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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戶簡介
比利時

Studio Dott於2000年創立，是比利時其中一
家頂尖的創意設計及諮詢公司，總部設於安特

衛普，並於2015年在香港成立代表辦事處。

Studio Dott 具創意的創新服務包括產品設計、

技術及機械設計及品牌推廣等，由初步概念直至

達到預期結果，所採用的手法都適切到位。

隨著香港辦事處的成立，該公司主要集中為亞洲

公司及初創企業提供設計服務，特別是需要重塑

產品及公司形象和品牌定位的企業。該公司在歐

洲擁有超過十六年經驗，集中為希望拓展西方市

場業務的亞洲公司提供服務。

設計
studiodott.com

#legend 是一個創新的360度多媒體平台，包 

括一份有關生活品味的網上月刊，提供革新性 

的數碼內容，將矚目的人物、地點和產品共冶 

一爐，並通過奢侈品消費者要求的不同切入點 

發放。

作為大膽創新的情報媒體，#legend 不只顛

覆奢侈品市場，更打破了沉寂已久的悶局，

以無止境和無限制的方式為香港的品味一

族帶來非一般的奢侈體驗和產品。Legend 
Publishing （HK） Ltd由商界領袖 Bruce 

Rockowitz 和 Steve Rockowitz 與媒體專家

Anne Lim‑Chaplain 和 Gordon Lam 共同於 

香港創立，母公司為 Rock Media （HK） Ltd。

媒體
hashtaglegend.com

Tartine是一家坐落於蘇豪區心臟地帶的休閒酒
吧及餐廳，全日供應食物及飲品。Tartine 積極

營造家的舒適感、親切感和溫暖，為顧客提供一

個賓至如歸的社交空間，適合會面、品嚐簡單的

一餐、下班後相聚小酌或黃昏雞尾酒小聚。

餐廳以法式三文治作為招牌菜，由米芝蓮星級大

廚 Philippe Orrico 主理，用又厚又脆的法式麵

包，配以時令優質食材。廚師在可能的情況下都

會選用本地食材，風味清新，而且創意十足。此

外，餐廳也供應早餐、早午餐、沙律、咖啡、冷

壓果汁、工藝雞尾酒及精選紅白酒。除了蘇豪區

的店舖外，Tartine 亦計劃於香港增設多間外賣

店。

餐飲業
facebook.com/thetartinehk

加拿大

法國

http://www.investhk.gov.hk/zh-hk/index.html
http://studiodott.com/nl/news/
http://hashtaglegend.com
https://www.facebook.com/thetartine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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稀雅蜜（香港）有限公司為亞洲區提供種類繁多，
手工精細的手工蜂蜜、蜂蜜製品和蜂蜜飲品。他
們生產的蜂蜜品質獨一無二，全部由德國當地的
家族養蜂場以手工製作，符合嚴格的有關蜂蜜及
有機食品的法律規定。

德國稀雅蜜選擇香港作為他們的亞洲總部，是因
為香港擁有優越的營商環境，而且鄰近中國內地
及東北亞國家。稀雅蜜計劃在香港繼續發展，並

將業務拓展到亞洲各地，同時繼續以香港作為行
政、營運、銷售及市場推廣活動的基地。

天然及有機蜂蜜產品
hexapi.com

VS‑A 是一間屢獲殊榮的國際外立面設計、建築與
工程研究工作室，於1989年在巴黎成立，專門
從事建築圍牆結構，包括玻璃幕牆、屋頂、維護
系統及太陽能保護等，在超過30個國家完成超過
400個項目。

作為其全球商業網絡的一部分，萬山丹香港有
限公司於2011年在香港成立，而 VS‑A.KR 也於
2013年在韓國成立。儘管亞洲提供一個與歐洲
完全不同的專業環境，該公司也成功參與中國不
同的高端項目，為設計項目、招標和施工階段帶
來額外的價值。其解決方案整合了本地因素，如

氣候、地方法規、技術和經濟制約。該公司有八
名固定員工，而由於需要配合近期的擴充，因此
計劃僱用更多員工，並在兩年內成立深圳的姊妹
公司。

建築外立面設計與工程研究
vs-a.net

印尼

德國

MNS是一家策略諮詢公司，為有意於歐洲（特別
是東歐）或亞洲擴展業務的醫藥企業提供獨立而
專業的服務。該公司由Milko Stojanow 於歐洲創
辦，在企業起步階段，以至支援業務發展、諮詢
及開拓多元化業務方面擁有超過25年經驗，為不
同企業提供專業建議，持續在歐洲拓展他們的服
務。MNS Alliance Ltd於2015年年底在香港開
設辦事處，以作為亞洲區的業務樞紐。

憑藉為亞洲區不同的客戶進駐新市場及發展現有
市場的經驗，MNS相信亞太區具有龐大的商機，

因此成立香港辦事處作為該公司在整個亞太區的
直接聯絡點。

醫藥企業諮詢
mnsalliance.com

Nature And Beyond Ltd於2015年年底在香港
成立。以全球最大的群島印尼為據點，擁有豐富
而多樣化的優質天然資源。他們提供的產品包括
阿拉比卡咖啡、茶及巧克力、水果、罐頭海鮮和
肥皂等。

該公司的目標是藉著與印尼及香港的夥伴緊密合
作，維繫可靠的中上游供應鏈活動。在2016年，
他們推出預先包裝的印尼阿拉比卡曼特寧研磨咖

啡粉。為創造優質咖啡體驗，這款全新的咖啡產
品採用獨立小袋包裝，並附送濾杯。

食品貿易
natureandbeyond.hk

http://www.investhk.gov.hk/zh-hk/index.html
http://www.hexapi.com
http://www.vs-a.net
http://www.mnsalliance.com
http://www.natureandbeyond.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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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根於香港，心匠是一家醫療科技初創公司，專
門研發能拯救生命、保護心臟健康的醫療級可穿
戴科技設備。這創新產品的精粹在於它的機器學
習演算法能預早10分鐘計算出心搏突然停止的潛
在危機並發出預警。心匠的總部在香港，他們與
本地知名大學攜手合作，進行所有產品的研究和

開發的工作。現在他們聘有九名員工，並計劃在
幾個月內增聘人手。

醫療科技
heartisans.com

Jan Jan Kushikatsu是大阪有名的串炸店，於
大阪和東京設有12間分店，在本年2月中，該餐
廳首次登陸香港，於灣仔的心臟地帶正式開業。
Kushikatsu 意即「串炸」，是大阪擁有超過100
年歷史的地道美食，由於該餐廳一向嚴守大阪地
道的烹調方法，所以甚少於海外開設分店。Jan 
Jan 取名自大阪新世界最繁華的街道，亦是串炸
物的發源地，Jan Jan Kushikatsu 將會成為第一
間把大阪的串炸餐飲文化引入香港的餐廳。

餐廳由大阪人兼行政主廚猜山英樹領導，曾於
大阪 Jan Jan 總店接受10多年訓練，現在他

已準備就緒，將品牌正式帶進香港。Jan Jan 
Kushikatsu 的菜單將主要供應串燒菜式，包括 
肉類、海鮮、蔬菜、是日精選及各種串燒。

餐廳
kushikatu-janjan.com

2Easy由一位馬來西亞人及一位香港人共同創
辦，是一間為企業而設的網上平台，協助企業搜
尋各種商業服務，例如法律、審計、品牌顧問和
市場推廣等。用戶只需登入該平台，提交工作要
求，有關的專業服務供應商便會因應提供報價。
該平台可為企業節省不少尋找合適服務供應商的
時間，企業也可以輕易地於同一網頁上比較不同
供應商的服務。

該平台歡迎全球各地的用戶瀏覽並使用香港的專
業服務供應商。香港是一個發展成熟的城市，特

別是服務商界方面。由於2Easy 是一個專為商界
而設的平台，因此香港成為該公司推出此服務的
理想城市。

資訊及通訊科技
2easy.com.hk

PappaRich於2006年在馬來西亞創立，由一家
本土餐廳穩步發展為至今於全球擁有超過100間
分店的特許經營網絡。PappaRich 在馬來西亞
國內擁有80間分店，於2012年起先後進駐不同
的海外市場，例如澳洲、中國內地、新加坡、美
國、南韓、汶萊、印尼、台灣及紐西蘭。

PappaRich 的第一家香港分店於2016年1月在銅
鑼灣開業，由著名的唐宮（中國）控股有限公司及
別府集團合資經營。為保持馬來西亞菜的地道風

味，所有主要醬料和材料都是從 PappaRich 在馬
來西亞的中央廚房進口，包括大受歡迎的海南麵
包和榴槤芝士蛋糕。

餐廳
papparich.com.hk

日本

馬來西亞

韓國

PAPPARICH LOGO COLOR
Mascot (Golden Brown)
Pantone 7551C
C = 20 ; M = 40 ; Y = 100 ; K = 15

Font (Golden Brown)
Pantone 7551C
C = 20 ; M = 40 ; Y = 100 ; K = 15

Font (Chili Red) 
Pantone Red 485C
C = 5 ; M = 98 ; Y = 100

Background (Leaf Green)
Pantone 3308C
C = 100; M = 35 ; Y = 100 ; K = 65

http://www.investhk.gov.hk/zh-hk/index.html
http://www.heartisans.com
http://www.kushikatu-janjan.com
http://2easy.com.hk
http://papparich.com.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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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內地
大唐電信國際技術（香港）有限公司是大唐電信國
際技術有限公司的全資子公司，於2011年5月份
成立，主營業務為進出口、投資、諮詢和開發，
可提供無線移動通信系統設備、終端晶片與解決
方案、積體電路設計與製造、智慧卡產品、特種
通信、先導產業等產品和服務。

作為母公司開展國際業務的視窗和平台，大唐
香港致力於推動 TD技術在國際市場上的廣泛應
用，促進各類通信設備及相關產品在海外市場的

銷售。同時，希望與當地運營商發展夥伴關係、
建立國際合作及實踐中國內地「走出去」的發展
戰略。

資訊及通訊科技
datanggroup.cn

深圳中裕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於2012年在深圳成
立，專門從事低碳照明產品的開發設計、生產 
與銷售。公司秉承節能低耗、綠色環保、優質 
可靠為宗旨，產品遠銷歐美、日本、韓國、泰
國、香港和台灣等國家地區，受到客戶及市場 
的廣泛青睞。

2015年11月28日，中裕集團在香港開設海外運
營中心，主營 LED 照明在香港本地的銷售和海外

推廣。今年，該公司計劃增聘人手，擴充香港分
店，同時與菲律賓和馬來西亞等國進行合作談判。

LED照明研發、生產及銷售
hkzhongyu.com

海能達通信（香港）有限公司是海能達通信股份
有限公司的全資子公司，是海能達總部的海外採
購、銷售及資金平台、股權投資主體。海能達香
港公司成立於2008年，在海外，包括美國、英
國、俄羅斯、雅加達等地相繼設立了子公司及辦
事處，在當地開始了本土化的深耕細作。產品暢
銷全球八十多個國家和地區，廣泛應用於公共安
全、公共事務、交通運輸行業。

海能達香港公司近年在香港的業務有顯著增長。
隨著海外業務的發展，海能達集團計劃將海能達
香港公司打造成為在中國內地之外的金融中心。

無線電通訊器材
hytera.com

光啟科學有限公司是一家全球化顛覆性科技創新
公司，2014年註冊成立並在香港主板上市，目前
專注於開發從低空空域到臨近空間各個不同高度
的飛行或駐空平台，提供全方位的空間服務。光
啟科學隸屬於深圳高科技企業—光啟。光啟由一
支海外創新團隊於2010年回國創立，專注於顛覆
式源頭創新，以明代科學家徐光啟來命名，勵志
為中華科技復興而努力。

光啟科學目前擁有的產品線包括：「雲端」號、
臨近空間「旅行者」號、空間懸浮站、馬丁飛行
包、太陽方舟以及無人機 SkyX 等。光啟科學香
港總部作為海外市場推廣、海外團隊研發中心以

及上市平台運作等重要職能，未來光啟將會繼續
致力於凝聚世界各地的創新者共同把「未來」帶
到現在，成為將「科幻場景」與「人類夢想」變為
現實的「未來夢工廠」。

深度空間業務
kuang-chi.com

http://www.investhk.gov.hk/zh-hk/index.html
http://www.datanggroup.cn/ft/index.aspx
http://hkzhongyu.com/index/index/chinese
http://www.hytera.com.cn/index.htm
http://www.kuang-chi.com/index.php?lang=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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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

瑞士

荷蘭
Kedtrade Asia Ltd於2016年2月在香港成立，
擁有 KYBOE! 這個品牌。KYBOE! 的創辦人Dick
和 Kees 從環球旅遊和歷險旅程中得到啟發，希
望創造一個集風格與功能於一身的時尚手錶品
牌，迎合他們波希米亞式生活態度。他們設計手
錶的對象是對自我風格品味充滿自信，生活態度
敢作敢為的消費者。KYBOE! 是該公司創造的生
活品味時尚手錶品牌，前後推出過343款不同設
計的手錶，提供100種顏色組合，適合各種場合
配戴。

該公司至今已於聖特羅佩、伊維薩島和荷蘭三個
市場售出超過20萬隻手錶。2015年，Marc Bell
和 Joseph Roos 成為合作夥伴，實現了創辦人
將KYBOE! 引進美國市場的夢想。在同年3月，
KYBOE! 正式進駐多間美國大型連鎖百貨公司，
包括Nordstrom、Saks 及 Lord & Taylor。香港是
該公司的亞洲總部。

手錶、生活品味與時尚
kyboe.com

博施出版是亞洲領先的跨國豪華時尚生活媒體
集團。博施出版於2005年成立，以香港為地區
總部，於亞洲聘用超過300名員工（包括香港、
中國內地、澳門、新加坡、馬來西亞、台灣、
泰國、菲律賓及印尼）。博施出版有限公司擁有
一系列屢獲殊榮的豪華時尚生活媒體品牌，包
括著名的《Asia Tatler》、《Revolution》、《美好
家居Home Journal》、《Best Restaurants》，以
及豪華時尚生活網站HongKongTatler.com及
HomeJournal. hk。此外，博施出版有限公司也
為拉斯維加斯金沙集團及知名的 International 
Culinary Institute 於全球各地出版客製化雜誌。

博施出版是博施集團旗下的旗艦分公司。博施
集團是 Lamunière 家族擁有的家族企業，在媒
體史上有舉足輕重的地位。它的歷史可追溯至
1762 年，至今已擴展成為一個跨國集團。該集團
的全球總部設於瑞士，主要經營媒體、數碼企業
及房地產業務。

媒體及出版
edipressemedia.com

於台灣創辦的 iCHEF 資廚管理顧問股份有限公
司，致力發展出世界頂尖的餐廳科技方案，打造
更好的餐飲行業，並以台灣為核心，將台灣領先
全球的科技人才和活力蓬勃的餐飲生態帶到世界
舞台。

資廚（香港）管理顧問股份有限公司在2016年
4月成立，旨在服務香港中小型餐飲業者，是
iCHEF 在亞洲地區的第一個海外拓點處。iCHEF
選擇香港的原因，除了考慮到港台兩地地理位置
接近及餐飲文化相似外，還了解到香港市場的龐
大需求。iCHEF 看到大量小型餐廳面對經營成本
上漲、發展空間狹小的壓力，在香港引入創新的

餐廳營運科技，能協助食肆小店改進經營模式。
該公司自主研發的一站式科技，能協助餐廳簡化
入座、點餐、上菜、結賬以至管理員工及賬目的
流程，從而減省人手、增加效率及提升顧客服務
水平。

餐廳管理科技
ichef.com.hk

外帶式飲品店茶湯會已於2016年3月正式登陸香
港。該品牌涵意乃源於唐代飲茶文化，即「以茶
聚會」、「以茶宴會友」之意。

本著傳承唐代飲茶文化為底蘊，融合30年調茶技
術，將其體現在茶與茶、茶與人、人與人之間的
微妙對話，因著熟悉各類茶的特性，依循不同沖

泡方式，讓每種茶的獨特香氣，都能充分完美地
展現。對內重視人文養成、員工教育，對外他們
以茶利人、真心調和，品嚐每一刻，讓幸福回甘。

外帶式飲品
teapatea.com.tw

http://www.investhk.gov.hk/zh-hk/index.html
http://www.kyboe.eu
http://www.edipressemedia.com/home.html
http://www.ichef.com.hk
http://teapatea.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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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

土耳其

泰國
新興集團有限公司成立於1990年代，一直投入貿
易及房地產業務。25年的行業經驗令他們在業界
地位舉足輕重，成為連接中國內地、香港和泰國
貿易業務的重要橋樑。

香港以簡單的低稅制、自由貿易制度和對外資的
支持而聞名，這些都成為這家公司來港開設辦事
處的原因。其香港辦事處香港新興集團有限公司
是中國內地與海外國家之間的重要貿易渠道。作
為超過10個著名泰國品牌的獨家代理商，他們把
大量健康零食和飲品進口到香港，貨品種類更不

斷增加。他們的目標不只是成為最具規模的泰國
食品供應商，更希望擔當積極的角色，為香港人
提供健康飲食，維持香港在泰國飲食潮流尖端的
地位。

食品貿易
somakmak.com

Bozdemir Construction and Engineering Inc 於
1993年在土耳其成立，是一間工程、建築及承包
公司。自成立以來，Bozdemir 憑著年輕、經驗豐
富和不斷擴展的工作團隊，在土耳其及海外其他
地方完成了多項享負盛名的項目。Bozdemir 致
力為客人提供優質的工程、建築、物流及管理服
務，同時保障員工和現有設施的安全。

2015年，Bozdemir 取得位於香港壽臣山的美
國領事館員工宿舍大型翻修工程合約，並開設

BRC Construction Ltd為亞太區提供服務，藉此
擴充其工程服務及國際業務。BRC Construction
擁有一支專業團隊，他們曾經在中亞、歐洲和非
洲工作，並且明白到現今社會急促的節奏、成功
背後面對的挑戰，以及不同環境下的文化差異。

建築
bozdemir.com.tr

Jobable Ltd是一家設於香港的人力資源技術公
司。自從2015年成立以來，Jobable 的團隊已經
迅速擴展至擁有12名全職員工，在香港提供全面
的銷售及市場推廣、技術開發、數據分析和客戶
支援服務。

2016年，Jobable Ltd 推出旗艦產品—求職平台
Jobable.com。Jobable.com是亞洲第一個以數
據主導的求職平台，利用數據分析科技配對求職
者履歷及僱主要求，並計算兩者的關連分數，讓
大量跨國及本地公司能夠更迅速、更有效地聘請

到符合職位要求的人才。2015年9月，Jobable
在 A輪融資前期向來自香港和歐洲的天使投資者
籌得80萬美元資金。他們現時正努力加強產品內
容並將之推廣至香港及其他亞洲地區的求職者和
僱主。

人力資源技術
jobable.com

Mabu Design由在零售設計界擁有12年經驗的英
國工業設計師Mark Burnett 最近於香港成立。這
家公司專注於零售陳列品及產品設計，他們擅長
將原始的概念迅速地發展成原型樣品，並最終投
入生產。透過CAD 3D 模型軟件（Solidworks），
他們能夠為客戶提供生產工程技術、3D立體打
印，以及展示用的效果圖（3D studio max）。

香港是投資嶄新業務的理想選址，投資者可借助
香港接觸南中國龐大的生產商網絡以及香港多元
化的客戶群。在香港不斷擴大的新創企業社群

中，他們看到機遇，希望支援小型企業發展產品
概念或開設零售商店。該公司計劃於明年在中國
內地及亞洲擴展創意設計服務及生產支援服務。

零售及產品設計
mabu-design.com

http://www.investhk.gov.hk/zh-hk/index.html
http://somakmak.com
http://bozdemir.com.tr
https://www.jobable.com
http://www.mabu-desig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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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

Nexus Ltd是一家專業的國際媒體服務公司，總
部設於香港，於上海及倫敦都設有辦事處。他們
致力為媒體擁有者提升他們在覆蓋地區的市場滲
透率。

Nexus Ltd 代理在本地市場的國際媒體擁有
者，也讓廣告客戶能夠直接接觸到獨有的媒
體渠道。主要的媒體包括：《Travel Market 
Report》、《Elite Traveler Magazine》、《Ritz 
Carlton Magazine》、《Blueprint Magazine》、
《JW Marriot Magazine》、《FX Magazine》、

《Affluential Luxury Consumer Intelligence》、
《The Art Of Business Travel》、《Wealth 
Insight》、《WEX Events》、《Luxury Custom 
Events》及《Custom Publishing》。

媒體銷售
nexusmediaasia.com

University College of Estate Management 
（UCEM）提供方便、具靈活性及成本效益的網上
教育，目的是培養頂尖領袖人才，共創美好的建
築環境。UCEM在過去40多年來一直活躍於香
港，並與香港的學術機構、僱主及專業團體，包
括香港測量師學會、皇家特許測量師學會及英國
特許建造學會保持密切聯繫。

其課程專為世界各地的兼讀學生而設，幫助他們
發展基於學員工作經驗的實際技能。UCEM的
香港合作夥伴是麥理博教育集團（MacGregor 
Education Group），他們專為就讀獲香港非本地

課程註冊處註冊的課程的UCEM學生提供支援。
新的UCEM香港辦事處於2016年2月開業，實
踐了UCEM在亞太區的承諾。目前，UCEM約有
80%的海外申請來自亞太區。

教育
ucem.ac.uk

Victoria Leigh Design & Trend為全球客戶帶來
耳目一新的紡織設計概念，其設計被廣泛應用於
男女服飾、泳裝、童裝、家品及室內佈置。他們
的設計屬於100%原創，由繪畫、彩繪以至印刷
都是在他們的工作室內完成，致力為客戶創造出
獨一無二而富有想像力的設計。對於有特別要求
的項目，經驗豐富的團隊更會與客戶保持緊密聯
繫。他們也預備了美輪美奐的紡織設計系列供預
約觀賞。

創辦人 Victoria Leigh 是倫敦藝術大學中央聖馬
丁藝術與設計學院的畢業生。現時客戶包括主要
的國際和英國品牌，包括 Salvatore Ferragamo、

Designers Guild、Next、John Lewis、Macys
等，以成為亞洲首屈一指的紡織設計工作室為目
標。他們選擇在香港開業，是因為香港擁有優越
的企業文化，又毗鄰主要國際市場，以及承傳自
歷史的服飾業根基。

紡織及表面設計
victorialeighdesigntrend.com

Rhodium Group Ltd是美國研究及諮詢公司
Rhodium Group 的香港分公司。Rhodium Group 
（RHG）結合政策經驗、量化經濟工具以及實際研
究，對全球趨勢作出極具前瞻性的分析。該集團
的客戶涵蓋金融、企業、非牟利及政府機構，支
援他們的投資管理、策略性計劃及政策需要。

RHG的香港辦事處主要專注於中國市場研究服
務，涵蓋中國的宏觀經濟和金融市場。把業務擴

展至香港讓RHG獲得地理位置上的優勢，以便進
行中國市場研究，以及為其研究及顧問服務開拓
不斷增長的亞洲區市場。

宏觀經濟及能源研究
rhg.com

http://www.investhk.gov.hk/zh-hk/index.html
http://www.nexusmediaasia.com
https://www.ucem.ac.uk
http://www.victorialeighdesigntrend.com
http://rhg.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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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香港成立的初創企業 The Loop是生活品味資
訊媒體的新力軍，以25至34歲的年輕專業人士為
對象，提供餐飲、旅遊、城市生活等資訊內容。
這家初創企業看準市場上對中性生活品味資訊的
需求，因此抓緊商機，先創作設計美觀、針對流
動瀏覽而設的響應式網頁。團隊在出版業界累積
的多年經驗告訴他們，現時出版業界有必要摒棄
傳統的廣告結構，以嶄新而且創新的合作方式及
贊助內容打破固有的經營模式。

The Loop 現時由主力團隊自資經營，他們計劃於
2016年年底推出流動應用程式，以配合其響應式
網頁的設計。

生活品味媒體
theloophk.com

達第信息科技有限公司（WWT）於1990年在美國
密蘇里州聖路易成立。2014年立足香港，成立 
達第信息科技（香港）有限公司，並把業務擴展到
這裏，以協助多家躋身財富100的企業加速全球
技術部署，同時滿足亞太區大型企業的需要。

透過亞太區科技中心的部署，提供架構式系統，
為客戶訂造電纜舖設、預燒和測試、配套和成像
系統，以及數據中心分階段列式，最後替客戶訂
造裝箱和資產管理。以上過程替客戶減少風險、
成本及繁複的流程。

在香港成立能讓他們為客戶提供銷售和工程服
務，包括客戶簡報、工作坊、諮詢以及提供針對
大數據、雲端技術、協作、計算、流動性、網絡
開發、安全性、軟件和儲存等更全面的顧問服
務。WWT將會繼續投資於亞太區，特別是香港
和大中華地區。

先進科技資訊全方位服務
wwt.com

http://www.investhk.gov.hk/zh-hk/index.html
https://www.theloophk.com
https://www2.ww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