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資推廣署雙月通訊

2016年1月

物聯網

醫療科技

金融科技

數據分析

2016 StartmeupHK 創業節
（1 月 23 至 30 日）
投資推廣署正積極籌辦於1月23至30日舉行的
StartmeupHK創業節，以推廣香港的創業生態系統
創業節為期一週，焦點將集中於1月26日由投資推廣署主辦的
StartmeupHK創業論壇，屆時將有著名的創業者及投資者，包括 Fritz
Demopoulos、Fred Mouawad、Mitch Presnick、Eric Gnock及 Paul Tomes
等出席，他們將會分享創業的心路歷程、成功例子及個人意見。
investhk.gov.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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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創業節將重點推介以下四個新興行業：

數據分析
金融科技
香港是世界的主要金融中心之一，不難發現有
愈來愈多的金融初創企業正在簡化業務流程，它們更
不時推出顛覆傳統金融機構的產品和服務。為了展示這
裡最新的尖端創新技術，NxtBnk和 Fintech Hong Kong
合辦 FF16，亞洲最大的金融科技比賽、會議、分組高峰會
議及行業獎項等，以作為 StartmeupHK創業節的組成部分。
40家金融科技初創企業可在創業村免
費展出，而其中24家初創企業將可
向銀行家、科技人才、企業家、
2016年1月25-26日
風險投資家和設計師展示他們的
香港中環
經營理念和運作模式。

數據分析已徹底改變企業了解客戶的途徑，並對大型和
小型公司產生了重大的影響。在2014年，畢馬威會計師事
務所在香港成立了 Insights Lab 作為全球性的虛擬研發中
心，以拓展其數據分析方案組合，
協助客戶發掘數據的價值。
畢馬威會計師事務所是
2016 StartmeupHK 創
數據分析
業節的合作夥伴，協
2016年1月23-29日
助企業和初創公司利
香港銅鑼灣軒尼詩道500號
用 Insights Lab 理 解
希慎廣場23樓
數據背後的意義。
香港中環太子大廈8樓
KPMG Insights Centre

鴨巴甸街35號元創坊
︎ ww.fintechfinals.com
▶︎w

全球領先的銀行設計、創新及
創業專家還會分享他們的意
見，以及參與特別的小組峰會。

由畢馬威會計師事務所
舉辦的數據分析會議將討
論全球有關數據分析的私
隱問題和案例，並提供專家
意見。

「轉變中的商業模式」
研討會
2016年1月26日
下午2:00時－6:00時
香港銅鑼灣軒尼詩道500號
希慎廣場23樓

物聯網
由 Brinc物聯網中心主辦的 LAUNCH物聯網
會議旨在促進新一代物聯網硬件企業的發展，以及
展示香港作為超級聯繫人的角色及頂尖的物聯網創業
樞紐。
該會議包括一個全球性物聯網比賽，
目的是吸引來自主要創業樞紐的物聯
網創新企業家，協助他們發掘香港的
獨特優勢，利用香港作為實驗室來開
發和驗證他們的產品、作為展示櫥窗
及作為通往國際市場的跳板。

2016年1月27-28日
香港中環
鴨巴甸街35號元創坊
▶︎l︎ aunch.brinc.io

已確定出席活動的投資者及講者包括
Indiegogo 總監（硬件、設計及技術）Ben
Bateman、利豐集團行政總裁馮裕鈞、Fresco Capital合夥
人 Allison Baum、Misfit 行政總裁兼創辦人 Sonny Vu 及
Brookstone Company總裁兼首席執行官 Tom Via。
屆時還有物聯網創業村、研討會、網絡會議及比
賽。獎品包括資金及有機會加入 Brinc創業
加速器計劃。

請即登記以獲取更多最新資訊：
www.startmeup.hk
www.facebook.com/startmeuphk
#StartmeupHK

醫療科技
醫療科技會議 Health Tech Asia是亞洲首屈
一指的醫療科技比賽。出席者將有機會與創業村
內十多家醫療初創企業的創辦人及成員交流對話，
以及觀看他們於 AIA Nest醫療科技演示比賽中互相
較量。每位創辦人會有五分鐘的時間參與演示，介
紹自己的創業經歷，以及其創新
業務如何改變生活或幫助
身邊的人。出席者亦可
2016年1月29日
與醫療科技的創新思想
領導者、專家和企業家進
香港中環
鴨巴甸街35號元創坊
行互動。
︎ ww.digitalhealth.asia
▶︎w
由友邦保險、香港生物科技協
會、香港醫療及保健器材行業協
會及香港科研製藥聯會舉行的醫療
科技會議 Health Tech Asia 將介紹最
新的健康科技發展，並邀得在醫療科技
領域具創新成就的人士出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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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1月

2月
日本東京

2016 StartmeupHK 創業節

埼玉亞洲會議

香港
2016 StartmeupHK創業節 ─ 數據分析示範

1

此活動將展示畢馬威最先進的數據分析實驗室，並就數據隱

23-29 私提供專家意見和討論，以及分享世界各地的數據分析案例。

地點：埼玉商工會議所
主辦單位：埼玉縣政府

地點：香港銅鑼灣軒尼詩道500號希慎廣場23樓
主辦單位：畢馬威
︎ ww.startmeup.com.hk/kpmg
▶︎w

香港
2016 StartmeupHK創業節 ─ FF16
（金融科技活動）

俄羅斯聖彼得堡（2日）、莫斯科（3日）
農曆新年酒會

2-3

地點：香港元創方
主辦單位：NxtBnk、Fintech Hong Kong

英國倫敦

▶︎www.startmeup.com.hk/ff16

“Taking Your Business to Hong Kong”Event

4

2016 StartmeupHK創業節 ─ 2016 StartmeupHK創業論壇
StartmeupHK旗艦會議，包括具啟發性的主題演講及小組
討論。

26

此項活動向英國企業提供如何在香港設立及經營業務的資訊。
地點：倫敦金絲雀碼頭加拿大廣場8號（HSBC, 8 Canada
Square, Canary Wharf, London）
主辦單位：投資推廣署及滙豐控股有限公司

主辦單位：投資推廣署

拉脫維亞里加

▶︎www.startmeup.hk/forum

農曆新年酒會

香港

待定

2016 StartmeupHK創業節 ─
「轉變中的商業模式」研討會

香港
2016 StartmeupHK創業節 ─ 物聯網峰會及 Brinc物聯網
全球創業比賽

日本東京
香港商務研討會

19

研討會將推介紹香港作為中國和亞洲地區總部的優勢，包括
當中的機遇、全球競爭力，以及有關「企業財資中心」的最
新消息。演講嘉賓將提供實用的意見和前瞻，並附以香港、
中國及亞洲的企業投資案例。

地點：東京明治記念館
主辦單位：投資推廣署

由 Brinc主辦的消費類物聯網峰會為期兩天，參加者可探索
27-28 了解和掌握建立一間物聯網初創企業的所需資訊，以及如何
開發、製造及分銷新產品。參加這項比賽的申請者將有機會
獲得資金及加入 Brinc的加速器計劃。

地點：香港元創方
主辦單位：Brinc
︎ ww.startmeup.com.hk/launch-consumer-iot-summit
▶︎w

酒會旨在促進香港與俄羅斯的雙邊關係。俄羅斯公司藉著香
港的服務平台，將業務有效地擴展至中國內地和亞洲。

地點：拉脫維亞里加 Gallery Park Hotel
主辦單位：Baltics-Hong Kong Business Association

地點：香港銅鑼灣軒尼詩道500號希慎廣場23樓
主辦單位：畢馬威
︎ ww.startmeup.com.hk/kpmg
▶︎w

英國愛丁堡
農曆新年酒會及「在香港經營業務」資訊研討會

25

此獨一無二的活動為英國企業提供一個聯誼的機會，以及在
香港的營商資訊。

地點：Edinburgh Centre for Carbon Innovation, High
School Yards. Edinburgh EH1 1LZ
主辦單位：投資推廣署及香港駐倫敦經濟貿易辦事處

香港
2016 StartmeupHK創業節 — 醫療科技會議

29

酒會旨在促進香港與俄羅斯的雙邊關係。俄羅斯公司藉著香
港的服務平台，將業務有效地擴展至中國內地和亞洲。

地點：聖彼得堡 Renaissance Baltic Hotel（2月2日）、
莫斯科 Renaissance Moscow Hotel（2月3日）
主辦單位：香港貿易發展局

此活動是亞洲最大型的金融科技初創企業比賽，其中將包括
25-26 大型會議、峰會及頒發行業獎項等活動。

香港

是次論壇將集中討論香港具透明度的立法體系及低稅制，以
及將香港定位為全球金融和物流的樞紐。投資推廣署代表將
於研討會上發言。

醫療科技會議的對象是提供創新解決方案的企業。它們致力
尋求新方法以改善和維持健康、鼓勵人們擁抱健康生活，並
協助他們作出明智的選擇。

地點：香港元創方
主辦單位：友邦保險控股有限公司（AIA）、香港生物科技協
會、香港科研製藥聯會、香港醫療及保健器材行業協會
︎ ww.startmeup.com.hk/health-tech
▶︎w

3月
英國倫敦
第四屆中國商務會議2016

22

此活動將提供有關中國商機的資訊。
地點：QEII Centre, Broad Sanctuary, Westminster, London
SW1P 3EE
主辦單位：英中貿易協會

▶︎www.cbbc.org/whatson/china-business-conference-2016/
由投資推廣署主辦     詳情請瀏覽本署網站：www1.investhk.gov.hk/events

4 專題報導
投資推廣15年

投資推廣署踏入 15 周年
投資推廣署剛慶祝15年的豐碩成果
投資推廣署在2000年7月成立，是香港特區政府的部門之

在2015年12月8日投資推廣署舉辦的周年酒會上，政務司司

一，旨在吸引外國直接投資，以及支持海外及內地企業在

長林鄭月娥女士表示：
「儘管過去15年全球經濟起伏不定，

香港成立或擴展業務。投資推廣署提供免費諮詢及按個別

投資推廣署仍屢創佳績。從投資推廣署成立開始，直到2015

需要的服務，協助企業在香港繁榮的經濟下成功發展。

年11月底，該署已協助了超過3,800間外資企業，它們於開
業或擴張首年內合共投資超過1,010億港元，並同時創造了
超過41,000個新增職位。」
在2015年，聯合國貿易和發展會議首次將香港列為外來直接
投資流入及流出全球第二位，金額分別為103億美元及143億
美元，僅次於中國內地和美國。投資推廣署署長賈沛年博士
說：
「 這顯示香港繼續成為區內及全球外國直接投資的主要
渠道。」
投資推廣署對前景感到樂觀，並計劃了一連串的新措施，以
配合香港在內地「一帶一路」政策下及快速增長的創業生態
系統內擔當的重要角色。

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於投資推廣署舉行的周年酒會上致辭，慶祝
本署15年來在投資推廣工作的卓越成就。

行業焦點 5

資產管理

香港為資產管理行業提供理想發展空間
香港的金融服務諮詢機構已就推動本地的資產管理業務提出建議，
希望為本地創造更多相關工作
根據由金融發展局
（金發局）
於2015年12月發表的研究報
告，香港有很大潛力發展為亞太區的基金分銷中心。三份
報告的研究範疇分別為基金分銷、私募基金投資的稅務問
題，以及為私募基金另訂法律架構。每份報告均藉着業內人
士的經驗和專業知識，深入剖析相關題目，並為政府、監
管機構及業界提供建議，以推動香港資產管理業務的發展。

理想的發展空間
在最新的全球金融中心指數調查中，香港在資產管理類別
排名第三位，在紐約和倫敦之後。香港穩健的法律和監管
框架，加上優越的地理位置及與中國內地的密切關係，能
增強投資者和業內人士的信心，令香港成為首選的營商
地點。
根據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2015年發表的基金管理活
動調查報告，香港的總體基金管理業務在2014年年底達到
了創紀錄的2.3萬億美元。香港的基金管理業務主要來自海
外投資者，佔整體基金管理超過70%的業務。
香港作為（中國大陸以外）人民幣計價產品的全球領先供應
商，也是其基金管理業務增長背後的主要驅動力之一。離
岸人民幣業務在香港的迅速發展證明了這一點。
為了拓展新市場，資產管理公司正努力克服種種困難，而
基金分銷問題是不少公司所面對的主要挑戰。金發局建議
建立更多元化的基金分銷平台，令投資者可以取得更廣泛
的投資選擇，同時協助基金經理解決分銷問題。其他建議

包括提供額外的合適性指引、借助金融科技、優化認識客戶
程序及制訂跨境措施。一些外國例子包括由監管機構牽頭建
立的韓國基金超市，以及起初由政府倡議成立，然後由澳洲
證券交易所開發的 mFund。
政府目前正在檢視的公司型開放式基金稅務框架、就私募基
金的稅務豁免提出建議，以及另訂有限責任合夥架構等舉
措，都有助加強香港作為私募基金中心的競爭力，且有利於
金融服務行業，以及為香港金融服務業創造新職位。
在過去的幾年間，投資推廣署協助了不少資產管理公司在
香港成立。近期的例子包括 MC Asset Management Asia
Ltd、Natixis Global Asset Management及 Edmond de
Rothschild Group等。許多公司認為在香港設立辦事處有助
他們為香港及中國內地的客戶提供另類的實物投資機會。
三菱商事株式會社高級副總裁及資產管理業務部首席營運官
石川隆次郎說：
「香港不但是取得本地資金的門戶，也是從
內地龐大市場取得資金的門戶，繼而在全球投資這些資金。」
三份報告的全文可在金發局網頁下載：www.fsdc.org.hk

歡迎聯絡：
財經及金融務主管   羅寶莊
電話：
（852）3107 1085
電郵：plaw@investhk.gov.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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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資案例

誠品：文學與生活的融合
誠品是台灣從事書店和文化創意產業的知名
企業，自2012年在香港開業以來，目前已
開設兩家誠品，並創造近200個職位

“	我們希望為員工創造具吸引力的職業
發展途徑。我們也歡迎更多人才加入
誠品的團隊，發展集團在香港的業務
及內地的多個項目，更期望員工團隊
能夠與公司一起成長。”
誠品
香港營運總監
蘇源拓

誠品的業務模式一直深受香港市民歡迎。繼2012年在香港
購物區銅鑼灣的商場內開設首間書籍及生活用品的三層零
售據點後，誠品進一步把業務拓展至深受海外與內地旅客
歡迎的尖沙咀。由於香港對來自台灣的產品和手工藝製品
的興趣日益濃厚，誠品的業務發展正好迎合市場需要。誠
品生活尖沙咀店佔地約40,000平方呎，採取複合式的經營
模式，提供多元化的產品，包括時尚飾品、陶瓷、珠寶、
益智玩具、美容產品和食品等。
誠品香港營運總監蘇源拓說：
「兩家誠品所要帶給消費者的
閱讀生活不盡相同，銅鑼灣店為香港其中一家最大、書種
最齊全的書店；尖沙咀店則除了豐富的書籍之外，還引進
超過40個創意生活品牌，讓遊逛者漫遊在書籍與非書籍產
品之間，有更多元化的選擇和互動機會，享受嶄新的閱讀
體驗。」

複合式經營策略
誠品採取複合式經營策略，並為進入香港市場的新品牌提
供良好的平台及場地管理服務，因而成功吸引了很多來自
台灣及海外的零售品牌。

蘇源拓說：
「誠品在創立之初即確立了『複合式經營』的策
略，關注如何『將文化內涵注入不同的空間經營』，因此我
們經營的業務範疇涵蓋書店、畫廊、藝文空間、文創平台
等。」
他補充說：
「閱讀是誠品的根本。我們由閱讀出發，廣義的
對閱讀進行詮釋，希望能將對閱讀的想像延伸至生活各種
面向，將書店的樣貌多元化，也同步向人們推薦一種具有
文化意涵的生活方式。」

吸納人才
截至2015年底，誠品在香港創造了約200個職位，為香港
零售業從業員提供更多的發展機會。蘇源拓表示：
「我們希
望為員工創造具吸引力的職業發展途徑。我們也歡迎更多
人才加入誠品的團隊，發展集團在香港的業務及內地的多
個項目，更期望員工團隊能夠與公司一起成長。」
自誠品在香港開展業務，投資推廣署一直為該企業，以及
由它引進香港的新品牌提供一系列支援服務，包括零售業
資訊、服務供應商資料、海外員工調遷事宜，本地員工招
聘渠道等。

誠品
• 於1989年由吳清友創立
• 在台灣經營43家分店，在香港經營兩家分店，
在中國內地經營一家分店
www.eslitecorp.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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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pag-Lloyd 以香港為據點拓展業務
赫伯羅特（Hapag-Lloyd）慶祝在香港經營20週年，近期更增聘了人手，
並遷往面積更大的辦事處
赫伯羅特（Hapag-Lloyd）
是個國際航運集團，地區總部分
別設於德國漢堡、新加坡、美國新澤西州及智利瓦爾帕萊
索，位於漢堡的全球總部是董事局的發源地。赫伯羅特（中
國）有限公司於1995年在香港成立，負責南中國地區總部
的功能。

萬德豪說：
「隨著網上購物活動及全球電子商務快速增長，
我們更需要發展電子商務解決方案，以便高效地與客戶分享
資訊。由於客戶的需要不斷變化，我們也不斷提升服務以達
到他們的預期。在香港經營業務，能讓我們掌握全球趨勢和
商業慣例，令我們在供應鏈行內的聲譽更超著。」

該公司以集裝箱提供班輪運輸，在深圳、中山、廣州及廈
門設有分支辦事處，在福州則設有一間代表辦事處；
而位於昆明、貴陽、南寧、防城、湛江及海口的代理所提
供的服務，主要滿足雲南、貴州、廣西及海南等省份的業
務需要。

在2015年4月20日，該公司訂購了五艘集裝箱船，每艘船
的容量為10,500標準箱（20英尺標準貨櫃單位），並為冷藏
集裝箱預備了2,100個泊位。這些貨船計劃於2016年10月至
2017年5月之間投入服務。該公司擁有大約175艘集裝箱船，
員工遍及全球117個國家及超過350個地點。

投資推廣署曾為赫伯羅特（中國）有限公司提供協助，其中
包括提供市場資訊、宣傳方面的支援、以及邀請該公司參
與聯誼活動。2015年，赫伯羅特慶祝在香港成立20週年，
並遷往九龍灣 Manhattan Place面積較大的辦事處，以容
納擴充了的員工團隊。赫伯羅特與智利船公司 CSAV合併
以來，已成為全球第四大集裝箱班輪運輸公司。

核心價值
赫伯羅特的服務强調寬容、開放和相互尊重的價值觀，標誌
著165年來世界各地人士和文化成功合作的典範。其核心經
營理念是體察環境及追求可持續發展。

赫伯羅特基金（Hapag-Lloyd Foundation）
現時企業重視社會責任的承擔，而赫伯羅特也不例外。在
1997年，該集團在150週年紀念期間成立了赫伯羅特基金
（Hapag-Lloyd Foundation）
，以支持藝術、文化、科學和
社會事務，特別是漢堡總部。該公司認為多元文化和活力是
大都會不可缺少的元素，也是重要的選址因素。赫伯羅特基
金的獨特之處，在於擁抱傳統觀念的同時，也對當代、非傳
統或實驗性的表演方式有興趣。該基金的活動主要集中在戲
劇、芭蕾舞、音樂和博物館，以及自家開發的項目等。

赫伯羅特（中國）有限公司董事總經理萬德豪說：
「香港是全
球最繁忙的集裝箱港口之一，也是亞太地區海上貿易活動
的中心。香港的自由港地位、低稅率及簡單稅制、優秀的
人才、世界級港口設施是過去20年來推動我們業務增長的
主要動力。」
在過去10年，赫伯羅特一直發展電子商務解決方案，以高
效的電子工具支援客戶的國際航運需要，並可同時改善物
流運作及提高供應鏈的透明度。

“	香港是亞太地區海上
貿易活動的中心。”
赫伯羅特（中國）有限公司
董事總經理
萬德豪（Thomas Mandelkau）

赫伯羅特（中國）有限公司
• 1995年在香港成立
• 2014年12月與南美輪船公司 CSAV的集裝箱業務
合併後，成為全球第四大集裝箱航運公司
www.hapag-lloyd.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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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夠有機會接觸投資推廣署的豐富
資源，並得到該署的協助，令我們
的信心大增，也令我們對於現在和
未來在香港經營亞洲區業務更有安
全感。”
國際紐約時報
亞太區執行總裁
潘佩霏

《紐約時報》立足香港培養亞洲新讀者
隨著美國以外地區用戶比例不斷增加，《國際紐約時報》集中拓展全球新讀者群，
特別是亞洲區內的讀者
《國際紐約時報》是一家國際企業，擁有3,500名員工，當
中包括1,300名新聞編輯部員工，其中75名是長駐世界各
地的全職記者。
《國際紐約時報》香港辦事處成立於2005年，肩負著區域辦
事處的職能。香港的編輯與在紐約、巴黎和倫敦等團隊協
調全球新聞編採工作。記者、編輯、撰寫新聞內容的專家
都參與其中，而專門的亞洲業務團隊負責亞太區超過15個
國家的報刊製作和廣告業務。
《國際紐約時報》近期的收費電子刊物用戶數目衝破100萬
的關口，創下重要的里程碑，而印刷版和電子版用戶方面
則合共有另外的110萬。《國際紐約時報》認為有此佳績主
要是因為能夠製作出高水平的新聞內容和故事。
《國際紐約時報》亞太區執行總裁潘佩霏說：
「我們的計劃
是培養新一代讀者，無論他們身處世界哪個角落，都有每
天閱讀《紐約時報》的習慣。」

亞洲新讀者
該公司在亞洲一直測試新方法，精益求精，包括嘗試以翻
譯、專門內容及社交媒體等多種途徑接觸新讀者。該公司
的中文網頁不但是亞洲中文讀者重要的新聞來源，也是全
球中文讀者重要的新聞來源。《國際紐約時報》近期推出的
全新簡體版中文月刊，已經為國際紐約時報在亞洲拓展了
全新的讀者群。在2015年，該公司也推出了《國際紐約時
報》微信賬號，並有專門為亞太區讀者特別策劃的內容。

近期該公司推出 NYT VR（虛擬的應用程式），並與谷歌合
作交付超過100萬部 Google Cardboard
（可提供虛擬實境
體驗的折叠式智能手機頭戴型顯示器）給美國的用戶，讓他
們以嶄新的方式體驗刊物內容。
潘佩霏說：
「展望未來，我們會持續開發和試驗專門針對亞
洲的產品，並撰寫與亞洲息息相關的新聞報道，發掘機會
製作以當地語言為媒介的產品，如《國際紐約時報》中文月
刊，並在亞太區舉辦更多活動，發掘拓展亞洲讀者的新途
徑，提升他們的參與度。」
潘佩霏說：
「投資推廣署一直非常積極支持《國際紐約時報》
及我們的國際供應商和客戶。自從我五年前認識了投資推
廣署後，該署便不時向我們提供實用的資訊。能夠有機會
接觸投資推廣署的豐富資源，並得到該署的協助，令我們
的信心大增，也令我們對於現在和未來在香港經營亞洲區
業務更有安全感。」

國際紐約時報
• 1980年在香港成立
•《國際紐約時報》中文月刊於2015年5月正式發行
• 香港是亞洲區的地區總部，約有90名員工
www.INY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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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對於投資推廣署提供的協助
感到非常滿意。”
梅賽德斯 - 奔馳香港有限公司
行政總裁
柏以德（Andreas Binder）

平治汽車進軍時尚生活
德國高級汽車製造商平治（Mercedes-Benz）
於香港開設 Mercedes me Store，
內設餐廳、酒吧和品牌展示區，希望將品牌滲透至更廣泛的年輕消費市場
平治在香港開設的首間 Mercedes me Store於2015年
9月在中環娛樂行開幕。選擇這個黃金地段反映平治在香
港建立品牌形象的決心，特別是針對亞洲的年輕一代。
Mercedes me Store與本地一家餐飲集團攜手合作，希望
利用數碼和實體接觸點吸引更多現有及未來客戶。
梅賽德斯 -奔馳香港有限公司行政總裁柏以德（Andreas
Binder）表示：
「Mercedes me Store並不只是一間概念店，
而是平治品牌策略下的新平台，而我們稱這個全新副線品
牌為『Mercedes me』，它結合了所有我們在汽車範圍以外
提供的創新服務，例如交通概念、交通服務和金融服務。
而 Mercedes me Store也是全新副線品牌的元素之一，讓
顧客在輕鬆愉快的氣氛下認識我們的品牌。」

柏以德表示：
「平治品牌已於香港紮根超過60年，而我們
的長遠計劃當然也是長駐香港。香港是我們在亞洲區內極
為重要的據點，也是通往中國內地的門廊。每年，中國內
地有大量旅客訪港，他們希望在香港了解西方國家的動
向。中國內地即將成為全球最大的汽車市場，而在未來，
內地市場肯定會成為所有汽車製造商的業務基石之一。」
投資推廣署的運輸及工業團隊為 Mercedes me Store隆重
的開幕禮提供了重要支援，包括聯絡其他政府部門，以及
開展了雙方就全新交通概念和基建問題的討論等。
柏以德說：
「我對於投資推廣署提供的協助感到非常滿意。
我們在許多方面都得到支援。」

通往中國內地的重要門廊
香港在多個方面都能配合平治的品牌策略。首先是香港市
場的獨特性。柏以德認為香港的大都會形象十分適合平治
的品牌。他說：
「香港是全球最繁華的大都會城市之一。」
在 Mercedes me Store輕鬆的氣氛下，人們可以更輕易地
認識到平治的品牌、產品、歷史和遠見。
針對這種概念，柏以德明白到須要以全新的方式作市場推
廣，而這就是提升顧客的參與度。這種推廣方式特別針對
年輕人，目的是令他們儘早認識平治的汽車品牌。他相信
藉著提供具吸引力的事物，例如美食和飲品，可讓年輕人
親身體驗和接受平治的品牌。

梅賽德斯-奔馳香港有限公司
• 由德國汽車集團戴姆勒全資擁有
• 梅賽德斯 - 奔馳香港有限公司於2006年成立，聘
用約100名員工
• 與獨家代理商仁孚行合作，於香港設有11間銷售
及服務門市，在澳門則有兩間
www.mercedes-benz.com.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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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家具租售公司提倡
設計與環保

“	香港是創業的好地方。這裏的人積
極能幹；各種制度和設施也令經營
業務變得容易。”
IROCO Design
創辦合夥人兼行政總裁
Sonia Jackson

IROCO Design 為亞洲引入獨特和現代化的歐陸設計意念，是香港少數能為本地及亞
太區展覽活動界提供優質家具採購及安裝服務的公司，亦同時為建築師及室內設計師提
供設計方案
Alex Henrich 是公司的合夥創辦人兼創意總監，他並不
介意事無大小都親力親為。他曾經從事銀行業，自從轉投
IROCO 後，大部分的設計工作都由他負責，包括設計公司
的產品目錄、為客戶擔任設計顧問，或是在送貨前在工場
裏監工。他的太太 Sonia Jackson 也是他的工作夥伴，負
責發展公司業務及管理帳目。
IROCO位於新蒲崗工業區，專門租售源自歐洲的高端設計
師家具。Jackson 說：
「我們對設計充滿熱誠，致力將精
美的原裝歐洲設計引入亞洲，無論在商業活動、住宅或酒
店，都能看到這些家具。如果你正在租辦商業活動、展覽
會、貿易展、攝影活動、婚禮或私人派對，我們樂意為你
提供創新的構思、美輪美奐的家具及完善的運送服務。」

只用原裝貨，絕無仿製品
IROCO獨特的服務源於 Alex Henrich 夫婦對細節的一絲不
拘，而且他們也喜愛玩味十足又特別的設計，因此吸引了
各行各業的專業人士，包括建築、室內設計、酒店業及餐
廳採購他們的家具，而從事商業活動及展覽業的也會租用
其標誌性的家具。這些家具的最大特色是能夠變化出不同
顏色的光線。而最重要的是，這些家具可以重用，並符合
環保原則。
她說：
「我們以使用原裝產品為榮，絕不接受仿製品，所以
才有很多高級品牌及國際藝術節單位選用我們的服務。

我們支持原裝設計，務求將最新潮流帶進亞洲，並會與一
些從前未接觸過這些設計師品牌的商務活動以及品牌負責
人接洽。另外，出租家具可以減少浪費，所以也能減少對
堆填區造成的負擔。」
香港投資推廣署的創意工業團隊會定期與 IROCO Design
聯絡，了解他們的需要。Jackson 認為對中小型企業以及
新創企業而言，在香港創業非常簡單。她說：
「香港是創業
的好地方。這裏的人積極能幹；各種制度和設施也令經營
業務變得容易。我們盼望香港未來會投入更多公共資源，
令創意產業及相關人才獲得進一步的發展。」

IROCO Design
• 2011年在香港成立
• 在香港聘用了九名員工、在中國內地則有兩名員
工，並附屬於一間18人的東京公司
• 提供度身定造的設計師家具採購服務
www.irocodesig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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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健科技新創公司提供
彈性員工福利
總部位於新加坡的 ConnexionsAsia
（CXA）開創嶄新的員工福利計劃，協助
企業改善員工健康，提升生產力

“	StartmeupHK創業論壇讓我們
向潛在客戶介紹彈性福利計劃，
並且接觸到新客戶和業務夥伴，
對我們的業務發展非常有用。”
CXA Insurance Brokers Ltd
首席福利主任兼香港辦事處主管
蘇思佳

CXA開發了一套創新的網上平台，令企業得以為僱員提供
具彈性的員工福利計劃。平台以積分系統模式運作，讓僱
員因應個人需要自行分配所獲發的福利金，並使用於健身
計劃、健身會藉或保健服務等項目上，以配合個人和家庭
的需要。該公司位於新加坡的總部聘用了約150名員工，
客戶服務對象由中小企至財富100強企業不等。

CXA於2015年5月獲發保險經紀公司牌照後，便在香港
成立辦事處，負責銷售、市場推廣和供應商管理。蘇思佳
表示他們將於明年第二季在中國內地開設辦事處，與此同
時，新加坡辦事處將繼續發展技術平台。

首席福利主任兼香港辦事處主管蘇思佳表示：
「這種具彈性
的福利計劃可造就雙贏，因為除了僱主可以控制福利開支
外，僱員也可享有選擇權。」

她解釋道：
「企業於亞太區內的人力資源問題傾向由新加
坡或香港作出決定，而香港辦事處又通常會兼顧中國內地
的有關決定。由於兩地市場可發揮協同效應，因此我們首
先於香港設點，以服務駐港並於中國內地設有小型團隊的
客戶。」

隨著企業人力資源和保險的成本不斷攀升，僱員所享有的
福利亦因而受到影響。CXA為企業提供整套完善的創新
解決方案，協助企業降低成本，從而更精明地運用人力資
源。這些解決方案包括將僱員福利計劃由治療性質轉移至
預防為本的；提供個人化福利計劃，令僱員獲得最大的滿
足；透過佣金制度換取彈性、健康和數據；並利用員工福
利和保健的投資回報（ROI）數據，作出開支方面的決定。

最近，CXA獲選入圍《人力資源雜誌》僱主補償及福利類別
的獎項。該公司短期內會集中服務少數客戶，令他們獲得
滿意的服務，因為要令一間公司全面轉用彈性福利計劃，
往往需時數年。同時，CXA將集中於教育承保人的工作，
以取得他們對彈性福利計劃的支持。至於中期計劃方面，
除了聘用保險界的資深從業員外，CXA亦計劃制定自家培
訓課程，以培育年輕的畢業生。

StartmeupHK創業計劃有幫助
CXA成立以前，創辦人蘇思佳和 Rosaline Koo曾於2014
年來香港視察環境，為開業作好準備。他們首先從投資推
廣署取得市場資訊，並獲介紹服務供應商。在投資推廣署
的鼓勵下，該公司報名參加2014 StartmeupHK全球創業
比賽，更獲選入圍決賽，於創業論壇上介紹他們的業務。
蘇思佳說：
「StartmeupHK創業論壇讓我們向潛在客戶介紹
彈性福利計劃，並且接觸到新客戶和業務夥伴，對我們的
業務發展非常有用。」

ConnexionsAsia（CXA）
• 總部位於新加坡，於2015年5月在香港成立分公司
• 亞洲首個提供彈性僱員福利計劃的網上平台
www.cxagroup.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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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科技公司借助香港擴展全球業務
Appnovation在香港開設辦事處，冀尋求業務增長和服務創新，
以及提升客戶滿意度
Appnovation Technologies是一家全球性的資訊科技服務
公司，提供具創新性和創造性的開放式技術解決方案。該
公司在北美、歐洲和亞洲設有辦事處，專為世界各地的企
業和政府提供網站、移動應用及後勤系統等技術項目。
該公司於2007年成立，總部位於加拿大，目前已發展至
180人的公司，並在全球設有11個辦事處。行政總裁及創
辦人梁柏年在2015年8月決定在香港成立本地團隊。
梁柏年說：
「我們認為，香港作為亞太地區的主要金融中
心，擁有完善的法律制度和框架、簡單和低稅制，以及穩
定的經濟體系，因此在這裡成立有助我們進入亞太市場，
包括中國內地、台灣、日本及東南亞地區。在香港成立也
能讓我們滿足內地客戶，尤其是上海和北京的客戶。香港
是個適合初創企業和企業家的集資平台。」
梁柏年認為在香港很容易吸引海外及內地人才，以及組織
培訓計劃。在不久的將來，該公司計劃培訓本地人才，幫
助他們了解資訊科技的架構，以及如何通過科技服務全球
客戶。
Appnovation其中一個主要策略合作夥伴是 MuleSoft，
它的技術令 Appnovation輕易地連接應用程序、數
據和設備。MuleSoft目前也在香港成立了辦事處，令

Appnovation能夠向日漸擴大的全球客戶網絡提供增值的
開放技術解決方案。
梁柏年說：
「很多人在香港開設公司是為了進軍內地市場，
但內地市場充滿挑戰，因此我們正在努力協助這些公司開
發系統，以改善他們的市場營銷和業務運作。我們還協助
內地企業邁向海外市場，以及利用我們的經驗協助企業擴
展至全球各地，例如歐洲和北美。」
投資推廣署為 Appnovation提供了實用的支援服務，包括
辦事處選址意見及最新的營商環境資訊。

Appnovation Technologies
• 總部設於加拿大溫哥華
• 專門使用開放技術開發雲計算解決方案
• 梁柏年入選2014年 BC Business 首屆 Top 30
under 30；公司被加拿大商業雜誌《Canadian
Business》列入2015 PROFIT 500
www.appnovation.com

“	香港是個適合初創企業和
企業家的集資平台。”
Appnovation Technologies
行政總裁及創辦人
梁柏年

投資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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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是個充滿活力、令人興奮
和多姿多彩的城市，擁有充
足的人才和中西薈萃的文化，
因此是創業的理想地點。”
PAKT
創辦人及總裁
俞佩蘭

網上衣櫥管理及物流一站式服務
對時裝的熱愛驅使俞佩蘭成立初創企業 PAKT，提供按需衣履及配件儲存管理服務；
業務取得成功並不斷擴展
「衣櫥」二字無疑是描述 PAKT業務的關鍵詞 —「家以外的
衣櫥」、「隨時候命的衣櫥」或「衣櫥管家」。在香港迅速發展
的初創企業生態中，PAKT是 O2O（online to offline）即
「線上對應線下」電子商貿模式的先鋒，提供全面的物流及
相關增值服務，為客戶管理有特別紀念價值的衣物、古着
收藏、購物收獲以及其他心愛物品。

在衣櫥管理這項獨有的業務站穩陣腳後，PAKT也正在考慮
提供其他增值服務，如朋友間分享不再穿的衣服、出售二
手衣服，或將它們捐贈予慈善機構。該公司正在開發第二
代的線上平台以推廣這種共享的概念。長遠來說，該公司
也計劃把業務擴展到其他亞洲城市如新加坡、東京和內地
的主要城市。

PAKT創辦人及總裁俞佩蘭解釋，成立該公司是為了協助客
戶解決兩件最令他們頭痛的事情 — 空間管理和衣物管理。
有了 PAKT提供的全天候溫控、濕控和潔淨的空間，客戶
從此可以安心存取換季衣服和暫時毋須穿著的心愛衣物。

俞佩蘭曾是成功的投資銀行家及招聘專家，她表示，創業
的重點在於找到合適的人才，以及利用全球網絡發展業
務。她說：
「能夠熱愛你的工作、從大處著眼，懂得靈活變
通及具有使命感對創業者來說極其重要。」

除了向客戶收取和發送衣物外，PAKT也會為每件存放物品
拍照及製作客戶的個人的線上虛擬衣櫥目錄，並計劃把這
項目錄功能擴展到客戶存放在家中的物品。除此之外，富
有經驗的員工也會詳細檢查收回的衣物，以制定最合適的
處理方案。而對客戶而言，僅靠手上的滑鼠就可以輕鬆管
理所託管的衣物，對它們進行分類、篩選、標籤以及安排
運送時間和地點。客戶甚至可以通過網上平台指定其他護
理服務如衣物的修改、修補、乾洗和熨燙等。

她還補充說：
「香港是個充滿活力、令人興奮和多姿多彩的
城市，擁有充足的人才和中西薈萃的文化，因此是創業的
理想地點。我女兒剛跟我說，很為媽媽在香港成為科技創
業家自豪！」

俞佩蘭和家人在2010年移居香港，她一方面為香港的現代
都市生活模式感到著迷，另一方面也留意到本地緊密的生
活空間和濕熱的氣候不利於護理和保存衣物，以致朋友圈
中普遍都面對應如何妥善處理心愛衣物的問題。她因此開
始萌生創辦 PAKT的念頭，在嘗試向其他商界人士和朋友
圈分享創業的想法後，她得到的回應都很正面，因此鼓勵
了她在2015年創業。

PAKT
• 由前投資銀行家及招聘專家俞佩蘭創辦
• 提供現代衣櫥解決方案，以及一站式衣物儲存、
管理及護理服務
• 計劃發展衣物分享、交易及捐贈的平台
www.pakt.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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貴金屬資產管理
Gold Bullion International（GBI）在
香港成立，期望發展成區域客戶服務中心

“	香港不僅是個重要的實物貴金屬
貿易中心，也是進入中國內地的
重要渠道。”
GBI
董事總經理、大中華區負責人
陳偉賢

GBI是提供貴金屬個人投資及財富管理的業內領先機構，
其技術平台讓客戶能夠通過 GBI或現時的財富管理客戶關
係，直接購得及管理他們的貴金屬資產。貴金屬是從經銷
商收購得來的，這些經銷商銷售由倫敦金銀市場協會認可
的品牌，並按投資者的指示，以客戶的名義存儲於紐約、
鹽湖城（猶他州）、倫敦、蘇黎世、新加坡及澳洲受保護的
保險金庫內。GBI提供了一個安全，可靠的選擇貴金屬業
主。
投資者在專用的私人戶口內擁有實際金屬，並經由獨立的
會計師事務所驗證，每天報告他們的持有量和估值。投資
者也可以選擇以實物方式提取他們持有的貴金屬。
香港辦事處全面配合總部的經營模式，並迅速於區內拓展
業務。GBI通過其強大科技、物流與銷售系統而構成的量
定方案，實質上為不同市場參與者提供各式各樣的實物貴
金屬產品。此外，香港辦事處快將推出紀念錢幣的網上商
店，目標為國內收藏家市場。
GBI董事總經理、大中華區負責人陳偉賢說：
「香港不僅是
個重要的實物貴金屬貿易中心，也是進入中國內地的重要
渠道。」
「內地提供了一個巨大的實體市場，我們必需掌握這些機
會。我們需選擇一個完善的金融中心，而香港的位置接近
內地的需求，並連接全球的供應鏈，因此是理想的選址。
隨著內地市場持續開放，香港以至我們的業務可以從中受
益。根據過往紀錄，跨境投資計劃往往於香港首先發展。」

香港是 GBI的區域商業發展中心，業務集中於香港及中國
內地。陳偉賢表示，隨著業務持續擴張，他們將利用香港
為據點開拓其他市場。而如果內地市場進一步開放，他們
會考慮在岸設點的可能性。
他說：
「我們在香港已經成功與第一位財富管理客戶合作，
我們亦對洽談中的商機抱極大信心。我們正在努力擴大客
戶群的規模和多元性，也希望能夠改善客戶服務以及我們
持續的支援。在中長期而言，我們期望發展成為一個地區
客戶服務中心。」
陳偉賢從朋友得知投資推廣署的服務。他說：
「投資推廣
署擁有良好的網絡，為尚未在香港成立公司的企業提供意
見，這包括任何規管方面的變化和最新消息。此外，新企
業能夠通過投資推廣署在香港獲得公關宣傳機會，更是難
能可貴。」

GBI Asia Pacific Co Ltd
• 總部設於美國
• GBI為實物貴金屬投資提供了全方位的解決方
案，其強大的平台讓投資者購買、全球托管及投
保各類實物貴金屬產品
www.bullioninternational.com

投資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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貨運從未如此簡單
Easyship是一間本地電子商貿物流服務供應商，在一年內從參與 blueprint培育計劃
的創業新手，擴展成為規模超過20人的初創公司
一年前，當 Tommaso Tamburnotti 和 Augustin Ceyrac 在
Rocket Internet 公司工作時，兩人便決定創辦 Easyship。
當時他們無法找到一間可以符合他們所有付運要求的運輸
公司，因此創立了 Easyship。此網上物流平台的特點是能
夠按客戶所需完成收貨及包裝，並提供跨境市場情報，協
助客戶比較所有適用的速遞公司，而有關費用更是一目了
然。透過 Easyship，電子商貿公司能夠以更快速、簡便、
相宜的價格運送貨物。
創辦人 Tamburnotti 說：
「我們為有需要全球付運的客戶提
供更清晰的貨運資訊，無論是現有的速遞公司、貨運成本
或稅項均一清二楚。我們希望為有需要的人帶來更輕鬆和
方便的全球貨運方式。」

從培育機構到初創企業
一年前，Easyship 從 150 多間初創企業中脫穎而出，成功
加入 blueprint 創業加速計劃。由太古地產舉辦的 blueprint
企業對企業（B2B）科技創業加速計劃於 2015 年 1 月推出，
在香港深受歡迎，並計劃每期吸納約 10 間初創公司。
完成了六個月的 blueprint 加速計劃後，他倆在五個月前
把 Easyship 的辦事處遷往荔枝角一個佔地 4,000 平方呎的
商廈單位。現時，該公司已在本地聘用了 21 名員工。經他
們付運的貨物主要來自電子商貿商戶，包括電子產品、時
裝、化妝品和團購產品，大部分貨物的重量均少於20公斤。
Tamburnotti 認為香港是最容易創業的地方，也是亞太區
的物流和金融中心。他表示：
「我們曾經考慮過新加坡和矽
谷，但有許多原因驅使我們選擇香港。

「首先，我們希望借助現時在香港建立的客戶、供應商和投
資者網絡開拓業務。其次，香港擁有蓬勃的電子商貿出口
社群，許多公司都需要將貨物出口至全球各地，所以香港
等同於是我們最理想的客戶。我們的業務是發展跨境貨運
解決方案，而我們相信香港是發展此業務的最佳選址。」
通過開發其專利的電腦程式和網上貨運平台，Easyship 於
2015 年 5 月及 6 月分別贏得《Tech in Asia》大獎及數碼港
創意微型基金資助，令業務發展更上一層樓。
在 Easyship 發展初期，投資推廣署為他們提供了有關簽證
申請的意見和市場推廣支援。而 Easyship 亦將獲邀出席由
投資推廣署舉辦的聯誼活動。另一位創辦人 Ceyrac 表示：
「我認為香港投資推廣署的服務對我們非常有幫助。」
他總結道：
「一旦決定創業，你便需要處理成千上萬件事
情。你必須明白並緊記每天有甚麼事情會帶來價值，還有
甚麼事情可以幫助你走下一步。如此一來，你自然會找到
投資者、策略性夥伴，以及獲得別人的推薦。」

Easyship
• 於2015年1月成立
• 擁有自家專利技術的電子商貿物流公司
www.goeasyship.com

“	我們曾經考慮過新加坡
和矽谷，但有許多原因
驅使我們選擇香港。”
Easyship
創辦人
Tommaso Tamburnott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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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投資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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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

澳洲

西班牙

Prime Time Training

企業培訓

The Pulse

創意內容創作

IROCO Design

TRIWA ASIA Ltd

Appnovation Technologies

資訊科技服務

Shore Hospitality

款待業

Ernst Basler +
Partner Hong Kong Ltd

KRDS香港有限公司

電子營銷

LBB Asia

品牌發展

PALO IT

資訊科技顧問及軟件開發

Sommelier at Home

私人品酒師服務

香港豐緯集團有限公司

防水環保包

國泰證券（香港）有限公司

證券交易及諮詢

喜舖 CiPU

婦嬰產品

誠品

零售業

蒙馬特藝術有限公司

拼圖

泰國

德國

Issaya Siamese Club Hong
Kong

赫伯羅特（中國）有限公司

海事業

梅賽德斯-奔馳香港有限公司

汽車業

Scintec Asia Pacific Ltd

氣象儀器製造

荷蘭

餐廳

英國

GreenPeak Technologies

印度
日本
西式點心股份香港有限公司

西式點心零售

Nippon Wealth Ltd

銀行及財富管理服務

帝珂碧國際有限公司

會議室租借

中國內地
法律服務

紐西蘭
Eat The Kiwi

環境諮詢及工程

台灣

電訊

法國

大陸法律服務中心

手錶和配飾

瑞士

賽普勒斯

Bindaas Bar + Kitchen

設計業

瑞典

加拿大

IPTP有限公司

行業

高級餐飲服務

新加坡

餐廳

智能家居半導體技術

BlisMedia

推廣、位置及受眾分析

Easyship

電子商貿物流服務

Fresh Accounting Ltd

會計及諮詢

Harbour Litigation Funding Ltd

訴訟與仲裁基金

PAKT

網上衣櫥管理

美國
Academic Internship Council

國際教育交流

CallisonRTKL Asia Ltd

建築設計諮詢服務

DTI

爭議調解服務

GBI Asia Pacific Co Ltd

實物貴金屬

Connexion Asia
（CXA）

員工福利計劃

香港海瑞德

拍賣

飲食工房

餐廳

國際紐約時報

傳媒

GuavaPass

健康與保健

本刊物只作一般性質及說明用途，內容旨在令使用者更加了解香港。
刊物內容並不表示投資推廣署認可或推薦任何公司或供應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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