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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成立的香港海運港口局於2016年 
4月正式成立，並由運輸及房屋局局
長擔任主席，是協助政府制定策略和
政策，發展高增值的專業航運服務、
推動人力培訓，以及提升香港國際航
運中心地位的總舵手。

香港海運港口局設有三個執行委員

投資推廣署和新成立的香港海運港口局攜手合作，協力提升香港在國際航運業的地位

會，主要集中於海運及港口發展、人
力資源發展，以及推廣及外務等工
作。為鼓勵業界的參與，各執行委員
會的主席將由業內人士擔任。

香港船舶註冊位列亞洲第一
現時，香港船舶註冊位列亞洲第一及

全球第四，香港船舶註冊的船舶噸位
於2015已經突破一億總噸。多個世
紀以來，船舶註冊數字一直是海上貿
易的重要特徵，現在更是國際海運業
務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由於船東可以選擇註冊船隻的船旗

力爭上游 
香港鞏固國際航運中心地位 

http://www.investhk.gov.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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歡迎聯絡：

香港海運港口局	
網址：	hkmpb.gov.hk	
電話：（852）	3509	8264	
傳真：（852）	2523	0030	
電郵：	hkmpb@thb.gov.hk

投資推廣署	
運輸及工業行業主管				王國藩	
電話：（852）	3107	1088	
電郵：	bwong@investhk.gov.hk

國，所以船舶註冊本身也代表對船旗國投下信心的一票。
香港船舶註冊處成立於1990年，當時註冊船隻數目只有
765艘，船舶註冊的船舶噸位為600萬總噸。根據聯合國
於2015年10月發表的報告，香港控制或管理的船舶噸數
達全球總噸數的8.6%。往績良好的船舶註冊處通常會吸
引船齡較淺的船隊註冊，並會嚴格遵守國際條例。

香港船舶註冊的成功主要有賴海事服務界一眾優秀的合作
夥伴。在香港從事船運相關業務的公司超過800間，他們
提供多元化而且高質素的海事服務，包括船舶管理、船舶
經紀，以及處理有關海事法和仲裁的事宜。香港也是亞洲

香港作為物流樞紐

香港擁有與中國內地及全球各地的廣泛連繫，有賴
完善及多元化的交通網絡，以及超卓的效率： 

空運
• 由100家航空公司每日營運約1,100次航班
• 提供定期直航班次到全球140個目的地及中國內

地50個目的地
• 全球最繁忙的國際貨運機場

海運
• 每週提供約340班貨櫃船，連接全球470多個目

的地
• 全球最繁忙的港口之一

陸運
•  四條陸路過境通道往返香港和中國內地，每日處

理過境車輛約120,000架次

領先的國際船舶融資中心，在全球十大賬簿管理人中，有八
家於香港設有辦事處。

香港是全球最繁忙的貨櫃港口之一。香港的港口提供頻密
而全面的班輪航運服務，每週提供340班貨櫃船，連接全球
470多個目的地。

中國內地倡議的「一帶一路」政策涉及全球超過60個國家，
而在香港港口的貨運活動往返的港口之中，有45個國家位於

「一帶一路」這經濟走廊上。香港將繼續在海上絲綢之路上發
揮關鍵作用，並擔當中國內地與世界之間的「超級聯繫人」
角色，協助兩者接軌。

投資推廣署將積極參與和支持在海外和中國內地舉行的推廣
活動，以吸引更多高增值海事服務公司雲集香港。即將舉行
的活動是 Posidonia 展覽，該活動將於2016年6月6至10日
在希臘雅典舉行，是全球航運界最大型的盛事之一。

http://hkmpb.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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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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
江西省企業「一帶一路」研討會
研討會的目的是鼓勵江西省企業在中國「一帶一路」計劃下，借
助香港各項營商優勢，進軍海外市場。
主辦單位：江西省人民政府
協辦單位：江西省發展和改革委員會、江西省商務廳、 
投資推廣署、南昌市政府、九江市政府和景德鎮市政府

香港
FINTech	2016：Leveraging	the	Opportunities	
此科技研討會將提供新一代新興技術及金融服務機會的深入見解
及未來趨勢，通過金融機構、金融科技公司及監管機構之間的合
作邁向超越顛覆的領域。
地點：香港銅鑼灣軒尼詩道500號希慎廣場23樓畢馬威（KPMG 
Conference Facility）
主辦單位：Inspira International Ltd
▶fintechasia-biz.com

10-11 

英國格拉斯哥（10）、印威內斯（11）
愛丁堡低碳創新研究中心─香港低碳輸出工作坊
此活動提供有關於香港及大中華區營商機會的資訊及聯誼機會。
主辦單位：愛丁堡低碳創新研究中心（Edinburgh Centre for 
Carbon Innovation）
▶edinburghcentre.org

美國聖荷西
FinovateSpring	2016
此會議將以獨一無二的純示範形式介紹尖端的銀行及金融科技。
每個由 Finovate 主辦的活動都會聚集超過1,000名金融科技界的
創新者互相交流和聯誼。
地點：聖荷西市 National Civic
主辦單位：Finovate
▶spring2016.finovate.com

12-13

拉脫維亞里加 
海外香港商業協會聯盟歐洲論壇
來自歐洲14個商會的領袖和董事會成員將於論壇上從波羅的海國
家的角度出發，了解中國和香港的營商細節，並探討「一帶一路」
所帶來的機遇。
地點：伊麗莎貝蒂麗笙酒店 
主辦單位：BHKTA
▶bhkta.org

17

英國根西
Guernsey	Finance ─中國近況及亞洲的商務禮儀
這個活動將介紹有關在香港和大中華營商的商務禮儀及相關資訊。
地點：待定
主辦單位：Guernsey Finance
▶guernseyfinance.com

18

哈薩克斯坦阿斯塔納
香港商界圓桌會議暨配對環節	
這項活動由 ATF 銀行協辦，提供連串一對一商務會晤機會。
地點：阿斯塔納華美達酒店
主辦單位：香港貿易發展局 

18-19 

香港
香港世界數據中心展	
這個獲獎的展覽會正式在香港舉行，將會是北亞其中一個最大型
的數據中心展。展覽會曾於倫敦、法蘭克福、巴黎和新加坡成功
舉行。免費入場。
地點：亞洲國際博覽館
主辦單位：CloserStill Media
▶datacentreworldhk.com

18-19 

香港
香港亞太雲端科技博覽
這個獲獎的博覽會正式在香港舉行，將會是北亞其中一個最大型
的雲端運算科技博覽。博覽會曾於倫敦、法蘭克福、巴黎和新加
坡成功舉行。免費入場。
地點：亞洲國際博覽館
主辦單位：CloserStill Media
▶cloudexpoasiahk.com

24-25

加拿大溫哥華
溫哥華太平洋金融貿易峰會
第二屆太平洋金融貿易峰會將探討如何透過利用重要的金融貿易
工具建設經濟，以及如何進一步發展這些優勢，以發展太平洋地
區的業務。
地點：溫哥華俱樂部及溫哥華會議中心
主辦單位：CityAge Media Inc.
▶cityage.org/pacific

25-26

澳洲悉尼
World	Business	Forum,	Sydney
為期兩天的論壇將分享成功之道，並雲集整個澳洲及紐西蘭超過
2,000名高級行政人員，當中包括全球頂尖的商業領袖。
地點：The Event Centre, The Star
主辦單位：BEE Australia
▶wbfsydney.com

5月31日 

6月2日

香港
RISE	HK	2016
RISE 由 Web Summit 背後的團隊策劃。在短短五年間，Web 
Summit 已經成為歐洲最具規模的科技會議。今年網絡峰會吸引了
來自全球超過134個國家42,000名參加者入場。來自全球大型企
業的商界人士和最成功的初創企業創辦人將會親臨香港，分享他
們的經驗。 
地點：香港會議展覽中心
主辦單位：ConnectIntelligence
▶riseconf.com

6月

2-3 

香港
亞太創新峰會	2016系列：機械人技術
這項由香港科技園主辦的旗艦活動，目的是為業界領袖提供一次
富啟發性的交流機會，探討科技和市場趨勢。
地點：香港科學園大展覽廳及會議室
主辦單位：香港科技園
▶apacinnosummit.net

7-8 

香港
EmTech	Hong	Kong
EmTech Hong Kong 將 MIT Technology Review 獲獎的報導內
容帶到現實生活中。會議會探討人工智能（AI）、機械人技術、製
造業、智能城市、金融科技和健康科技各方面的進步如何啟迪我
們的生活。
地點：香港會議展覽中心
主辦機構：MIT Technology Review 及 Koelnmesse
▶emtechhk.com 

15 

英國斯特勞德
Join-In	China 商務研討會
這項活動將提供有關在香港和大中華營商的相關資訊。
地點：Renishaw plc, New Mills, Wotton-under-Edge, 
Gloucestershire GL12 8JR, UK
主辦單位：Join In China
▶joininchina.com

續頁五

http://www1.investhk.gov.hk/events
http://fintechasia-biz.com
http://edinburghcentre.org
http://spring2016.finovat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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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cloudexpoasiahk.com
http://cityage.org/pacific
http://wbfsydney.com
http://riseconf.com
http://apacinnosummit.net
http://emtechhk.com
http://joininchin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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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豪區一帶的最新動向
距離中環荷李活道自動扶手電梯只需幾分鐘步程， 
就能感受到蘇豪區的多姿多彩；有令人垂涎的各國美
食，也有別緻的畫廊。沿路一直往下走，便到達包括
NoHo區以至西區，這裡比起鄰近的蘇豪區寧靜，坐
落著一家又一家設計新穎的生活品味小店和時裝店。
繁華熱鬧的景象及各式各樣的店舖吸引大量海外遊客
及本地人

上環

中環
Menu

Mr Simms Olde 
Sweet Shoppe

Studio8 Atelier 
PATRICK HENRI

Honeybunch

Emack & Bolio’sLa Galerie

Stockhol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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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ack & Bolio’s

美國雪糕品牌 Emack & Bolio’s 創辦於1975年。在閣麟街開
設的第一間香港分店售賣超過 30 種味道組合的雪糕、雪葩和
乳酪，並以招牌甜筒盛載給顧客享用。此外，也提供手工雪糕
蛋糕、新鮮即製的冰沙、朱古力等多種甜品。
▶emackandboliohk.com

Honeybunch
Honeybunch為大自然愛好者帶來款式繁多的手工皂、身體
護理產品和鮮花。專門店坐落於鴨巴甸街，所有產品都是百
分百紐西蘭手工製造。他們的所有產品都採用小包生產，配
合天然包裝，而且滿載麥蘆卡蜂蜜、山羊奶和精油等有益健
康的成份。
▶honeybunch-hk.com

 La Galerie
此畫廊專售高質素的藝術攝影作品和版畫，由 Marie-
Florence Gros和 Cyril Delettre創辦。他們將畫廊開設於荷
李活道這個亞洲藝壇核心地帶，是希望與公眾分享他們對藝
術的熱情和專業。La Galerie涵蓋不同攝影作品，由藝術攝
影到精選新聞圖片，展現備受國際推崇的代表作及一些新進
和具經驗藝術家的作品。
▶lagalerie.hk

Menu
30多年來，MENU一直在丹麥、北歐和歐洲設計界擔當重要
的角色。他們的產品在香港山道，這個新興小區的臨時店發
售。品牌致力為家居每吋空間設計適用的產品，特別適合尋
找設計嶄新的優質產品的顧客。
▶Menu.as

  Mr Simms Olde Sweet Shoppe
甜食愛好者經過擺花街的時候，一定會被這家英式傳統糖果
店所吸引。這家糖果店提供超過1,000款糖果，包括懷舊糖
果大黃奶油糖、當代手工朱古力、拖肥糖以及獨家發售的軟
糖，勢將成為糖果迷的新寵。
▶mrsimms.hk

投資推廣署為上述公司提供支援，協助他們在香港
成立業務，掌握多元化的商機。

歡迎聯絡：

創意產業行業主管			方婉兒	
電話：（852）	3107	1011	
電郵：dfong@investhk.gov.hk

消費產品行業主管			梁耀云	
電話：（852）	3107	1082	
電郵：aleung@investhk.gov.hk

旅遊及款待行業主管			黃思敏	
電話：（852）	3107	1067	
電郵：swong@investhk.gov.hk

    Stockholm
Stockholm 是一家由瑞典人開設的時裝店，專售瑞典時裝、
生活品味產品和室內裝飾品。店內最有特色的是一系列人手
挑選的珠寶，家居裝飾品和人手製作的設計師品牌雨衣，為
希望找到獨特新奇事物的潮流一族帶來一站式的購物體驗，
也是選購禮品的理想地點。
▶facebook.com/stockholm.com.hk

Studio8 Atelier PATRICK HENRI
公司由來自比利時的 Patrick Henri創辦。作為一名專業化
妝師和導師，Henri擁有豐富的國際工作經驗，也曾是多個
知名化妝品牌的代理。他把這些經驗帶到 Studio8 Atelier 
PATRICK HENRI工作室之中。位於上環的工作室是鬧市中
遠離煩囂的休閒點，讓顧客在繁忙的一天過後，享受一個令
人身心煥發的護膚療程，以及締造適合晚上赴會的時尚髮型
和妝容。此外，店內也代理和銷售 PATRICK從世界各地引
進的天然護膚及化妝產品。
▶patrickhenri.com

6月

20-26

英國倫敦
倫敦科技週2016（London	Technology	Week	2016）
一連串有關推廣倫敦作為全球創新科技動力的活動將於此週內舉
行，並連繫倫敦及以外地區整個生態系統。不論規模大小或處於
任何段階的企業及社企都歡迎參與。
主辦單位：亞洲博聞
▶londontechnologyweek.co.uk

21

香港
行政長官歡迎酒會
由行政長官主持的一年一度歡迎酒會，答謝新的投資者在過去一
年對香港的支持。
主辦單位：投資推廣署

28-30 

香港
第二屆國際商會亞洲國際仲裁會議
此為期三天的年度會議將涵蓋由國際商會開辦的「研訊程序和個
案管理」進階培訓課程、「國際仲裁的成本決策」工作坊、內部法
務顧問圓桌會議，以及多個討論環節，討論範疇包括大中華區內
的國際仲裁事宜、知識產權糾紛、國際商會規則下的投資者與國
家之間的仲裁案等。
地點：香港告士打道281號香港怡東酒店
主辦單位：國際商會（ICC）
▶iccwbo.org/ICCASIA/

7月

5

內蒙古自治區包頭市
「一帶一路，共創新思路」包頭研討會

此研討會旨在向包頭市企業介紹香港的投資環境及營商優勢，鼓
勵內地企業伴隨「一帶一路」發展戰略，通過香港「走出去」。
主辦機構：投資推廣署、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駐北京辦事處、 
中央人民政府駐香港特別行政區聯絡辦公室經濟部貿易處

15

新加坡
Seatrade 亞洲海事頒獎典禮
Seatrade 是國際海事界的知名品牌，他們的活動、頒獎典禮、出
版事業和網站都全面涵蓋所有海事活動，廣受全球業界熟悉，備
受尊重。
地點：新加坡香格里拉大酒店
主辦單位：Seatrade Communications Singapore Pte Ltd
▶seatrade-maritime.com

西安市
「一帶一路，共創新思路」投資推廣研討會（西安市）

此研討會旨在向陝西省企業介紹香港的營商優勢及在 「一帶一路」
下內地企業如何利用香港的平台「走出去」。
主辦單位：投資推廣署

國際行事曆續自頁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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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eatrade-maritim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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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城市間的合作
為了通過舉辦各項活動以推動創新文化，一年一度的國際 IT匯
舉辦了重點的資訊及通訊科技 （ICT）活動，其中包括雲端運
算、初創公司、網絡安全，流動技術和物聯網等。在國際 IT
匯首次舉辦的互聯網經濟峰會上，智慧城市發展聯盟（中國
內地）和智慧城市聯盟（香港）簽署了一份諒解備忘錄，共同
推動智慧城市的發展，並力強學術界、工商界和研究界之間
的合作。

投資推廣署助理署長吳國才表示：「香港具備一切有利條件
和成功例子，能夠發揮物聯網的巨大潛力，為智慧城市創業
家創造無限商機。中國內地目前正積極建設多個智慧城市，
香港將可以成為中國內地及亞洲智慧城市的模範。」

香港具備物聯網（IoT）發展所需的重要資源，包括完善的基
建和運輸網絡、世界級的大學和穩健的知識產權保障制度。
香港也是全球其中一個最大型的上市集資平台，擁有全球最
繁忙的港口和機場。在地理位置上，香港鄰近珠江三角地區
的生產設施，易於採購低成本硬件，因此有利物聯網的發展。

此外，名為 CBD2的東九龍區發展計劃正密鑼緊鼓地進行，
包括將舊啟德機場、觀塘和九龍灣發展成為繼中環後香港的
第二個商業樞紐，當局也有計劃將 CBD2發展為智慧城市。
根據起動九龍東辦事處（EKEO）的資料，CBD2發展計劃具
備六項智慧城市的要素，包括智能經濟、智能流動性、智能
環境、智能市民、智能生活以及智能政府。計劃完成後，
CBD2將會成為香港最大的商業區，商用辦公室空間更是中
環的一倍。

智能經濟也逐漸在香港成形，香港具有高滲透率的流動網絡
和智能卡技術，為生活各方面都帶來不少方便，例如購物、
泊車、乘搭公共交通工具、快速入境清關和網上交易等。

從商業角度而言，活躍的創業生態系統令香港像磁鐵般吸引
着不少國際科技企業家、知名的物聯網加速器計劃和相關的
機構。他們在香港的成立為我們帶來許多精彩的創新科技。
例如，Scoutbots發明了保護海洋的海洋機械人；Hanson 
Robotics研發了風靡全球的人型機器人；Soundbrenner
創製了首個為音樂家而設的可穿戴式拍子機。

而最近，香港也掀起了物聯網熱潮。兩個物聯網加速器計劃
Brinc和 Wearable IoT World分別於2015年和2016年進
駐香港。多個共用工作空間已經宣佈把他們的集中力放在物
聯網業務上，包括2015年在香港成立的 Tuspark Global 
Network（TGN）。去年，麻省理工學院（MIT）選擇以香港
作為創新項目的主要夥伴。創新中心 MIT Hong Kong 
Innovation Node將於今個夏季開幕。中心將會匯集 MIT的
學生、企業家和香港的大學共同研究新概念、加快將產品從
實驗室推廣到市場上的過程，也為學生企業家發展自造者工
作坊以及初創企業計劃。

香港力拓智慧城市
香港積極推動智慧城市發展，致力成為亞洲區智慧城市的模範 

智慧城市

歡迎聯絡：

創新及科技行業主管			曾文龍		
電話：（852）	3107	1013		
電郵：stsang@investhk.gov.hk	

行業焦點

智慧城市 @ 九龍東 

透過建立互動信息平台便利溝通和分享數據，從
而改善城市管理、提升效率、提供交通資訊及高
質素的公共服務

繼續推展啟德發展區的區域製冷系統，鼓勵增加
九龍東的「綠色建築」和落實綠化總綱，減少市
民對道路交通的需求，從而減低相關的碳排放量

改善行人道及交通環境，鼓勵市民養成多走路的
健康習慣

資料來源：起動九龍東辦事處（ekeo.gov.hk）

http://ekeo.gov.hk


7

全新的地區總部不單支援香港的客戶，也將會支援
Austreme正計劃在中國內地及歐美地區開設的辦事處。該
公司現正急速增聘人手和擴充規模，並不斷物色及培訓有
潛質的員工加入。

他們的核心技術主要提供有關監察非法網上商戶或未授權的
網站交易、保護品牌、偵測惡意程式、釣魚網站、詐騙和仿
冒網站等大數據分析情報。周耀祥表示，Austreme的數據
庫每週追蹤及收集約30至50萬個新網站資料作分析用途。

憑著精闢獨到的專業知識，以及與商戶銀行管理層積極溝
通並了解他們所面對的第一手難題，令 Austreme在業內
穩佔領導地位。周耀祥也經常獲業界的邀請，出席會議及
演講，分享他的見解。他透過投資推廣署提供的公關支援
服務及業界聯繫活動，進一步提升公司的知名度。

仿冒網站、惡意程式威脅及非法網站交易等問題嚴重損害
品牌聲譽，削弱消費者對電子商貿和網上支付的信心。
Austreme於2011年在澳洲悉尼創立，利用自主研發技術
為品牌擁有人、商戶銀行及第三方支付服務商打擊網上商
戶的不法活動及防止欺詐交易。其服務遍及亞太區、歐美
及中東等市場。

Austreme創辦人周耀祥說：「我們協助國際信用卡組織解
決有關可疑支付交易的問題，並協助銀行降低金融風險，
避免聲譽受損。」周耀祥表示，Austreme是全球唯一符合
國際認可的「支付卡行業資料安全標準」（PCI DSS）的商戶
監察服務商，並已同時達到該標準三年。

2012年，Austreme獲澳洲 Tech 23選為23大新晉公司；
2015年成為萬事達卡的商戶監察服務商（MMSP），同年獲
得一筆630萬美元的策略性投資。為了實現拓展全球業務
的理想，Austreme於2016年將地區總部移師香港。

周耀祥說：「香港是拓展全球金融科技業務的理想選址，因
為香港是個接通全球金融市場的國際樞紐，不但位處有利
的時區，而且擁有高效率的人才。國際市場和中國內地的
客戶對金融科技解決方案的需求越來越高，而且尤其著重
網站安全和風險管理工具。香港擁有天時地利，以這裡為
基地能夠加快我們全球擴展的步伐。」 

Austreme 從香港擴展全球金融科技業務
看準市場對雲端及大數據應用的電子商貿監察服務需求日增，澳洲金融科技公司
Austreme決定在香港設立地區總部

Austreme

•		於2011年在澳洲創立，創辦人為網站安全及風險
合規專家周耀祥

•		於香港和澳洲設有辦事處	

www.austreme.com

“ 香港是拓展全球金融 
科技業務的理想選址。”
	 	Austreme	
創辦人	
周耀祥

投資案例

http://www.austrem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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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Cedar的顧問服務也可以為客戶針對現時的內容、程
序和品牌定位等方面提供評估和審計。Mastin說：「區域性
策略至為重要，因為沒有放諸四海皆準的策略。」Mastin強
調在這個資訊泛濫的年代，為本地和亞洲區品牌不斷製作
高品質的內容非常重要，這樣才可以讓這些品牌脫穎而出。

他說：「在香港開業之初，這裡的企業精神令我印象難忘，
而我們也未曾在其他城市體驗過像香港般的拼搏精神。」 
另一位香港執行合夥人 Hannah Saunders補充說：「香港
具備有利小型企業蓬勃發展的條件，在世界上絕無僅有，
這一切都有賴進取的政府政策和投資。」  

通過香港投資推廣署的協助，該公司建立了自己的團隊，
並且在破紀錄的時間內完成了部份客戶的項目。

Cedar 的香港辦事處於2015年4月成立，並獲得製作國泰
航空及國泰港龍航空兩間航空公司製作機上刊物及一系列
數碼雜誌：《Discovery》、《Discover the Shop》、《Cargo 
Clan》、《Silkroad》及《Emporium》的項目。此外，香港
團隊也為各行各業的顧客，例如航空業、金融業、零售業
以至房地產業的客戶製作多渠道內容。香港執行合夥人
James Mastin表示，品牌推廣現時已發展成包括印刷品、
影片、數碼和社交媒體一系列工具。這有助公司隨時隨地
與顧客溝通，發展業務及建立關係。憑著在撰稿和編輯方
面的經驗和實力，加上屢獲獎項的創意，以及深入分析的
策略性方針，令 Cedar得以為客戶創作有效、創新而且富
有啟發性的雜誌、網站、應用程式、影片和社交媒體內容。

Cedar總部設於倫敦，是一間提供全球內容營銷服務公司， 
隸屬宏盟集團（Omnicom Group）旗下。該集團於全球擁有
超過1,500家市場營銷及傳訊服務公司。Cedar自1973年
起替英國航空推出第一本機上雜誌《High Life》以來，累積
了43年資深的內容營銷經驗，其全球團隊已增至170人並
分別於倫敦、香港、開普敦及約翰尼斯堡設有辦公室。據
估計，到了2019年，該公司的市值將高達3,130億美元。

研究、剖析、製作
Cedar是一家提供全面內容營銷服務的公司，能為客戶製作
雜誌或數碼內容計劃，包辦內容策略、設計、製作以至發

國際領先內容營銷商鍾情香港
隨著倫敦內容營銷公司 Cedar於香港開設亞洲區第二個辦事處，內容營銷服務業
開始於香港萌芽

Cedar

•		一家全面的內容營銷服務公司，分別於倫敦、	
香港、開普敦及約翰尼斯堡設有辦公室

•		專責為各行各業的客戶製訂內容策略及製作多	
渠道內容

•		香港辦事處目前有30名員工	

cedarcom.co.uk

“在香港開業之初，這裡的 
企業精神令我印象難忘，而
我們也未曾在其他城市體驗
過像香港般的拼搏精神。”
	 	Cedar	
香港執行合夥人	
James	Mastin

http://cedarcom.co.u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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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海底建築工程是一門極為專門的行業，Hydrokarst已經
派遣一名項目經理舉家調任到香港。他們也希望在香港增聘
高壓技術員、機械工程師、一名分公司經理和一名銷售代
表，更計劃在2016年年底前從法國調派具備專業知識的工程
潛水員到香港，估計將會創造50個職位。 

他說：「現在，我其中一個首要任務是確保工程潛水員的專
業資格符合嚴格要求，並在培訓要求、安全規則及衛生標準
方面保持最高的標準。法國的高難度工程技術備受全球肯
定，而且我們的客戶對潛水工程公司的要求極高，特別是在
安全和工程品質方面。」 

投資推廣署為 Hydrokarst提供有關海外員工申請簽證、住所
及國際學校學位等意見。去年，Bordignon獲邀擔任一場在
法國里昂舉行的研討會演講嘉賓。該研討會由投資推廣署主
辦、江門市人民政府和廣東省政府協辦，旨在推廣大珠江三
角地區的整體營商優勢。

Hydrokarst是來自法國的公司，專門承接海底建築工程，
自2004年起成為香港寶嘉（Dragages）的承包商，負責寶
嘉的一個全長五公里的雙線雙程海底隧道工程。這個工程
項目是寶嘉所承包的屯門至赤鱲角連接路─北面連接路海
底隧道段的其中一部分，預計於2016年竣工。項目的合約
總額是香港歷來之冠，也將成為全港最深（水深50米）、最
長（長五公里）和最大型（雙管道）的海底行車隧道。 

通過在香港設立分公司，Hydrokarst計劃建立他們的管理
團隊，投資新設備，最終將業務從香港擴展到亞洲各地。 

Hydrokarst行政總裁 Jacques Bordignon說：「香港與其他
國家不同，在其他國家開設分公司是一項極為繁重而且複
雜的任務，我們非常欣賞香港這個城市，如此鼓勵營商，
不但手續簡單，而且實事求是。此外，優越的營商環境、
低稅率、簡約的行政程序和高效率的材料裝運都成為了本
地所有承包商的重要資本。」 

Bordignon完成了離岸建築物控
制專家的訓練後便在北海投身石
油和天然氣業，展開他的事業生
涯。1986年，他獲 Hydrokarst
聘用為項目經理。

在設立香港分公司前，Hydrokarst
也在非洲開設了分公司。他們認
為泰國、緬甸、菲律賓、印尼和
馬來西亞等亞洲市場擁有龐大的
發展潛力。 

從潛水員到海底建築商 
自從獲得全港最長、最大型及最深連接屯門至機場的海底隧道段其中一部份的工程
合約後，Hydrokarst隨即在香港設立分公司

Hydrokarst

•		在1977年由洞穴潛水員和洞窟學家成立
•		總部設於法國，在全球聘有200名員工	
•		專門承接海底工程、繩索技術工程和密閉空間工程	

hydrokarst.fr	

“ 優越的營商環境、低稅率、
簡約的行政程序和高效率的
材料裝運都成為了本地所有
承包商的重要資本。”
	 	Hydrokarst	
行政總裁	
Jacques	Bordignon

http://hydrokarst.fr


此外，香港的地理位置鄰近中國生產商，擁有來自各行各
業、不同地方的專業人士。對於希望進駐亞洲市場的初創
企業而言，我們認為香港具有龐大的發展潛力。」  

WIoTW在三藩市透過一位導師首次接觸投資推廣署。
此後，投資推廣署的香港及三藩市團隊就一直傾力協助
WIoTW，為他們提供意見和支援服務，令他們順利在香港
開業。

Ellicott說：「能夠在三藩市和香港兩地認識到投資推廣署這
樣可靠的合作夥伴，實在令人鼓舞。投資推廣署不但顧及
我們的需要，同時也為我們現在和未來的初創企業設想。」  

Wearable IoT World（WIoTW）是來自三藩市的創新樞紐，
為物聯網及可穿戴科技界提供針對性的創業加速計劃、諮
詢服務、出版服務及會議策劃。作為全球針對物聯網、可
穿戴科技及新興科技的創業加速器先驅，該公司期望成為
推動品牌、企業、政府及企業家在物聯網領域創新的力量。

進駐亞洲的國際城市
由於香港是著名的國際中心及通往中國內地的重要門廊，
WIoTW於2016年5月正式登陸亞洲，進駐香港數碼港，並
推出美國 ─ 泛亞物聯網創業加速器計劃（US-Pan Asia IoT 
Superhighway Accelerator）。此創業加速器為亞洲市場提
供度身訂造的課程，培育優秀的創業人才，並且提供完善
的支援服務，包括友導計劃、教育、辦公空間及商業服務
等，全力加強本地及全球可穿戴科技及物聯網公司之間的
合作。

Wearable IoT World Labs總監及 Wearable IoT World聯合
創辦人 Kyle Ellicott說：「我們得到香港政府、投資推廣署、
慧科資本、數碼港和本地合作夥伴的支持，成功將 WIoTW
的專業知識由美國帶到亞洲，為初創公司及企業提供全面
的服務。這些服務有助他們發展物聯網、可穿戴技術及新
興科技，也能連繫初創企業社群，凝聚各方力量和資源。
在香港擴展服務是我們期待已久的新里程，以配合我們的
服務承諾，就是致力建立一個值得信賴的知識交流平台，
以及在香港以至全球各地培育可持續發展的物聯網創新及
創業生態。」

創業加速計劃將成為創業家的催化劑，令可穿戴科技及物
聯網生態徹底變革。進駐香港後，他們將於其他亞洲市場
包括深圳、新加坡及東南亞等，擴展對可穿戴科技及物聯
網初創公司的支援服務。

Ellicott說：「香港擁有強大的政府架構，積極支持初創企
業，而完善的跨境通關措施更能利便香港及海外投資者。

“ 能夠在三藩市和香港兩地認識到投資
推廣署這樣可靠的合作夥伴，實在令
人鼓舞。投資推廣署不但顧及我們的
需要，也為我們現在和未來的初創企
業設想。”
	 	Wearable	IoT	World	Labs總監及	
Wearable	IoT	World聯合創辦人	
Kyle	Ellicott

三藩市 Wearable IoT 
World 登陸香港
於2016年登陸香港的全新創業加速器， 
將致力推動亞洲區的物聯網創新及創業 
活動，並同時促進全球物聯網的發展

Wearable IoT World

•		於2013年成立，總部設於三藩市
•		業務模式是把創業加速器、企業師友計劃、企業
策略性夥伴計劃和媒體結合成為活躍的創業社群

•		至今已於包括香港在內的15個國家培育了超過	
90家初創企業

wearableworld.co		

http://wearableworld.c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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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tiMirror香港辦事處有一支負
責產品開發的專家團隊，以及一
支專注於全球業務增長的銷售
團隊。目前在區內創造了七個
直接及15個間接職位。事實上
actiMirror 約有90%的業務屬軟件方面，只有10%為硬件
業務。他說：「我們的專利軟件就是公司的命脈，而且百份
百香港研發。」

Ruiz-Sanchez對公司前景感到樂觀。他引用畢馬威全球科
技創新調查（2014年秋季）的結果，受訪的768位全球業界
領袖中有20%表示「零售 /智能購物」將成為最有利可圖的
頂尖應用技術，而這是由於採用了物聯網科技術。

他說：「消費者的購物模式將在大數據年代中急劇轉變，大
數據對機構來說十分重要，能為他們在商業競爭中帶來無
可匹敵的優勢。」

在經營環境方面，他認為香港的顧客十分友善，願意協助
他們的產品進行市場反應測試，而香港政府也一直為初創
企業提供適當的支持。他總結：「投資推廣署從一開始便
為我們穿針引線，積極介紹專為初創企業而設的計劃和活
動，擴闊我們的網絡。我們慶幸能遇上用心工作、努力實
踐使命的團隊。」

人類對鏡子的迷戀可從整個文明中追溯，鏡子的吸引
力時至今日仍歷久不衰就是令 actiMirror誕生的原因。
actiMirror的鏡子不僅可用作整理儀容，也可以顯示個人化
的內容和提供專業意見，以滿足個別客人的需要，令消費
者得到貼心的服務。同時 actiMirror也能引起他們的興趣，
從而提升他們的購買慾。

另一方面，actiMirror也同時令商戶能夠作出更明智的決
策，提升利潤。actiMirror內置感應器，並使用了無線射頻
識別（RFID）標籤及生物檢測技術，能協助零售商以不具名
形式收集消費者數據，包括銷售轉化率（試用對購買率）、
店內行為（包括最終的選擇及購買前的產品評估）、詳細的
消費人口分析、實時的存貨量及銷售監測等重要的分析數
據。這些資料經整理後會傳送至商戶的總部及當地部門，
讓他們能夠針對重點產品、價格定位及主要促銷活動作出
更明智的決定。

actiMirror創辦人 Victor Ruiz-Sanchez解釋：「actiMirror發
揮了物聯網既有的潛力，能提高零售、旅遊餐飲、醫療保
健及展覽等行業的銷售效率，並為消費者帶來貼心和獨特
的體驗，也為企業提供寶貴的數據分析。」 

總部移師香港
當 Ruiz-Sanchez了解到香港的經營優勢後，便決心改變公
司現狀，並在2014年決定將公司的總部由米蘭移師香港。

他說：「我們曾經考慮過許多地方，但香港擁有其他亞洲
城市沒有的優勢，例如鄰近中國大陸市場、法治、簡單稅
制、高效率、自由經濟及香港人的拼搏精神等，這些因素
結合起來令香港成為我們業務騰飛的理想地方。香港的初
創公司、天使投資者及風險投資環境也都開始鞏固，並吸
引更多潛在的投資者。」

物聯網鏡子發揮智能購物潛力
香港物聯網初創企業 actiMirror將總部由米蘭移師香港，反映業界 
對其創新水平的垂青及廣泛興趣

actiMirror

•		成立於2014年
•		總部設於香港，營運和物流設施則設於東莞，米蘭
亦設有分公司

actimirror.com

“投資推廣署從一開始便為我們
穿針引線，積極介紹專為初
創企業而設的計劃和活動。”
	 	actiMirror	
創辦人	
Victor	Ruiz-Sanchez

http://actimirror.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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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企業及社會開發流動應用方案
香港流動應用方案顧問及開發商 MotherApp在不足十年間已經從一家規模
只有三人的初創公司，擴展至現時超過60人的跨國公司，為企業和社會提供
創新的應用方案

“ 投資推廣署為初創公司提供了很
好的支援平台、資訊和資源，讓
他們能在香港蓬勃發展。”
	 	MotherApp	
創辦人兼行政總裁	
羅健麟

他說：「流動應用程式開發商必須熟悉客戶的企業文化和
內部程序，才可以創造最佳的使用者體驗和解決關鍵問
題。我們會和各持份者會面，也會訪問使用者，以了解他
們的需要和期望。我們的諮詢服務能確保客戶的應用程式
盡善盡美，並帶來可觀的投資回報。」 

MotherApp 不斷拓展企業應用方案和物聯網業務。長遠而
言，他們希望透過開發機械學習技術來解決客戶的難題。 

在考慮回流香港時，羅健麟首次認識到投資推廣署。他總
結說：「投資推廣署為初創公司提供了很好的支援平台、各
種資訊和資源，讓他們茁壯成長。」

MotherApp 的總部位於香港，是一家流動應用方案顧問及
開發商，通過物聯網和大數據分析等流動技術，致力解決
各種商業問題。MotherApp 是香港第一批流動應用程式
開發商之一，他們所開發的首個產品是名為「MotherApp 
Engine」的應用程式引擎，協助世界各地的公司將 HTML
編碼轉換成 iOS 和安卓應用程式。MotherApp 為各類型客
戶，包括上市公司、跨國企業、政府機構、初創公司及創
業家等，創建流動應用方案，協助他們提高收益、改善顧
客體驗、提升管理效率和促進溝通。

MotherApp 創辦人兼行政總裁羅健麟表示：「我們特別希
望開發能影響社會的應用方案。我們在遠早於 TED 官方應
用程式推出前，已經開發 TED 影片播放應用程式，讓 iOS
和安卓系統用戶都能夠播放 TED 影片。除此之外，我們認
為奴隸制度此問題是可以解決的，所以我們與一家非牟利
機構合作，為他們免費開發一個識別奴隸制度受害者的應
用程式。」 

羅健麟的職業生涯始於美國 Google 總部。他開發了尋找
相關網頁的演算法，並獲得專利，也建立了一個根據大數
據來評估 Google 搜尋質素的系統。他於2007年回流香港
並創辦了 MotherApp。MotherApp 在2008年入選香港科
技園的科技創業培育計劃，並遷至科學園。羅健麟認為香
港有大量科技人才，而且為初創公司提供充足的支援，是
成立科技初創公司的理想地點。 

流動應用程式趨勢
羅健麟認為流動應用程式不只適用於大眾消費市場；越 
來越多公司已開始使用流應用程式作企業內部用途。 

MotherApp

•		總部位於香港，在中國內地和美國設有辦事處	
•		於2007年由羅健麟創辦

motherapp.com

http://motherapp.com


Hodges也解釋瀏覽次數便是金錢，加上新一代消費者都
使用流動裝置，具前瞻性的品牌已將市場推廣預算轉移到
流動網絡世界。

由於內容營銷在亞洲仍屬新概念，King Content計劃於亞
洲區內舉辦各類活動，向企業決策人和市場推廣業者灌輸
內容策略的概念。Hodges表示他們於去年首次舉辦的內
容營銷學習日（Content Marketing Academy）反應非常理
想，令人滿意。

King Content建議選擇內容營銷公司時應注意以下事項：

• 了解該公司的戰略能力

• 詢問該公司提供哪些工具以及將帶來什麼結果和成績

• 與該公司的團隊會面

• 深入了解該公司具備的市場營銷技術，以及其接口方式

King Content於2010年在悉尼成立，是一家提供全面市場
營銷服務的公司，分別於墨爾本、紐約、倫敦、香港及新
加坡設有辦事處。2015年，提供媒體監測及分析服務的澳
洲上市企業慕亞集團（Isentia）收購了 King Content。

King Content行政總裁 Craig Hodges說：「我們於全球各
地設立內容中心，以便更了解受眾的需要。香港是我們的
必然之選，因為在這裡，我們的服務獲品牌採用的機會 
相當高。透過與新的母公司合併，我們獲得龐大的資源，
並得以在全球各地繼續為各品牌創作創意內容及制定營銷 
策略。」 

內容營銷解決方案 
King Content的客戶包括一些全球最大的品牌，這些品牌
分別來自保險、商業對商業（B2B）、電子消費產品、軟件
及飲食業。他們協助客戶發展營銷策略，並透過網誌、資
訊圖表、白皮書、電子書、搜尋引擎優化（SEO）及影片製
作等方式訴說品牌故事。該公司還開發了自家內容營銷管
理流程平台 Communiqué，協助品牌創作、發布、評估及
優化網上內容。 

Hodges說：「現時有75位客戶使用 Communiqué，而用戶
數目更按年遞增三倍。在香港成立讓我們更直接地接觸客
戶，由於許多客戶的亞洲區業務決策都由香港分公司決定，
因此我們預料亞洲區對內容營銷服務的需求將日漸增加。」

數碼時代的品牌故事
來自澳洲的 King Content蓄勢待發，為各品牌客戶構建具說服力的內容，
並在香港擴展其全球業務

King Content

•		總部位於悉尼，是獲獎的內容營銷服務公司		
•		於全球六家辦事處聘有150名員工

kingcontent.com.au

“ 由於許多客戶的亞洲區業務決策都由
香港分公司決定，因此我們預料亞洲區
對內容營銷服務的需求將日漸增加。”
	 	King	Content	
行政總裁	
Craig	Hodges

http://kingcontent.com.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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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infilm 選址香港作為供應鏈支援基地
挪威高科技公司於香港設立供應鏈管理（SCM）支援辦事處，為亞太區提供服務

他補充說：「香港能夠為 Thinfilm這類新興科技公司提供穩
固的基礎，讓它們成功開業和發展。」

投資推廣署的支援
Neu說：「投資推廣署提供高質素的專業服務，非常切合
Thinfilm這類新興科技公司的需要。我認為該署提供的服
務，例如公司註冊及成立辦事處的支援等，都非常有用。
當我舉家調職到香港時，投資推廣署為我提供子女入學及
住屋方面的意見，以及推介會計服務供應商、外判的辦公
室服務等。在開業時該署也為我們提供與業界聯誼的機
會。他們甚至替我填寫工作簽證的申請表。」

Thin Film Electronics ASA（或稱「Thinfilm」）是一家全球領
先的印刷電子產品及智能系統開發商及銷售商，產品系列
涵蓋四大類別：印刷可重複讀寫記憶體、EAS（電子商品防
盜系統）、NFC（近距離無線通訊）解決方案及智能感應器。

這家公司成立於1990年代
末，並於2005年經歷大型
架構重整，現時在奧斯陸
證券交易所上市，同時在
美國場外交易集團掛牌交
易。Thinfilm的總部位於

挪威奧斯陸，於全球各地設有辦事處，產品開發和生產基
地位於瑞典林雪坪；產品開發、生產及業務發展分部則位
於美國加州聖荷西，並在美國、香港和新加坡設有銷售及
支援辦事處。

服務亞太區客戶的理想基地  
隨著大量裝配生產作業外判到亞洲區，Thinfilm於2015年
決定在亞洲區設立一個物流支援辦事處，以協調供應鏈中
的各項職能，其中包括採購符合客戶訂單要求的物料。結
果，在2015年中旬，Thin Film Electronics HK Ltd正式成
立，現時聘有三名全職員工，並將繼續擴充規模以支援
Thinfilm在亞太區的生產業務。 

考慮選址時，Thinfilm認為香港具備他們最需要的條件。
Thin Film Electronics ASA執行總經理兼全球供應鏈管理副
總裁 Achim Neu說：「在地理位置上來說，香港的主要優
勢是鄰近許多亞洲國家，並且擁有優秀的基建設施，特別
在訊息及通信技術方面，能讓我們與全球各地的其他辦事
處保持迅速有效的溝通。在金融系統方面，銀行間的往來、
電子銀行及各類信用卡解決方案都發展得非常成熟。此外，
香港大部分的勞動人口都具備雙語能力，能夠維持高效的
業務溝通，從而提升生產力。」 

Thin Film Electronics HK Ltd

•		母公司為 Thin	Film	Electronics	ASA	
•		為亞洲的製造商夥伴提供重要的工程及供應鏈支
援服務

thinfilm.no

“ 香港能夠為 Thinfilm這類新興科技
公司提供穩固的基礎，讓它們成功 
開業和發展。”
	 	Thin	Film	Electronics	ASA	
執行總經理兼全球供應鏈管理副總裁	
Achim	Neu

http://thinfilm.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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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個人都可擁有的鑽飾
Diamanti Per Tutti 字面意思是給每個人的鑽石，品牌希望挑戰大眾認為鑽石只能
於傳統珠寶店發售的觀念

在選擇零售地點時，DPT 研究了香港多個零售模式，最
後決定首先在尖沙咀及元創坊開設短期租約店舖。元創坊
是香港的活化古蹟，推廣設計主導的品牌，也是舉辦各項
盛事和活動的文化樞紐。由於首兩間短期租約店舖十分成
功，因此鼓勵 DPT於銅鑼灣開設長期零售點，其後更在
繁忙的商業區旺角開設另一家店舖。他們計劃於今年稍後
在香港增設多兩間零售店，及一間中國內地分店。  

Hui將品牌在亞洲的成功歸功於三個要點： 歐洲商標和設
計、電子媒體和個性化的服務，以及精心管理和成本控制。

回想在香港開業初期，Hui說：「投資推廣署的團隊為我們
提供了許多實用的背景資料，例如相關條例，香港最新的
零售科技趨勢，以及有關業務增長的意見。」

Diamanti Per Tutti（DPT）來自享有世界鑽石之都美譽的比
利時首都安特衛普，提供18K鍍金或鍍銠純銀及以人手鑲
嵌的鑽石首飾。   

在歐洲成功發展後，DPT 選擇了香港作為開設第一個亞
洲區總部的地點，這是因為香港擁有大都會文化，並享
有亞洲鑽石和珠寶貿易中心的地位。DPT亞洲區總經理 
Catharine Hui 說：「優雅、格調、簡約和獨一無二的設計
是吸引香港消費者之處。DPT 品牌深深體現比利時的風格：
於安特衛普設計，致力保證產品的最高質素，而且服務周
到。他們所有鑽石都獲得真鑽認證，屬於非衝突原鑽，而
且附有兩年全面產品保養。」   

Diamanti Per Tutti 

•		源自安特衛普，在香港設立首個亞洲區總部	
•		所有鑽飾系列都在安特衛普設計，以人手將真鑽
鑲嵌到18K鍍金或鍍銠純銀首飾上

•		在香港設有兩間零售店，並計劃擴充業務

diamantipertutti.hk

“ 投資推廣署的團隊為我們提供
了許多實用的背景資料，例如相
關條例，香港最新的零售科技趨
勢，以及有關業務增長的意見。”
	 	Diamanti	Per	Tutti		
亞洲區總經理	
Catharine	Hui

http://diamantipertutti.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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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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中環紅棉路8號東昌大廈25樓     電話：（852）3107 1000     電郵：enq@investhk.gov.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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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澳洲
Austreme 金融科技

King Content 內容營銷服務公司

比利時
Diamanti Per Tutti 珠寶設計

Studio Dott 設計

加拿大
Legend Publishing （HK） Ltd 媒體

法國
Hydrokarst 海底建築工程

Tartine 餐飲業

萬山丹香港有限公司 建築外立面設計與工程研究

德國
稀雅蜜（香港）有限公司 天然及有機蜂蜜產品

MNS Alliance Ltd 醫藥企業諮詢

印尼
Nature And Beyond Ltd 食品貿易

意大利
actiMirror 物聯網及智能鏡子

日本
Jan Jan Kushikatsu 餐廳

韓國
心匠 醫療科技

中國
大唐電信國際技術（香港） 
有限公司

資訊及通訊科技

海能達通信（香港）有限公司 無線電通訊器材

光啟科學有限公司 深度空間業務

深圳中裕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LED 照明研發、 生產及銷售

公司 行業

馬來西亞
2Easy 資訊及通訊科技

PappaRich 餐廳

荷蘭
Kedtrade Asia Ltd 手錶、生活品味與時尚

挪威
Thin Film Electronics HK Ltd 電子

瑞士
博施出版 媒體及出版

台灣
資廚（香港）管理顧問股份 
有限公司

餐廳管理科技

茶湯會 外帶式飲品

泰國
香港新興集團有限公司 食品貿易

土耳其
BRC Construction Ltd 建築

英國
Cedar 內容營銷服務公司

Jobable Ltd 人力資源技術

Mabu Design 零售及產品設計

Nexus Ltd 媒體銷售

University College of Estate 
Management 

教育

Victoria Leigh Design & Trend 紡織及表面設計

美國
MotherApp 流動應用方案顧問及開發商

Rhodium Group Ltd 宏觀經濟及能源研究

The Loop 生活品味媒體

Wearable IoT World 物聯網創業加速器

達第信息科技（香港）有限公司 先進科技資訊全方位服務

https://twitter.com/investhk
http://www.linkedin.com/company/invest-hong-kon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