區10個國家，而香港是最主要的營運據點。”Level	3
通訊有限公司（NYSE：LVLT）是一家《財富》世界500强公
司，為企業和運營商客戶提供全球通信服務。Level	3通過
一個全球性的服務平台為60多個國家中超過500個市場上
的客戶提供服務，同時在三大洲鋪設了自有光纖網絡並連
接廣泛的海底設施。

Level	3於2004年進駐香港。周力冲指出香港之所以成為
其亞洲區業務重地，當中有三大原因，他說：“首先，香港
具有發達的電訊基礎設施，由多條海底和地面光纜連接。
其次是香港是許多跨國公司客戶的區域基地，也是進入中
國大陸的主要門戶。第三個原因是香港擁有高經濟自由
度，令 Level	3這一類跨國公司在這裡營商尤為容易。”

在2017年，Level	3將其 DDoS 攻擊緩解方案和其軟件定
義網絡（SDN）解決方案擴展到亞太地區。

周力冲說：“我們的企業客戶正在經歷數碼轉型，加速了對
安全和敏捷網絡解決方案的需求。我們正擴展在亞太地區
的服務，在客戶的數碼轉型之旅上為他們提供支援。”

Level	3通訊公司於歐美設有八個淨化中心，而在一月，他
們分別於香港、東京和新加坡共增設了三個。Level	3抵禦
DDoS 的容量高達每秒4.5	Tbps（太比特 / 秒），能夠應對
大規模的攻擊，幫助客戶業務恢復正常運作。這項服務將
不受營運商限制，並將所有客戶的流量都導入 Level	3設
置在全球各地的淨化中心進行淨化，再通過專用網絡或互
聯網將合法流量回流。

Level 3通訊公司

‧		於2004年進駐香港，借助香港作為亞太區的營運
指揮中心

‧		最近在亞太區增設了三個淨化中心，其中一個位
於香港

‧		將其屢獲殊榮的Metro	2.0全球以太網平台和軟件
定義網絡（SDN）解決方案擴展到亞太地區，包括
在香港設有的兩個接入點

level3.com

Level 3 借助香港 
優勢強化亞太區服務
總部設於美國的全球通信服務供應商
Level 3通訊公司，最近擴大為亞洲
提供的服務組合，更以香港辦事處作
為指揮中心

http://www.level3.com/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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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團在倫敦、墨西哥城和洛杉磯也分別設有Keshet	
Productions	UK、Keshet	Mx 製作公司和Keshet	Studios。
Keshet 製作過超過90部作品，全部均久經考驗，內容風
格多元化，風靡全球觀眾。Pudney 認為亞洲區的增長潛
力最為龐大。

他說：“全球有三分之一的人口居住於亞洲，我們香港辦事
處的目標是在每個國家都留下足跡。”

Keshet 在中國內地擁有多個合作伙伴。他說：“劇本空間
帶來龐大的機遇，現時我們已有多部劇集正投入製作，在
2017年至2018年期間會面世。”

現時，Keshet	International	Asia 團隊共有四人，Pudney
打算最終將員工數目增加至10人。團隊的主要成員均在業
界擁有15至20年經驗。

你可能是大熱電視劇《暗戰》的劇迷，但卻未必知道這部美
國政治驚悚劇，其實是由以色列劇集《Prisoners	of	War》
（Hatufim）翻拍而成。製作原版劇集的公司Keshet	Media	
Group 於1993年在特拉維夫成立，並在短短20多年間發
展成為跨國媒體集團。他們的足跡已遍佈亞洲多年，不少
亞洲國家都先後改編其製作，例如中國內地的《音樂大師
課》（Master	Class）、韓國版《Spy》、印尼版《Rising	Star》
以及泰國和柬埔寨版《BOOM!》等。

儘管如此，他們直至2014年才落實成立亞洲區總部的決
定，並最終選址香港。

Keshet	International	Asia 主管 Gary	Pudney 解釋：“從地
理上而言，只要在地圖上查看我們的業務分佈情況，便可
看出香港位處於正中央。”從香港前往他經常到訪公幹的城
市，例如北京、上海、新加坡和孟買，一般只需要三至五
小時機程。

他說：“香港的地理位置有助提升效率，而且在這裡設立公
司非常容易。會計人才在香港比比皆是，法制也非常穩健。”

香港辦事處於2015年10月開業，短短數月間已達成多項重
大交易，例如把《Prisoners	of	War》及《Trade	Up》劇集改
編權分別售予印度 Star	TV 及中國中央電視台，另外亦落
實越南版《Master	Class》和柬埔寨版《Rising	Star》的著作
權協議。

Pudney 說：“我們在亞洲區的盈利一年之間有三倍增長。”

除了設於特拉維夫的主要發行和製作支部Keshet	
International 及位於香港的 Keshet	International	Asia，

將娛樂帶給全世界
以色列媒體集團 Keshet International 最近在香港成立亞洲區總部，
作為在區內擴展業務的指揮中心

Keshet International

‧		製作過超過90部作品，全部均久經考驗，內容風
格多元化，風靡全球觀眾

‧		於2015年10月在香港開設亞洲區總部
‧		亞洲區總部開業後，亞洲業務的盈利一年之間有	
三倍增長

keshetinternational.com

“ 香港的地理位置有助提升效率，
而且在這裡設立公司非常容易。”
	 	Keshet	International	
亞洲區主管	
Gary	Pudney

http://www.keshetinternationa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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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手意見，緊貼美食潮流，了解員工的需要，並且趕上
變化萬千的市場環境。”

他補充說：“投資推廣署的協助讓我能夠適時得到有關經營
概念的意見，而他們安排的聯誼活動真的有助擴展人脈，
從而打開新商機。”

現時，集團在香港聘有1,000名員工，當中有九成半為本
地人。他補充說：“香港人非常獨立勤奮，而且求知欲強。”

除了香港之外，和民集團的足跡也遍佈亞洲各地，包括上
海、深圳、廣州、蘇州、新加坡、韓國、台灣、菲律賓和
柬埔寨。至於未來的發展大計方面，桑原正計劃增設更多多
元化品牌，從而擴大顧客層面，趕上瞬息萬變的市場環境。

香港首家以居食屋為概念的和民是一家以“食”為主的居酒
屋，於2001年開業，也是首家於日本境外開業的和民分
店。社長桑原豐指出，由於日本人口和市場面臨萎縮，作
為餐飲集團，他們有必要往海外拓展，進駐具發展潛力的
增長經濟體系。香港不但為集團帶來拓展潛力，更處於鄰
近中國內地的戰略性位置，讓集團能夠獲得有助他們進駐
中國市場的最新資訊。

建立多元化品牌
和民集團旗下經營17家和民、五家針對小商圈的和亭、	
四家供應新派地中海菜的Gochiso 餐廳以及供應三文治和
薄餅的Kitchen	J。此外，集團最近也推出了兩個新項目。
Firebird 是一家日本串燒專門店，設於繁華熱鬧的銅鑼灣；
而饗和民則是一家全新概念的高級日式餐廳，座落於太
古康怡廣場。餐廳由室內設計以至餐牌均由日籍設計師操
刀，大部份食材也是由日本進口。

桑原深明現今食客已不再滿足於“港式”日本菜，而是追求
正宗的日本美食。所以，當他們決定開設饗和民時，便決
定要貫徹日本元素。桑原說：“日本是香港人最愛的消閒
旅遊目的地之一，許多香港人都非常熟悉日本菜式和原產
地。我認為我有必要長駐香港，這樣才能取得來自客戶的

擴闊日式餐飲版圖
和民國際有限公司進駐香港超過15年，成功在香港建立品牌，其下分店數目現已
增加至28家，他們更打算嘗試更多新概念，進一步擴闊業務版圖

和民國際有限公司

‧		於2001年在香港開設首家居食屋“和民”
‧		集團現時在香港開設28家不同品牌的餐廳，並聘
有1,000名員工

watami-int.net	

“ 我認為我有必要長駐香港，
這樣才能取得來自客戶的第
一手意見，緊貼美食潮流，
了解員工的需要，並且趕上
變化萬千的市場環境。”
	 	和民國際有限公司	
社長	
桑原	豐

http://watami-int.net/ch_f/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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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市場高度開放，是新企業開展和
經營業務的理想地點，客戶亦樂於與
我們會面和試用服務。”
	 	RecruitFirst	
顧問總監	
Aviel	Sim

他說：“客戶信賴我們引薦可靠、準備有素的人選；因此，我
們投放時間協助求職者了解市場情況、所應征的公司性質和
職位。”

此外，RecruitFirst 亦充分利用科技來提升工作效率。公司
最近推出了流動應用程式，不但能將用戶連結到其人才資料
庫，求職者更可按自己的要求搜尋職位空缺。

RecruitFirst 的團隊經常到訪本地的大學，以宣揚他們的公
司，並物色新人才。

他說：“在學術培訓方面，香港的大學做得十分出色。我們每
週都遇到很多令我們留下深刻印象的優秀求職者。”

HRnetGroup 的業務網絡覆蓋亞太地區八個國家共10個城
市，令 RecruitFirst 得以在整個地區配對人才。

來自新加坡的RecruitFirst 於2017年1月在香港開設辦事
處，承諾以“快速及進取”的風格，達到“每一天的每一分
鐘配對一位人才”的目標。

顧問總監Aviel	Sim 表示：“這個品牌於四年前在新加坡成
立，經過努力的耕耘，公司很快地上了軌道並錄得盈利，
因此我們認為是拓展海外市場的大好時機。香港市場高度
開放，是新企業開展和經營業務的理想地點，客戶亦樂於
與我們會面和試用服務。”

雖然RecruitFirst 本身是一個年輕的品牌，但公司其實是
HRnetGroup 龐大網絡的一分子。該集團旗下有數個品
牌，其中最著名的是迄立25年、專為多個行業管理級人
員進行配對的HRnetOne。該品牌立足香港市場已有16
年，以服務零售和製藥行業的客戶而聞名。

RecruitFirst 的主要業務來源之一是為求職者配對臨時或
合約制職位，重點行業包括保險和銀行、零售和快速消費
品，以及資訊科技和電訊。

Sim解釋，全球經濟相對波動的情況令更多公司傾向採取
合約制，以根據不斷變化的需求靈活控制員工人數，而求
職者亦越來越願意接受臨時職位。

他解釋：“固定期限合約員工受薪於本公司，我們再將他
們外判給客戶。”

永久職位方面，RecruitFirst 的處理範圍包括初級以至管
理級職位。但 Sim強調，無論是臨時抑或是永久職位，
都不是單靠運氣就能為客戶找到合適的人選。

求賢若渴
新加坡人力資源顧問公司 RecruitFirst 希望把握在香港不斷增長的合約職位市場，
幫助僱主物色合適的人才

RecruitFirst

‧		四年前在新加坡成立，2017年1月進軍香港市場
‧		以正在增長的合約職位市場作為其主要業務來源
之一

‧		隸屬 HRnetGroup，集團業務覆蓋亞太地區八個國
家共10個城市

recruitfirst.com.hk

http://recruitfirst.com.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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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裡有完善的足球場和
比賽場地，而且有許多
已掛靴的世界級球員都
選擇在香港任教。”
	 	鹿特丹斯巴達足球會	
主席	
Rob	Westerhof

他們會至少每兩年一次委派荷蘭籍教練到計劃地點，訓
練當地的教練，再讓他們薪火相傳把“荷蘭足球全攻略”
（Dutch	Total	Football）的知識和技術傳授給當地球員。鹿
特丹斯巴達足球會是首個與中國足球協會和中國國家體育
局緊密合作的海外球會，他們已經在東莞開設了足球訓練
學校，並正籌備於廣州設立辦事處。

球會認為在香港發展機遇良多。Rob	Westerhof 表示：“香
港政府投放了大量資源建立體育設施。這裡有完善的足球
場和比賽場地，而且有許多已掛靴的世界級球員都選擇在
香港任教，鹿特丹斯巴達亞洲和鹿特丹斯巴達育成足球有
限公司將會積極尋求與他們合作。”

足球運動深受香港人喜愛，球迷踴躍入場觀看球賽，支持
心愛的球隊。香港不少青少年和成年人都愛在各區的球場
上鍛鍊球技。這份熱情引起了於1888年成立、以荷蘭為基
地的鹿特丹斯巴達足球會所注意。

為了推動足球運動的持續發展，鹿特丹斯巴達足球會成立
了Sparta	Youth	Academy，培育有潛質的年輕一代球員，
並且將其使命推及至發源地以外的國家和地區。於2016年
年底，球會在香港設立辦事處。

荷蘭鹿特丹斯巴達足球會主席Rob	Westerhof 表示：“經過
三年時間籌劃，作為鹿特丹斯巴達足球會官方代表的鹿特
丹斯巴達亞洲終於在中國內地正式推出鹿特丹斯巴達足球
會青少年足球員育成計劃，並由新設於香港的分公司鹿特
丹斯巴達育成足球有限公司執行。”

計劃涵蓋各個亞洲國家，但會以香港作為指揮中心。
Rob	Westerhof 表示：“鹿特丹斯巴達足球會之所以選擇香
港作為其進軍中國內地及亞洲其他地區的樞紐，是因為香
港能夠提供各類所需的專業服務，包括財務、市場推廣以
至醫療服務、活動管理和體育發展。”

計劃的首個聯賽將於2017年3月開鑼，直至6月結束，橫
跨五個國家。聯賽的參與隊伍分別來自廣東、廣西、江西、
湖南、泰國、馬來西亞、越南、香港及新加坡共15個城市
的足球學院和學校，此外還有來自長沙和武漢的有志球員
加入。預計在未來數年，中國內地和亞洲其他地區將會有
更多城市參與。

鹿特丹斯巴達足球會

‧		於2016年年底在香港成立區域總部
‧		2016年11月在中國內地推出鹿特丹斯巴達足球會
青少年足球員育成計劃

‧		至少每兩年一次委派荷蘭籍教練到計劃地點，訓練
當地的教練

sparta-rotterdam.nl

在亞洲發掘下一個梅西
荷蘭鹿特丹斯巴達足球會在香港成立區域分部，培育新一代球壇新星

http://sparta-rotterdam.nl


15投資案例

“ 香港作為一個重要的全球商業
中心，自然能夠吸引不少傑出
的專業人士，而且香港也有許
多出色的本地精英。香港的人
才庫可謂世界首屈一指。”
	 	以星綜合航運有限公司	
跨太平洋航線副總裁	
容海迅

絡，主要由以星獨立經營，覆蓋跨太平洋、亞洲至地中海 /
黑海和大西洋貿易，增強我們為市場提供的服務。雖然我們
選擇不加入聯盟，但我們不排除與其他公司建立合作關係。”

以星透過掉期、船隻共用協議和箱位交易方式與其他營運商
共同合作。容海迅指出以星航隊的大部分船隻都以租賃方式
取得，以便他們實行“輕資產”營運。

他說：“過去兩年，在營運收益方面，我們的業績一直高於業
界平均水平。”

在2015年，以星邁向70周年。作為紀念活動之一，他們推出
了藝術家貨輪駐留計劃Container	Artist	Residency	01，從超
過一百多位競逐的藝術工作者中挑選出七位，讓他們乘坐以
星的商用貨輪展開旅程，並在旅途上創作藝術品。這些作品
將會在一系列於三個城市舉辦的展覽展出，以香港為首站，
之後會移師到特拉維夫和紐約。其中一些作品會在3月6日於
鰂魚涌的 PARA	SITE 藝術空間拍賣，包括巴塞爾藝術展獲
獎藝術家 Samson	Young 的傑作；所得收益將全數撥捐慈善
機構Room	to	Read。

現今世界瞬息萬變，海陸世界情況無異。去年，以星綜合
航運有限公司進行架構重整，讓遍佈全球各國的辦事處
“更迅速地回應市場所需”。另外，公司來年的整體策略是
“專注於以星已佔有優勢且有利可圖的貿易區”。

以星取消了地區管理職能，以四大業務單位取代，分別為
太平洋地區單位、亞洲地區單位、拉丁美洲地區單位以及
蘇彝士	—	大西洋地區單位。前兩者設於香港，後兩者則
分別設在牙買加的金斯敦及以色列的海法。

跨太平洋航線副總裁容海迅說：“以星的亞太區總部已紮
根香港超過40年。香港辦事處負責管理以星全球業務的
極大部分，超過整體業務的一半。”

現時，以星服務全球120多個國家，在香港聘有約250名
員工。

容海迅說：“香港作為一個重要的全球商業中心，自然能
夠吸引不少傑出的專業人士，而且香港也有許多出色的本
地精英。香港的人才庫可謂世界首屈一指。”

以星對中國政府“一帶一路”倡議下的海上絲綢之路計劃
和香港最近成立的海運港口局抱有極高期望。

容海迅說：“我們當然視香港為‘超級聯繫人’，並計劃維持
及強化在香港的業務活動。我們深信香港海運港口局將繼
續以高效而專業的方式協助船運航線營運，讓各方受益。”

近年，許多主要的貨運公司都組成了聯盟，以便在無需動
用大量資金的情況下，擴大產品組合和服務覆蓋範疇。但
容海迅指以星選擇維持獨立營運。

他解釋：“我們能夠獨立兼更快速地作決定，因此可以按
需要臨時改期或增加掛靠港。我們享有自由度，代表客戶
也能享有自由度。我們最近推了出一個經過重組的高效網

香港作為全球主要貨運港口優勢難以取代
以色列運輸服務供應商以星於架構重整後將四大區域業務單位中的兩個交由
香港辦事處管理

以星綜合航運有限公司

‧		於40多年前在香港設立亞太區總部
‧		於2016年進行架構重整後，將四大區域業務單位
的其中兩個交由香港辦事處管理

‧		服務120多個國家，香港辦事處負責管理超過以星
整體業務的一半

zim.com

http://www.zim.com/pages/default.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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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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國
Ekimetrics 顧問及數據分析

French	Allure 時裝批發 / 零售

Kello	Labs	Ltd 睡眠科技及物聯網

德國
a.Hartrodt 物流及運輸

印度
Accelerate 科技教育

印尼
Fivelements 保健行業

愛爾蘭
Axiom 招聘

以色列
Keshet	International 娛樂

以星綜合航運有限公司 運輸

意大利
Trip	Guru 旅遊

日本
和民國際有限公司 餐廳

中國
香港新東方廚藝培訓 廚藝培訓

紐西蘭
KorumLegal 法律服務

菲律賓
快樂蜂 快餐店

新加坡
御寶飲食集團 餐廳

RecruitFirst 招聘

Reste	Laboratories	Pte	Ltd	 醫學實驗室

公司 行業

瑞典
moreganic	Sweden 食品及飲料

瑞士
V-ZUG 家居設備

泰國
ONYX 酒店集團 款待業

荷蘭
Fruit	for	You 辦公室水果配送

鹿特丹斯巴達足球會 運動

土耳其
Gino	Monti	HK	Ltd 真皮貿易

英國
Imagesound	Group 零售及款待音樂方案

Nelian	Holdings 旅遊及奢侈品零售

創智教育 招聘

ZEDRA 信託、企業及基金行政管理
服務

美國
彭博媒體集團 商業及財經信息

E.P.	Miller 攝影

Epsilon	Venture	Partners 科技風險投資者

Go2Group 軟件技術解決方案供應商

Level	3	通訊公司 通訊硬件

http://e.weibo.com/investh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