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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戶簡介
澳大利亞

Shirlaws Group旗下的多間公司專門為私營企業

涵蓋一般企業到國際品牌，以至中小企業和創業

提供有關業務增長、融資及退出業務的建議。

家。通過對新興企業提供企業培訓和顧問服務的

集團透過一系列培訓、咨詢、輔導、指導和協

混合模式，集團的目標是與各行各業的總裁和高

助，幫助一眾行政總裁和企業管理者建立可持續

級管理團隊合作，幫助他們找出阻礙他們發揮其

增長的重要基礎，並為其提供實現願景的機會。

全部潛力的隱患。

自1999年以來，Shirlaws服務了數以千計的客
戶，業務覆蓋10個地區，現在全球擁有超過120
名員工。

企業培訓及顧問
shirlawsgroup.com

Shirlaws Group於香港成立Shirlaws Asia，成功
進駐亞洲市場。集團的顧問來自各行各業，背景

開曼群島

TTB Partners Ltd（TTB）是由TT Bond Partners

成，當中有成員擁有超過60年的金融和咨詢服務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的小型咨詢及投資公司，專

經驗，同時，公司能利用投資合作伙伴的全球網

門從事跨境交易流程領域，主要為尋求西方資產

絡來尋找專有交易流。

和投資產品的亞洲資本提供支援。TTB利用其獨
特的全球關係網絡，為其關係緊密的合作伙伴提
供量身定制的併購咨詢、基金和融資服務，以促

金融服務
ttbpartners.com

進東方資本向西方流動。香港與內地和歐美國家
有著緊密的聯繫，自然是抓緊有關機遇的最佳
地點。公司的團隊成員由經驗豐富的專業人士組

智利
7Colores是智利最大的葡萄酒集團之一Chilean

同時，公司還推出了以六種智利超級水果釀製而

Grape Group（前身為Empresas Lourdes）所成

成的非酒精果汁Frutos Rojos，一杯Frutos Rojos

立的零售公司，專注於研製創新及富有價值的產

所含的抗氧化物便比一杯Cabernet Sauvignon要

品。公司於最近推出了一個標誌性葡萄酒品牌，

高出60%，與WINEBEER同樣是100%天然。

其調配方式乃市場前所未見，並具有強烈的釀酒
學概念。 此外，經過四年多研究，公司推出正在
申請專利的WINEBEER，結合了釀製葡萄酒、啤
酒和氣泡酒的元素，不但使用了100%純天然成分

葡萄酒製造商
7coloreschilewine.cl
winebeer.cl

更是低熱量，而且不含麩質。7Colores目前是世
界上唯一能釀製WINEBEER的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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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國

迪比卡科技有限公司於1994年在香港成立，為德

香港積極進取的勞動人口、利於營商的環境和行

國DBK Group旗下的成員公司。迪比卡科技有限

政架構均有助於公司達致成功。此外，公司在香

公司以香港為亞洲區域總部，另於廣州、上海和

港生產的產品符合CEPA的原產地要求，因此能以

重慶設有辦事處，專門從事設計、製造及向全球

零關稅出口產品至中國內地。

各大行業銷售恆溫管理解決方案，並在香港本地
擁有強大的研發及製造能力。一直以來，公司致
力穩步提升旗下所有製造廠的自動化水平，其產品

電子元件及控制技術
dbk-cn.com

更獲廣泛應用於發電、電訊及交通運輸等行業。

希臘

Levant Foods是一家專注於採購、進口、推廣及
分銷優質東地中海食品的公司。公司將總部設於
香港，以便拓展香港和澳門的業務，除了為批發
商以及酒店、餐廳和餐飲從業員等提供服務外，
公司還與其他地區的分銷商合作，務求將品牌引
入各大市場。
公司的採購模式以“健康地中海”、“食品服務解
決方案”及“清真食品”三大方向為基礎，這些理

印度

念代表了公司在相應採購市場的機遇和優勢。
此外，公司亦向其分銷伙伴以及廚師、餐廳經理
和超市採購員等終端用戶提供市場推廣和銷售支
援，並提供公司採購範圍內的專屬產品採購服
務。

食品進口及分銷
www.levantltd.com

OkSir於2015年成立，是個按需實時運行的網上

自8月於香港進行測試發佈以來，OkSir已向廣大

交易平台，其流動應用程式能將顧客與專業的服

自由工作者提供了數百個就業職位，至今已有逾

務人員無縫地聯繫起來。目前，這個應用程式提

6,000家認證供應商使用這個應用程式提供各式各

供超過300項服務，並在全球擁有逾50,000名註

樣的工作機會。這手機程序是獨一無二的，因為

冊供應商。

它能透過指定的工作地點和價格等來配對工作和

公司創辦人兼行政總裁 Arun Kapoor於兩年間將

供應商。

平台的覆蓋範圍擴大至印度五個城市，並於今年

自由職業配對平台

將業務拓展至香港，成立其亞洲總部。香港總部

oksir.com

的使命明確，除了為高技術自由職業者提供更多
就業機會、提高生活質素外，亦致力加強香港作
為國際科技創新樞紐的形象。

意大利

GIVI ITALIA S.R.L.（意大利）創立於1989年，

宴會用品、餐具和裝飾品。公司在香港設有一個

出口意大利及歐洲知名的宴會用品。公司為利用

貨倉，現計劃在內地另建一個，以支持日益增長

香港作為發展國際業務的基地，並管理旗下品牌

的需求，並充分利用船上交貨（Free on Board）

Givi Italia的銷售和推廣工作，GIVI ITALIA S.R.L

的優勢，將產品從內地運送到世界各地。

於2015年成立分公司 Givi Italia International
Ltd.，該公司目前以亞太地區和中國內地為主要
目標市場。

進出口商
giviitalia.com.hk

GIVI ITALIA S.R.L.是一家信譽優良的公司，
25年來設計出各式不失傳統，又富現代感的精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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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imex International Ltd.是貨運代理公司

更廣大的市場。公司團隊能按客戶的需要，提供

Maimex Srl於香港新成立的附屬公司。Maimex

度身定造的服務和解決方案，其空運服務、特快

Srl創立於1977年，憑藉其逾40年經驗，公司已

船運及貨物解決方案都以縮短交付時間以及達至

發展成為國際領先物流企業，專門提供各種綜合

最佳的時間管理效果為運作宗旨。Maimex計劃於

服務，例如集運、上門送遞服務、掛裝、樣板急

2019年之前在上海和廣州成立新辦事處。

件、清關，以及範圍遍及全球各地的貨運服務。
Maimex銳意透過香港在亞太區建立新網絡，務求

物流及供應鏈管理
www.maimex.it

將經濟實惠而且便於使用的優質貨運服務推廣至

Padus Consulting（HK）Limited 是意大利拿坡

時，公司正積極拓展其於歐洲、亞洲、非洲、北

利咖啡品牌Caffè Borbone在亞太區的銷售代理

美洲和南美洲的分銷網絡。

商。Caffè Borbone成立已有20年，其產製咖啡的
技藝及品牌皆以家族傳承形式交託予下一代。除
了烘焙優質咖啡豆外，Caffè Borbone亦致力製作

咖啡及咖啡機銷售
padus.hk

咖啡粉囊和咖啡膠囊，更有出產自家咖啡機。現

日本
大正製藥株式會社在日本已有超過100年歷史，

組，力求為客戶提供更佳的服務，並持續為香港

旗下兩間附屬公司香港大正製藥（力保健）有限

社會作出貢獻。

公司及Hoe Pharmaceutical (H.K.) Ltd.於2017年
10月合併。

製藥
www.taisho-holdings.co.jp

大正集團致力於製造和提供優質的藥品和保健產
品，藉以回饋社會。為鞏固集團在市場上的競爭
優勢和進一步拓展業務，大正於最近進行業務重

中國內地
慕容控股有限公司為中國領先沙發生產商，集團

MorriSofa大陸地區旗艦店設於上海徐匯中心商

業務包括出口優質布質及皮製沙發至美國、英

圈，併計劃於本年度11月開幕，冀望以此進一步

國、澳洲等海外市場。今年，集團旗下開設全新

拓展旗下軟體沙發及配套家具的全球營銷網絡，

零售品牌MorriSofa，主力拓展香港及國內家具零

研發優品，回饋市場。

售市場。品牌MorriSofa的首間亞太地區旗艦店置
於香港灣仔。

沙發及家具製造生產、出口及零售
morrisofa.com.hk

MorriSofa 旗下產品由意大利知名建築師 Giovanni
Cagnato領導。該公司還開發了多功能沙發產
品，包含休閒角度調節、藍牙音響、手機無線充
電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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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

鑑於北亞地區對公關顧問和項目執行服務的需求

公司於2009年成立，業務由其位於新加坡、緬甸

日益增長，總部位於新加坡的精品傳訊公司睿思

和香港辦事處的36名員工統一營運。因此，在籌

新銳咨詢因而於香港成立辦事處。

辦區域活動時，公司能就活動的安排和管理為客

公司於最近任命客戶總監Phoebe Sou掌管新成立
的香港辦事處，她在大中華地區及紐西蘭擁有逾
十年的戰略傳訊、公關，以及企業聲譽和持分者

戶提供靈活彈性。香港辦事處現時主要客戶包括
來自科技，如Digital Realty及Internet Society、
生活時尚、旅遊和酒店業。

關係管理經驗。除了Sou外，加入新加坡總部已

公關及市場推廣

有四年的高級客戶經理Joel Lah亦被一同調派到

ricecomms.com

香港。

新康膳於2016年在新加坡創立，公司的誕生源自

責制訂每一天的美味餐單，包括西餐、亞洲菜和

創辦人Catherine Lesselin意識到小童在學校缺乏

素食，更不含味精、染色素、添加劑、加工或油

健康美味的膳食。這位來自法國的兩子之母因此

炸食品。為提升學校膳食中的營養，公司所使用

萌生創業念頭，並決定於2017年將業務拓展至香

的食材均經過精心挑選，而且由值得信賴的合作

港。

伙伴供應，保證優質新鮮。

由於家長對食物的質素甚為關注，新康膳致力每

健康飯盒供應服務

天向學校提供新鮮烹調的健康美味飯盒。公司邀

thenewluncher.hk

得米芝蓮星級名廚Emmanuel Stroobant主理，負

斯洛文尼亞
Iskra d.d.是於全球享負盛名的智能工業解決方案

Iskra d.d.的客戶中不乏全球性大型公司，

及嶄新電子技術產品供應商，並且是在配電、傳

當中包括Alstom Grid、Bauknecht、B/S/H、

輸，電力線通訊和能源相關解決方案之過程自動

Eaton、伊萊克斯、Hager、LG Electronics、

化、通訊及安全系統領域中，規模最大的斯洛文

Miele、Renault、西門子及惠而浦等。

尼亞公司。憑藉70多年的經驗和傳統、廣泛的知
識基礎及全球市場覆蓋，即使是最艱鉅的項目，
公司亦能為其提供有效的解決方案。

電子技術產品及智能工業解決方案
www.iskra.eu

除了幫助客戶改進現有的技術應用外，Iskra亦致
力於為客戶引進在能源管理系統及無功功率補償
方面的新科技、以交通優化為重心的智能城市解
決方案，以及優質電子技術組件。

台灣
丸•茶手作於2016年在香港成立。作為一個新興

秉持著台灣人對珍珠奶茶的用心，堅持創作，

的茶飲品牌，更於今年9月有幸被《新假期》周刊

丸•茶手作推出一系列獨有的珍珠口味，這份用

評為全香港最優秀的珍珠奶茶。

心和毅力得到了許多香港人的認同及肯定。

結合著傳統手工製作珍珠，無添加防腐劑以及濃

丸•茶手作致力在香港普羅茶飲文化，同時，為

郁的茶香和奶香，丸•茶手作呈現出獨一無二的

味蕾和視覺注入豐富色彩。

珍珠奶茶，背後是在香港生活的台南人所製作出
來的獨有茶飲風味。

餐飲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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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里雲互聯有限公司成立於2016年，提供客戶

CloudMile是 Google Cloud 策略合作伙伴，擁

在雲端管理應用的顧問及設計服務，並協助客戶

有數十人的技術團隊包括Google認證的雲端設

使用機器學習（Machine Learning）演算法及大

計師（Cloud Architect）、 數據工程師（Data

數據分析技術。目前提供的服務包括前期的商業

Engineer） 及擁有豐富經驗的機器學習專家，是

模式顧問、架構建置規劃、概念驗證（Proof of

亞洲首屈一指的人工智慧雲端設計商。

Concept）、導入及服務上線後的技術支援。
客戶包括金融、媒體、Adtech、高科技、傳統
製造業、EC、遊戲及 IoT 產業。

mile.cloud

胡同燒肉在台發展已有10年歷史，是名列台灣的

台灣的胡同燒肉深受香港旅客歡迎，更是香港旅

高級燒肉餐廳。燒肉店裝潢以傳統中國風為主，

遊指南經常介紹的台灣美食。為了讓更多的香港

提供精緻日式燒肉。胡同都有一個吧台式的服務

客人能品嘗日式燒肉，故最近在香港開設首間分

餐枱，拉近與食客的距離，並可親眼看到廚師即

店，並計劃在三年內擴展至三間分店。

席烹調的過程。堅持、用心、熱情、創新，是胡
同燒肉想傳達的訊息與概念，以最堅持的態度，
提供顧客最衛生、最頂級的食材。

荷蘭

雲端技術

餐飲業
hutong.com.tw

Bleckmann源於荷蘭及比利時，為歐洲著名的

尚生活品牌的需求。除了致力為客戶提供範圍遍

時裝及時尚生活用品物流公司，專門為頂尖國

及整個亞洲的電子商務、批發和零售訂單履行服

際時尚品牌提供全球訂單履行服務。公司現正進

務外，Bleckmann還提供退貨、整修，以及其他

行全球化擴展，並於英國、美國和香港新設了

如貼標和重新貼標等增值服務。

倉庫設施。公司認為香港是通往亞洲的最佳門
戶。Bleckmann的香港訂單履行中心目前聘有50
名員工，其訂單履行中心為區內最整潔、安全及

供應鏈管理/物流
bleckmann.com

現代化的中心之一，並能完全滿足高級時裝及時

英國

Stufish是頂尖的娛樂設計、建築、活動統籌和製

作網絡，打造具原創知識產權的各式表演節目和

作公司，客戶包括U2、麥當娜、太陽劇團、大連

特色景點，以及為現有的表演節目和景點提供管

萬達及永利渡假村等。為擴大公司在亞太區的勢

理和製作服務。此外，公司亦承接一系列現場娛

力，Stufish與區內領先的奢侈品牌活動及傳訊集

樂活動的創意設計和製作服務。

團Activation Group成立合資企業Stufish Asia，
並以香港為該合資企業的基地。

現場娛樂活動
stufish.com

Stufish Asia主力與房地產開發商、娛樂製作公
司、政府及各大機構合作，並致力透過其全球製

豪華酒店業人事顧問公司The Change Group最

作為香港唯一一間專注於豪華酒店業的人事顧問

近進駐香港，主要是看中亞洲市場對高技能人才

公司，公司對於能在區內展開旅程及分享專長而

日益增長的需求，其香港分部將在全球市場羅致

感到雀躍。

最優秀的人才，並確保為東亞客戶提供英國及歐
洲客戶一直以來享受到同等的訂制服務。

豪華酒店業人事顧問
thechangegroup.com

The Change Group涉獵所有招聘範疇，包括後
場、前台及支援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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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me Out Group於倫敦證券交易所上市，是全

最美好的事物聚集在同一個屋簷下。為鞏固公司

球頂尖媒體及娛樂公司，致力啟發並幫助大眾盡

在亞洲市場的地位，Time Out Group於2017年

情享受所在城市的生活。公司的經營範圍覆蓋39

從昔日的授權合作伙伴手上取得Time Out Hong

個國家108個城市，全球每月受眾人數多達2.42

Kong的直接管理權，務求與公司備受歡迎的網站

億。憑藉世界一流的數碼平台，以及環繞飲食、

達至相輔相成之效，而《Time Out Hong Kong》

音樂、戲劇、藝術、旅遊和娛樂的優質編撰內

雜誌亦已於2017年9月重新出版。

容，Time Out將消費者、品牌和企業與其所在城
市連繫在一起。現在，世界首個完全基於編撰內
容應運而生的飲食及文化市集Time Out Market

媒體及娛樂
timeout.com/hong-kong

正在將這種連繫提升至另一階段，並將各城市中

美國
Alton Aviation Consultancy是一間總部設於紐

由於香港位處策略性的地理位置，加上政府大力

約的獨立小型咨詢公司，由一群於航空與航天業

推動本地發展成為飛機租賃中心，令Alton選擇將

擁有豐富經驗的高級顧問所創辦。Alton為航空與

香港設為亞太區總部，以管理其區內事務。飛機

航天公司提供的咨詢服務貫穿整個行業價值鏈，

租賃行業的龍頭企業皆依靠Alton所提供的財務分

涉獵策略與業務計劃制定、金融交易支援及營運

析、盡職調查、市場分析、市場進入/退出咨詢、

績效提升等範疇。公司的客戶包括航空公司、

飛機估價、再營銷和技術服務。

飛機租賃商、航空製造商、MRO（保養、維修及
翻修）與售後市場服務供應商，服務範圍更廣及
金融和投資界。

航空與航天業管理咨詢服務
altonaviation.com

Proficio為全球網絡安全託管服務供應商，現已

應商，Proficio採取創新方式提供安全託管服務，

發展成為資訊安全事故偵測及應變服務的領導企

幫助機構防禦高危網絡威脅，並滿足監管法規

業。公司成立於2010年，致力提供全面的網絡安

要求。

全服務，包括資安事故偵測及應變、專業評估與
咨詢服務，以至採用完全託管或共同管理模式的
安全營運中心服務方案。Proficio於聖地牙哥、新

網絡安全託管服務供應商
proficio.com

加坡和巴塞隆拿設有網絡安全營運中心，能為客
戶提供全天候監控、預早警報和即時處理網絡攻
擊事故服務。作為新一代的網絡安全託管服務供

ScoolSmart 是全球首個全定制多語言應用程式

ScoolSmart 以用家角度出發，設計了簡單易用的

兼智能SIM卡學生證，專門整合及促進校方、家

平台，去連接目前分散及過份依靠紙張的學校，

長、老師和學生之間的溝通。除了學校及校巴出

家長，老師和學生的生態系統。除了由 Aquitaine

席記錄、單觸式授權功能和開學電商平台外，應

Investment Advisors Ltd 提供的創業資金以外，

用程式還提供獨特的付款方案，並保證儲存在其

香港公司也由創始人的資本支持。

所在司法管轄區內的數據完全保密。ScoolSmart
創立於香港，並將在此推出全球推廣活動，以徹
底改變校園生態系統，使通訊更快、更智能和更
節省成本。為加強應用程式的效能，ScoolSmart
目前正在進行研究開發，以納入增強實境、人工
智能和區塊鏈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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軟件應用開發與技術
scoolsmar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