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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戶簡介
澳洲
澳世寶（ANS）專營澳洲製造、品質上乘的運動

了擴展分銷渠道，ANS 與深圳及廣州的商業夥伴

營養補充品。ANS 在香港設有永久辦公室，以

緊密合作。公司近期在廣州自由貿易區的業務發

服務亞太區的客戶。看準香港對澳洲生產的優質

展成為其繼續開拓中國市場的重要里程碑。

運動營養補充品有著龐大的需求，該公司認為這
是發展其品牌的絕佳時機。經過六年的努力，該
公司的品牌獲得廣泛認可，並與本地的運動俱樂

體育營養
ansprotein.com

部、健身中心及大型零售連鎖店保持著良好的合
作關係。
隨著在健身界的成功，該公司順勢推出以純澳洲
乳製品生產的嬰兒配方奶粉品牌 ANS BABY。為

加拿大
Blueprint 提供領先業界的軟件解決方案，可

Blueprint 正於全球擴展其業務，他們在亞太區

協助大型機構建立更完善的業務應用軟件。

日漸增多的足跡將可令亞太區內的戰略夥伴及客

Blueprint 也替資訊科技界的領袖解決不少軟件

戶更了解他們的價值主張。

上的問題，例如軟件耗時、昂貴而且容易出錯等
情況，以確保關鍵的項目能在有限的時間和預
算之內成功完成。全球各地的企業之所以採用

軟件
blueprintsys.com

Blueprint 的服務，是因為他們可確保軟件遵循
規管，軟件又能迅速地達到最靈敏的運作，令業
務與資訊科技系統更為相容，促成與先進 ALM
（軟件生命週期管理）科技的無縫整合。在躋身
「財富 100」的大企業當中，有近半數選擇借助
Blueprint 來減低軟件項目的風險並提升軟件項
目的開發速度。

Pivot88 為生產全球性產品的企業提供高度個人

Pivot88 為生產商提供了一個獨一無二的解決方

化的分析及工具，以縮減他們的營運成本，並透

案，不論用戶的供應鏈延伸到世界到任何地方，

過活躍的雲端型與流動型協作軟件和解決方案，

用戶均可確保每個生產程序符合品質標準，趕及

幫助企業改善產品質素。通過其實時遙距品質監

生產期限，以配合問責需要。

控平台，Pivot88 讓企業能藉著使用這個一體化
的共用平台，檢視供應鏈中每一層的運作，改
善生產速度，將生產程序標準化，並提升產品質

資訊科技
pivot88.com

素。平台上強大的雲端型商業情報和分析解決方
案能讓用戶查閱有關合作夥伴的有用數據，其效
率和準確性前所未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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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國
過去 14 年，L’Eclair de Genie 的創辦人

L’Eclair de Genie 在法國設有六間分店，日本

Christophe Adam 一直致力推廣新潮的法式甜

設有三間，在南韓則有一間。最近，該店進駐香

點代表作：閃電泡芙。他秉持奢侈品、化妝品和

港，於高級購物商場太古廣場及太子大廈開設合

時裝界主要品牌的價值標準，同時致力提供簡

共兩間分店。

單、平易近人而且具吸引力的產品。Christophe
Adam 堪稱甜品界的頂級設計師，他親自構思的
產品系列，將創新的食譜不斷改良，同時一直觀

飲食業
leclairdegenie.com.hk

察當地及全球潮流趨勢，從中汲取創作靈感。他
曾多次參與電視節目，而出版食譜亦令他可以遊
歷世界各地，讓他可以把閃電泡芙帶到這些地
方，成為他的一個品牌。

德國
BLEND 是一個專注城市規劃、建築設計和研究

究。BLEND 於 2015 年在香港正式成立，並配備

的國際化多方位設計公司。創始成員來自德國與

優秀的國際專業資源網絡。BLEND 致力將業務

台灣，有多年在國際知名建築事務所工作的經

擴展至香港、中國以至整個亞太區市場，力求與

驗。團隊成員曾設計並管理的項目包括城市設計

房地產、物業發展商及政府機構等潛在客戶建立

規劃及有關公共、商業、住宅，以及文化機構的

互惠互利的緊密合作關係。

規劃。
BLEND 的專業範圍涵蓋初期研究以至詳細設計

建築及都市設計
BLEND-arch.com

及建築階段。他們也透過擔任兼職教授、研究人
員、演講嘉賓，積極地參與全球學術機構活動。
他們也為私人企業和政府部門提供都市建築研

GreenPages 致力為本地及全球消費者提供獲認

器，羅列多元化的認證產品，讓消費者輕易搜尋

證的環保產品、公平貿易商品和有機產品目錄。

到這些健康和負責任的產品。

這個網上平台可協助消費者在全球任何地方尋找
售賣有關產品的最近店舖，是首個真正覆蓋全球
各地及本地的認證產品搜尋平台。

網上環保目錄
greenpages.info

GreenPages 的目標是創造一個更健康的環境。
因此，該平台為品牌提供免費及簡單易用的搜尋

印度
作為亞洲首屈一指的商業城市，香港擁有最佳的

廣、品牌管理、市場策略發展及推行、售後跟進

地理位置和接連亞洲以至全球各國的完善交通系

服務、市場渠道拓展、客戶管理，以及客戶關係

統。B’CREO 的創辦人利用他於大型跨國科技

發展及管理。B’CREO 致力協助初創科技企業在

企業的豐富工作經驗，為科技企業提供服務，尤

亞洲發展品牌和業務。

其是初創科技企業，能在競爭激烈的市場上創造
商機和業務增長。
以香港為業務基地，B’CREO 提供的服務覆蓋整
個產品開發及營銷鏈，包括產品開發、銷售及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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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對初創科技企業的服務
mehul.dhakka@bcreo.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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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大利

actiMirror 是一個由智能鏡屏接駁的數據儲存平

多間接的就業機會。他們在意大利、香港和中國

台，為零售業、款待業、醫療保健業和展覽業帶

內地設有辦事處。

來「個人獨享」、以顧客為中心的體驗。
2014 年，秘鏡科技有限公司將總部由米蘭移師

物聯網
actimirror.com

至香港，以利用香港的優越地理位置、低稅率稅
制、法制、高效率、經濟自由度、國際視野，以
及增長迅速的創業環境、天使投資和風險投資環
境。現時，actiMirror 已創造了六個新職位及許

Euro Healthy Foods Corporation 是一間在香

借助參與各樣投資、取樣、食品展及活動，加強

港的公司，由意大利食品界企業家擁有。該公司

市場對相關食品的知識，積極實踐其使命，令公

由一個意大利家族創辦，擁有超過 70 年的豐富

眾認識傳統食品對健康帶來的好處。

出口經驗，不但將食品出口至全球各地，更不停
向全球宣揚有關食品應用和消費的哲學。

意大利及歐洲食品貿易
eurohfc.com

其香港辦事處負責為香港市場採購、入口及分銷
最優質的傳統意大利食品。香港辦事處的經理會
直接與意大利母公司聯絡，致力提升香港顧客對
意大利傳統食品和食譜的知識和認知。他們計劃

Noi Company Ltd 是一間於香港營運的貿易公

的貿易、物流、金融及新科技的樞紐，因此該公

司，為重工業（石油及天然氣、發電、石化產品

司選址香港，並大力支持初創公司。香港有理想

等）採購及提供鋼材，專責供應「難以尋覓」、
「需

的商業生態環境，有助他們將概念付諸實行，將

特別訂製」、不常有現貨的材料，以支援亞洲區

其轉化為成功的商業項目。

客戶的技術發展。
Noi Company Ltd 開發 Steel Available 的智能

貿易
noicol.com

採購平台，更獲選參加太古地產舉辦的創業加速
計劃。開發 Steel Available 的目標是為環球工業
市場中的一線鋼產品買家和供應商建立及改善關
係、報價及交易程序。由於香港是領導亞洲市場

日本

DFL-Shutoken Leasing（Hong Kong）

經營、靈活的融資方案、多元化的資金來源、轉

Company Ltd 於 2014 年 12 月成立於香港，在

讓定價稅收措施等問題，成為中國大陸及香港企

金融業提供高質素的專業服務。公司具體提供

業的生意夥伴。從海外投資的諮詢到設備投資的

融資、融資租賃、分期付款以及其他金融相關

支持等，公司將提供一站式服務。

服務。主要由日本的融資租賃公司 Shutoken
Leasing Co Ltd、DFL Lease Company Ltd 以及

金融服務

Mitsubishi UFJ Lease & Finance Company Ltd
共同出資成立，以滿足日益增長的海外日系企業
的金融需求，並將通過香港平台開拓亞洲市場。
公司的目標是通過提供多貨幣服務以妥善地協助
解決，例如減輕外匯風險、海外集團公司的獨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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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內地
硬蛋是科通芯城集團旗下的子公司。科通芯城集

一個為創業者而設的社群，讓創業者推廣他們的

團是中國最大型的電子零件採購網上商業平台。

產品、舉辦工作坊、活動、論壇、產品發佈會及

建基於「共享經濟」的發展概念，硬蛋以香港辦

概念交流會等。

事處作為全球企業家與中國內地豐富的供應鏈及
創新生態的橋樑。

物聯網供應鏈平台
ingdan.com

透過與百度、微信、微軟和英特爾等具影響力
的合作夥伴達成戰略合作，硬蛋建設了一個以
大型供應鏈為基礎的開放式生態，成功促成超過
10,000 個物聯網（IoT）創業項目，並構建出一個
聚集超過 6,000 間供應商的龐大網絡。硬蛋在數
碼港設有一個佔地 600 平方呎的多功能體驗中心
開放給公眾參觀，中心內展示最創新的物聯網產
品並讓參觀人士親身體驗。此外，這個中心亦是

深圳市港豐投資顧問有限公司成立於 2004 年，

通過香港自由、豐富的資源平台及人才，能更好

在香港、上海、北京均設有分公司，多年來立足

地幫客戶做好各項籌畫，為企業「走出去」保駕

為幫助更多國內企業邁向全球，幫助更多國人走

護航。

向世界的企業使命而提供完善的一站式服務，包
括全球公司註冊、離岸架構、稅務籌畫、跨境融
資、法律諮詢、品牌保護、移民簽證等。多年來

投資顧問
hkfff.com

孜孜不倦為企業家提供除主營服務以外的學習培
訓、商界平台及獨創優享服務，讓企業家不斷增
值，更好應對國際競爭。香港是國際前沿平台，

荷蘭
WECREATE 是一間全方位的廣告公司，於阿姆

由於香港是整個東南亞的策略性樞紐，

斯特丹和香港設有辦事處。由於兩個辦事處之間

WECREATE 決定於香港開設第二個辦事處，並

有著緊密的連繫，香港辦事處亦提供荷蘭式設計

在一年內將員工數目增加至 10 人，為不少初創

服務。該公司專注於品牌顧問、網站設計、電子

公司及知名品牌豎立鮮明的形象。

商貿解決方案和流動應用程式開發等業務，竭盡
所能為客戶打造最強品牌、產品或公司。該公司
的服務包括：發展連貫一致的策略、設計特色標
誌、創造獨特的企業形象、以設計像素完美的網
站、構建務實的電子商貿解決方案、開發易於使
用的流動應用程式、設計具吸引力的包裝、製作
精美的產品宣傳小冊子和具創意的廣告。

investhk.gov.hk

廣告、品牌、網頁設計、網上商務及手機程式設計
wecreate.com.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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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蘭
BLU 是新世代的能量飲品。BLU Energy Drink

並經過精密的研究。BLU Energy Drink 僅生產

Asia 在國際市場上取得重大成功，獲全球 39 個

品質最上乘的飲品，保證為顧客帶來最大的滿足

國家認可為優質能量飲品。BLU 獲廣泛認定為

感。

能量飲品之選，是因為它比其他能量飲品更健
康。BLU 美味可口，提供多達七種創新和清新的
味道選擇，適合與酒精飲品調配成雞尾酒。BLU

餐飲業
blu-energydrinkasia.com

Energy Drink 的使命是以相宜的售價提供優質產
品、品牌和服務，將更健康的產品帶給消費者。
BLU 於歐洲生產，採用先進的以色列生產技術

西班牙
360Experience 是一間提供個人化旅遊服務的

作為一間來自西班牙的旅行社，360Experience

旅行社，致力為全球客戶帶來全方位的旅遊體

也為客戶提供機票、酒店預訂及接送服務，令客

驗。該公司的國際專業團隊聘有超過 80 名員工，

戶旅途無憂。

他們被派駐於 13 個國家，全年 365 日營業，是
該公司的靈魂。

旅行社
360experience.com

自開業以來，360Experience 透過擴展其業
務範疇，令業績錄得幾何級增長。開業之初，
360Experience 專為客戶提供大型體育及音樂盛
事的最佳座位門票，只需數年，其業務已經擴展
至提供全方位消閒娛樂體驗，例如旅遊配套及活
動策劃（包括籌辦會議、企業活動、款待服務體
驗、見面會、創意團隊訓練或獎勵旅遊計劃）。

瑞士
S-Partners Ltd 於 2015 年 7 月成立，是一間連

是因為香港擁有重要的商業中心地位，是進駐中

繫歐亞兩地的金融及管理顧問公司。該公司成立

國內地市場的跳板，並擁有持續發展的創業生態

目的是協助瑞士的創新技術初創公司在亞洲市場

系統。

建立業務。
S-Partners 為香港及亞洲投資者提供潛力優厚的

初創企業投資服務
spartnersasia.com

初創公司投資組合，讓他們參與集資或物色適合
的商業夥伴。此外，該公司亦提供公司代理和併
購活動等服務。在協助大型企業和各行業的創新
初創公司方面，S-Partners 累積超過 40 年的專
業知識和經驗。S-Partners 選擇香港作為總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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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

野獸國股份有限公司於 2009 年在台北成立。該

選為台灣以外首個開設野獸國專門店的地點，而

公司的業務專注於四大範疇：分銷、生產、展覽

香港專門店亦獲授權代理國際知名的收藏玩具和

及經營野獸國門市。截至 2015 年年底，該公司

服飾。

已生產數以千計的產品並分銷至超過 40 個國家
的銷售點，並於台灣設有四間概念店。野獸國的
目標不只是將玩具文化帶進兒童的世界，還要將

玩具及服裝收藏品零售
facebook.com/BKTOYSHK001/

玩具帶進成年人的日常生活之中。香港被野獸國

2014 年 10 月在台北成立的開物工作室，致力於

器帶給顧客，開物工作室還希望引領更多人進入

平衡美感和體驗，將具有試驗性質的概念設計轉

簡潔美觀的生活，讓更多人喜歡木器。

化為符合現代美感的木器，尋找平凡生活用具的
「物外之趣」。在完成了第一代產品設計後，開物
工作室決定開拓海外市場。作為一個多元文化的

木製品設計
kawoo.com.tw

集中地，香港成為開物工作室進軍海外的重要選
擇。香港開物生活有限公司在 2015 年 7 月成立，
目前在太古城中心設有首家分店、產品亦在尖沙
咀星光行以及中環元創方有售。除了將溫暖的木

土耳其

TLS Logistics 是一間土耳其公司。土耳其的貿

地理位置，而且擁有開放及高透明度的體制、簡

易活動日漸頻繁，使該公司的業務更專注於亞洲

單稅制、低稅率、資訊及貨幣流通的自由和高效

地區，因為土耳其從中國內地進口大量貨物，而

率的清關程序等各方面的優勢。

出口至中國內地及其他鄰近國家的貨運量亦逐年
增加。設於香港的新辦事處 TLS Logistics Asia
Co Ltd 將為亞洲區內的進出口商直接提供服務。

物流
tlslojistik.com

於香港開設新辦事處後，該公司在土耳其進出口
船運和空運市場中的佔有率將會有所增長。
該公司決定以香港作為亞洲區的物流樞紐，主要
是考慮到香港是一個自由港，在亞洲區處於有利

英國

百利聘有超過 900 名員工，截至 2015 年 12 月

信現時是適合於亞洲設立永久辦公室的時機，而

31 日，所管理資產總數達 1,230 億英鎊。成立於

香港正是設立其首個亞洲辦公室的理想選址。

1908 年，百利是一間資產管理公司，其總部位於
英國愛丁堡。根據香港證監會的《證券及期貨條
例》，百利亞洲（香港）有限公司就第一類受規管
活動獲得發牌。該牌照允許百利向香港的專業投
資者推廣及銷售基金。
隨著規管制度發展開放亞洲區內的新市場，以及
機構投資者尋求於國際市場上分散投資，百利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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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產管理
bailliegifford.com

客戶簡介 7
CloserStill Media 被譽為英國發展最迅速的媒

得的獎項包括連續四次獲得最佳市場推廣管理

體企業，專注於高增值、內容主導的活動，積極

者、最佳貿易展覽、最佳展覽策劃、連續兩年獲

發展 B2B（企業對企業）或專業人士社群。該公

得崛起新星獎、最佳營運管理者、最佳銷售員

司的業務主要針對保健及科技市場。過往業績包

及年度管理團隊獎。繼雲端科技展（Cloud Expo

括一些在英國發展最為迅速並經常獲獎的活動，

Europe）於倫敦、法蘭克福和新加坡獲得空前成

例如教育科技展（Learning Technology）、歐洲

功後，CloserStill 於 2016 年把展覽帶來香港，

雲端科技展（Cloud Expo Europe）、藥劑業展

舉辦「亞洲國際雲端科技暨資料存儲展」
（Cloud

（The Pharmacy Show），以及倫敦獸醫展（The

Expo Asia and Data Centre World），巴黎亦將

London Vet Show）。

成為舉辦同類展覽的地點。

過去五年，CloserStill 憑著他們的團隊和舉辦的
活動屢獲殊榮，成為領先業界的創意企業，所獲

活動製作
closerstillmedia.com

擁有 150 年歷史的英國私立老牌名校墨爾文學校

秉承在英國 150 年的優質教育歷史，香港墨爾文

（Malvern College）宣布於 2018 年開辦香港墨

國際學校將會是墨爾文學校旗下的第四間國際學

爾文國際學校（Malvern College Hong Kong）。

校，而另外三間則分別位於：青島（2012 年）、

香港墨爾文國際學校將沿用英國傳統的國際文憑

成都（2015 年）和埃及（2016 年）。

（IB）課程，為來自不同國藉和文化背景的香港學
生提供一流教育。該校全面落成後將設有涵蓋
1年級至13年級的課程，提供接近1,000個學額。

國際教育
malverncollege.org.hk

校園將具備完善設施，提供一流運動、藝術和學
術設施，以及鄰近香港科學園、香港中文大學和
香港教育學院。校園臨海而建，靠近住宅區，交
通非常便利。

One Space 由建築師 Greg Pearce 及科技企業

One Space 於 2004 年在香港成立，把工作室設

家 James Oliver 共同創辦，是亞太區內唯一全

於策略性的地理位置，專責服務亞太區的客戶。

面整合建築、室內設計及科技設計的公司，更特

他們的客戶包括跨國機構，這些機構尤其講究踏

別針對銀行及金融業，為其度身訂造切合營運需

實的見解和專業知識，以確保他們的工作環境能

要的設計方案。在過去一年裡，One Space 已

切合所在地的文化習慣。其他客戶包括本地初創

經擴大了其設計、項目管理及業務團隊至更大的

企業，為它們提供實用和具成本效益的創新設計

服務範圍，為零售界提供更深入的跨領域設計方

方案。

案。該公司獨創的設計方針為零售業顧客體驗定
下全新的概念，能優化客戶的品牌，對銀行零售
服務門市和財富管理中心尤為有利，也適合其他

建築、室內設計及科技
one-space.com

以顧客為中心的行業。

美國

藝生工坊以香港為基地。除了銷售知名及年輕有

該公司會挑選價格相宜的藝術品，並向買家介紹

為的藝術家紙上的作品、油畫及印刷品之外，藝

收集藝術品及將家居轉化為創意空間的熱誠和原

術工坊還開辦兒童和成人創意班，讓人能夠有親

則。

身的藝術訓練，同時售賣畫紙、畫冊、插圖小說
等、並為室內設計師按公尺售賣精装的書籍。

藝廊及藝術工坊
artlife.li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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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客戶簡介
路明科技有限公司誕生於美國波士頓，智能單車

亦已增加一倍，更於深圳設有一間衛星辦事處。

頭盔 Lumos Helmet 的概念就是起源於此。路明

成功推出 Lumos Helmet 後，公司現正著手開發

科技透過一間香港本地的頭盔生產商的介紹而決

新一代產品。展望未來，路明科技將繼續於香港

定以香港為起步點。路明科技聯合創辦人認為香

擴展業務，並吸納更多本地人才。

港奉行自由港政策、開放互聯網及人才充沛，在
產品製造、研發、物流和市場推廣等各方面均對
公司業務營運非常有利。
至今，該公司已投資超過 200 萬港元於製造、研
發、市場推廣及知識產權服務上。本地團隊人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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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穿戴式設備
lumoshelmet.co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