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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顯示，香港於2015年的外來直
接投資流入金額達1,750億美元，較
2014年的1,140億美元上升53.5%。
報告將香港列於全球第二位，僅次於
美國（3,800億美元），並超越中國內地

（1,360億美元）。該報告指出，香港外
來直接投資流入金額的增長，部份是
由於企業重組所致。

綜觀全球，外來直接投資錄得自2008

年的新高。該報告顯示2015年的外來
直接投資錄得強勁復甦，達17,620億美
元，較2014年增加38%。全球外來直
接投資強勁反彈的主因，可能是由於頻
繁的跨國併購活動，這情況在發達經濟
體更為顯著。

署理投資推廣署署長何兆康表示：「很
高興看見香港繼續被列為全球外來直接
投資流入榜的第二位，儘管全球經濟環

境仍不明朗，香港繼續是海外及中國內
地公司營商的重要據點。我們對前景謹
慎樂觀，本署會繼續致力為有意來港設
點的海外及內地公司提供協助。」

數字反映香港作為「超級聯繫人」及直
接投資管道的角色，外來投資者以香港
作基地，然後再進入內地及亞洲其他市
場，愈來愈多的內地企業利用香港進行
全球併購及投資等活動。

香港外來直接投資流入量繼續位列全球第二位
聯合國貿易和發展會議發表的《2016年世界投資報告》指出，香港去年的外來直接
投資流入金額保持全球第二位

行政長官梁掁英（右二）舉辦「行政長官歡迎酒會」，以答謝新的外來投資者為香港作出的貢獻。署理投資推廣署署長何兆康（左一）；
香港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蘇錦樑（左二）；以及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工商及旅遊）常任秘書長容偉雄（右一）一起進行祝酒儀式。

http://www.investhk.gov.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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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競爭力全球第一
根據瑞士洛桑國際管理發展學院發表的《2016年世界競爭
力年報》，香港獲評選為全球最具競爭力的經濟體。根據
這份在5月發表的年報，香港在全球61個經濟體中的排名
第一。

報告根據「經濟表現」、「政府效率」、「營商效率」及「基礎
建設」四項競爭力因素對各經濟體作評估。在四個競爭力

因素當中，香港在「政府效率」和「營商效率」都維持全球 
第一。

在2016年首六個月內，投資推廣署共完成262個外來投資
項目，這些項目來33個不同地方。中國內地繼續成為外來
直接投資最大來源地，其次是美國、英國、法國和台灣。
在創造就業機會方面，這262間公司表示計劃在成立或擴
充業務的首年內在香港僱用2,646人。

來源：聯合國貿易和發展會議《2016年世界投資報告》

外來直接投資流入全球排行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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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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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國慕尼黑
WHAT	IF	Accelerator	by	Innoforum	2016	
WHAT IF! 計劃發掘從各個國家和城市崛起的顛覆性創新概念，
並透過提供面談、網上指導、合作和非稀釋資金等機會，加快將
這類概念轉化為業務。獲選入圍加速器決賽的單位將於活動上介
紹他們的計劃書。投資推廣署為是次活動的贊助及參展商。
地點：Deutsches Zentrum für Neurodegenerative 
Erkrankungen（德國神經退行性疾病研究中心）e. V. （DZNE）— 
Feodor-Lynen-Straße 17, 81377 Munich
主辦單位：Innovation Forum
▶inno-forum.org/accelerator

13

西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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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點：西安市
主辦單位：投資推廣署

15

新加坡
SeaTrade	Maritime	Awards	Asia
此頒獎禮將表揚一位對區內航運業有重大及持久貢獻的人士。
地點：新加坡香格里拉大酒店
主辦單位：Seatrade Communications Singapore Pte Ltd
▶seatradeasiaawards.com

8月

2-4

香港
ClickZ	Live	Hong	Kong	2016
雲集世界各地知名講者，分享有關最新數碼營銷技巧和工具， 
內容充實，具教育意義。
地點：香港美麗華酒店
主辦單位：ClickZ
▶clickzlive.com/hongkong

25

香港
亞太創新峰會2016系列：感應器
亞太創新峰會是香港科技園公司的旗艦活動，為世界各地科研專
家提供平台，交流科技發展及市場趨勢。亞太創新峰會已成功舉
辦11年，屬地區盛事，當中滙聚本地及國際持份者，他們分別來
自學術界、科研界、工業界及政府部門，當中也有不少投資者。
地點：香港科學園
主辦單位：香港科技園公司
▶apacinnosummit.net

8月31日 

9月2日

香港
亞洲天然及有機產品博覽
此活動旨在連繫來自香港的新分銷商及零售商，以及一些香港連
鎖式有機零售商及分銷商。
地點：香港會議展覽中心
主辦單位：Diversified Communications Hong Kong, LLC
▶naturalproducts.com.hk/expo/zh/

9月

8-11

廈門
中國國際投資貿易洽談會2016
中國國際投資貿易洽談會（投洽會）每年9月在中國廈門舉辦。投
洽會以「引進來」和「走出去」為主題，並包含三個主要元素，包
括：投資和貿易展覽、國際投資論壇及系列投資熱點問題研討會
及以項目對接會為載體的投資洽談。投洽會2016年將集中討論

「一帶一路政策」。投資推廣署將與香港貿易發展局聯手策劃香港
館展覽，並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商務部及福建省有關當局聯合舉辦
投資推介會。
主辦單位：福建省人民政府、廈門市人民政府及商務部投資促進
事務局
▶chinafair.org.cn

9

香港
香港美國商會2016年度中國研討會
近20位知名跨國公司的亞太區負責人和中國專家分享針對轉型
中的中國經濟及熱門議題的真知灼見，並與一眾企業高層代表互
動聯誼，探討在華營商之最佳實踐。研討會為期半天，將包括兩
個主題演講及四個極具互動性的小組討論，並為企業高層提供大
量的聯誼機會。
地址： 香港四季酒店
主辦單位：香港美國商會
▶amcham.org.hk/events/signature-events/china-conference

12-14

美國三藩市
TechCrunch	Disrupt	San	Francisco	2016
TechCrunch Disrupt 是一家全球領先的權威會議活動，致力
推介革命性的初創公司、介紹改變世界的新技術，以及探討科
技界中的創新者最關注的問題。活動齊集了最精明的企業家、
投資者、駭客、科技迷到台上接受訪問、創業競技場（Startup 
Battlefield）、24小時編程馬拉松（Hackathon）、創業公司交流
展（Startup Alley）、硬件展區（Hardware Alley），以及會後派對
等環節。
地點：Pier 48, San Francisco, CA 9415
主辦單位：TechCrunch
▶techcrunch.com/event-info/disrupt-sf-2016/

15

阿根廷布宜諾斯艾利斯
「善用香港優勢•開拓海外市場」研討會

研討會的目的是向阿根廷企業介紹香港的投資環境及營商優勢，
鼓勵企業通過香港「走出去」。
地點：待定
主辦單位：投資推廣署

22-23

香港
亞太創新峰會2016系列：智慧城市
亞太創新峰會是香港科技園公司的旗艦活動，為世界各地科研專
家提供平台，交流科技發展及市場趨勢。亞太創新峰會已成功舉
辦11年，屬地區盛事，當中滙聚本地及國際持份者，他們分別來
自學術界、科研界、工業界及政府部門，當中也有不少投資者。
地點：香港科學園
主辦單位：香港科技園公司
▶apacinnosummit.net

28-29

德國法蘭克福及杜塞道夫（28日）、漢堡及慕尼克（29日）

德國論壇2016 ─「邁向亞洲首選香港」
隨著亞洲市場繼續帶動全球經濟增長，期望在亞洲市場發掘新
機遇的德國企業可借助香港作為亞洲國際貿易及金融中心的優
勢，與香港攜手合作，邁向業務成功。通過參與在德國各城市
舉辦的各項活動，將可了解更多有關資訊，活動內容包括主題
研討會、商業配對會議，以及與香港服務供應商進行企業諮詢
及聯誼機會等。
主辦單位：香港貿易發展局
▶thinkasiathinkhk.com/2016/en/index.html

29

英國倫敦
London	Business	Briefing

《勞氏日報》（Lloyd’s List）令倫敦成為海事高層領導的首選目的
地。在倫敦，他們可以交流及了解創新科技為國際航運帶來的影
響。這場簡介及辯論會將集中論述企業格局、環境管制、航運發
展成形的方式及改變現行模式的方法。
主辦單位：Informa UK Ltd

http://www1.investhk.gov.hk/events
http://inno-forum.org/accelerator
http://seatradeasiaawards.com
http://clickzlive.com/hongkong
http://apacinnosummit.net
http://naturalproducts.com.hk/expo/zh/
http://chinafair.org.cn
http://amcham.org.hk/events/signature-events/china-conference
http://techcrunch.com/event-info/disrupt-sf-2016/
http://apacinnosummit.net
http://thinkasiathinkhk.com/2016/en/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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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何在香港設立企業財資中心
香港是企業在亞洲成立財資中心的理想地點：

國際金融中心：

• 香港擁有完善的銀行網絡，提供多元化的先進銀行產品；

• 資金充裕的資本市場，股市市值達3萬億美元1；

• 穩健的金融基礎設施，每日平均外匯市場成交額達到 
2,750億美元2；

• 能為有意設立區域企業財資中心和拓展亞洲業務的企業
提供至為重要的優質專業服務。

毗連中國內地，並為主要離岸人民幣中心：

• 香港擁有最龐大的離岸人民幣存款池，總額達到8,800億
元人民幣3；

• 流通量高的離岸人民幣債券市場；

• 人民幣即時支付結算系統，運作時段由香港時間上午8時
30分至翌日清晨5時；

• 2016年首三個月經香港銀行處理的人民幣貿易結算交易
為1.1萬億元人民幣4。

香港發展成企業財資中心樞紐，將惠及金融業及商界，並
有助加強本港資本市場，包括離岸人民幣市場。財經事務
及庫務局局長陳家強說：「《修訂條例》有利吸引跨國及內
地企業在香港集中管理其財資職能，以提升本港金融市場
的競爭力，促進香港發展總部經濟。」

《2016年稅務（修訂）（第2號）條例》（《條例》）已於2016年 
6月3日在憲報刊登，同日生效。在符合指明條件下，企
業經營集團內部融資業務的相關利息支出在計算利得稅時
可獲扣免；另外，就合資格企業財資中心的指明財資業務
的相關利潤，寬減利得稅50%（即降至8.25%）。半額稅率
寬免適用於2016年4月1日或之後所累算的款項，而新的
利息扣除規則適用於須在2016年4月1日或之後支付的利
息支出。

何謂企業財資中心 
企業財資中心如同一間跨國企業的內部銀行，其主要作用
為以最佳方式取得及使用集團運作所需的資金。主要功
能包括集團內的資金借貸、現金及流動性管理、處理支付
出售方或供應商的帳款、支持集團籌集資金，以及風險管
理。

企業財資中心可降低企業集團的成本及提高營運效率，其
中包括：

• 以最佳方式獲取內部及外部資金，從而減低資金成本；

• 進行地區現金彙集，從而減少閒置資金及利息成本；

• 統一跨幣種交易及支付系統，從而減低交易成本及銀行
服務成本；

• 集中管理外匯，從而減低外匯風險；

• 集中管理應付及應收帳項，從而提高營運資金效率。

香港 — 企業財資中心樞紐
最近修訂的法例進一步鞏固香港作為亞洲首要的商務
及財資管理中心地位

企業財資中心

1截至 2016年 4月   2 截至 2013年 4月   3 截至 2016年3月   4 截至 2016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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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採用的評審準則包括創新及科技內容、技術及管理能
力、財務因素、項目成果的商品化機會，以及能否配合
政府政策或對整體社會有利。原則上，申請項目須通過
以上每項評審準則。

企業支援計劃及獲款公司的配對基金在內的項目基金，
必須全數用作支付僱員薪金及購置用作在香港進行科技
項目研發活動的新設備。

企業支援計劃的獲款公司都符合資格申請其他創新及科
技基金。獲批為期12個月或以上的企業支援計劃資助項
目，都符合資格聘用兩名實習研究員協助進行項目。獲
款公司也符合資格申請投資研發現金回贈計劃，而成功
申請的公司將可獲相等於其企業支援計劃項目開支40%
的現金回贈。

有關企業支援計劃的詳情，請參閱 itf.gov.hk。

企業支援計劃（ESS）由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創新科技署
於2015年四月成立，是創新及科技基金下的主要資助計
劃，目的是鼓勵更多私營機構投資於研發活動，從而為本
港創造更多與科技相關的多元化就業機會。計劃的另一個
目的是為科技初創企業創造繁盛的創業生態環境，並促進
創新及科技界的進一步發展。

企業支援計劃將會為各大小規模的公司提供資助，以支
援有關公司的研發項目。獲批資助項目的最高資助額為
1,000萬港元，有關款額會以一元對一元的等額出資方式
批出，而項目的知識產權將由申請公司擁有。計劃不設
有關收回政府資助的規定，而經商品化的研發成果的利
益分配安排並非強制性。

企業支援計劃全年都接受申請。根據《公司條例》在香港
成立或註冊的公司都合資格提出申請。申請公司不能夠是
政府資助機構或政府資助機構的附屬公司。

申請項目將經由評審委員會負責審核。委員會由來自學術
界、業界、私募投資及資本市場等界別的專家組成，以
確保對申請項目作出有根據而公正持平的評審。評審委員

政府資助計劃支援創新科技
企業支援計劃

http://itf.gov.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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洲的頂尖企業和政府領袖，他們將在會議中探討不同議
題、互相切磋交流，同時加強兩地在個人和經濟方面的
連繫。詳情請瀏覽：asiapacificconference.com。

初創企業的全球聯繫人
香港為初創企業提供了一個全面的創業生態系統，更得
到政府、創業培育機構及加速計劃，以及投資者的廣泛
支持。另外，商務聯誼活動和研討會數目日益增加，有
助連繫志同道合的創業者。香港的地理優勢也讓企業能
夠輕易接觸到珠三角地區的供應鏈和生產設施。 

其中一個例子是德國物聯網初創公司 Soundbrenner。該
公司參加了由 Brinc舉辦、為期12週的創業加速計劃。
Brinc是香港首個物聯網加速器，專門發掘從事硬件業務
的公司。Soundbrenner參與計劃後，成功推出一款為音
樂家而設的可穿戴式節拍器。Soundbrenner行政總裁
Florian Simmendinger說：「香港讓我們接觸到整個中國
內地的供應鏈，包括供應商、專有技術和製造商等。香
港也是一個龐大的全球船運樞紐。」

德國是歐洲國家中為香港最大的貿易夥伴，在香港的全球
貿易夥伴中排名第10。在2014年，兩地的雙邊貿易總額
達123.5億歐元。在中國內地與德國之間的貿易方面，香
港也擔當著舉足輕重的角色，其中有6.5% 的貿易途經香
港，總值約86億歐元。

截至2014年六月，有超過330間德國公司在香港設有辦事
處。其中有超過210間屬於區域總部或區域辦事處，它們
借助香港作為與中國內地和亞洲各地經商的門廊。

「邁向亞洲，首選香港」 （Think Asia, Think Hong Kong）
是一項大型的推廣活動，目標是吸引海外企業利用香港的
服務平台進軍中國內地和其他亞洲市場。今年，這項活動
將於德國舉行。投資推廣署將與香港貿易發展局攜手合
作，匯聚來自香港和各國經濟體的商界社群，就瞬息萬變
的全球市場，商討全球市場的發展和趨勢，同時推介香港
擁有的主要優勢，以協助德國公司「走出去」或進駐內地市
場。為期兩天的活動將於9月28至29日在四個城市舉行，
包括：法蘭克福、杜塞道夫、漢堡和慕尼黑。活動內容涵
蓋「一帶一路」策略、人民幣國際化、拓展中國內地和亞洲
的銷售市場、物流和航運，以及科技等議題。如欲查詢有
關活動詳情，請瀏覽：thinkasiathinkhk.com/2016。

投資推廣署也成為了第15屆德國商務亞太區會議的支持
機構，這項活動將於11月3至5日在香港舉行。在這每兩
年一度的亞洲區矚目盛事中，參加者將包括來自德國和亞

接通香港 連繫全球 
蓬勃的商機進一步加強香港與德國之間的連繫

德國

歡迎聯絡：

投資推廣總監（柏林）			鍾穎軒	
電話：（49）	3022	6677	223	
電郵：winghin_chung@hketoberlin.gov.hk

http://asiapacificconference.com
http://thinkasiathinkhk.com/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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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幼兒教育經驗。」除了本地人之外，黎柏德也歡迎來自海
外的教師應徵，因為多元文化是英國文化協會的核心價值
之一，而且香港在生活和工作方面皆相當具吸引力。  

黎柏德在香港生活近四年，而香港也是他唯一居住過的亞
洲城市，他表示非常欣賞香港人的專業精神和幹勁。雖然
日常交流以英語為主，他仍可在香港輕鬆地與人溝通和到
處遊覽，但遺憾的是他的廣東話未有很大的進步。

英國文化協會早於1948年在香港成立，以促進華人與英
國人之間的文化交流。過去數十年，英國文化協會成功在
香港和英國兩地之間建立起密切的文化資產連繫，包括英
語、教育、藝術和社企交流。建基於此，英國文化協會將
於2016年8月在香港開辦第一所國際幼稚園，向前邁進重
要的一步。

憑藉多年來在英語教學上樹立的穩固聲譽，英國文化協會
留意到報讀協會課程的年幼學童數目穩步增加，而且家長
對幼兒教育的需求也與日俱增，因此協會決定在香港開辦
幼稚園。於2016-2017年，幼稚園最多可開設八班，平均
每班招收20名學生，對象為兩歲八個月至六歲的學童。香
港英國文化協會總監黎柏德（Robert Ness）表示，幼稚園將
著重培養學生的創意，目標是為學童創造一個愉快的學習
環境，為升小學作好準備。課程參照英國的國際小學課程

（IPC）編制，將以英語及廣東話授課，亦設有普通話時間。
學生會在一個真正的雙語及雙文化的學習環境中自然地發
展他們的語文能力。

該幼稚園老師的英語、廣東話或普通話必需達母語程度。
黎柏德說：「我們聘請幼稚園老師的過程非常順利。香港有
許多合資格且資歷豐富的幼稚園老師，這有賴香港的龐大
人才庫。幼稚園的校長是一位香港的專業人士，擁有豐富

英國文化協會國際幼稚園

•		幼稚園於2016-2017年最多可開設八班，對象為兩
歲八個月至六歲的學童

britishcouncil.hk/preschool

“ 香港有許多合資格且資歷
豐富的幼稚園老師，這有
賴香港的龐大人才庫。”
	 	香港英國文化協會	
總監	
黎柏德

英國文化協會在香港
開設首間幼稚園
香港英國文化協會正開辦一所國際
幼稚園，以應付日益增加的需求

http://britishcouncil.hk/prescho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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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行政總裁 Robert Hanson表示：「香港是我們的當然之
選，因為香港擁有蓬勃的高端消費市場、先進的基建和國
際客源，顧客更特別欣賞具獨特個性及真實故事的品牌，
對不同文化充滿好奇心且具有國際視野。」 

他說：「香港是很多國際品牌的樞紐，也是名貴品牌消費
者的購物目的地。John Hardy每個系列背後都有獨一無二
的故事，靈感源自峇里的傳說和自然環境，例如竹林、稻
田、神話動物，以及當地人對生命的熱愛。不少消費者都
會被品牌背後獨特的故事及歷史所吸引。」 

Hanson表示他們計劃在香港增設三間零售店。他說：「John 
Hardy這個品牌重視社會及人與人之間的連繫。峇里的工
作室園區開放予公眾參觀，且定期舉辦不同活動供遊客參
加，讓顧客親身體驗 John Hardy的珠寶工藝與可持續運作
模式。我們正在香港物色適合的地點開設工作室，展示我
們獨一無二的工藝及品牌特色。」  

Hanson表示，待品牌紮根香港後，會計劃於未來五年間在
亞洲其他地區增設銷售點。

加拿大設計師及藝術家 John Hardy旅居峇里時深受島上
大自然的美景吸引，於1975年創辦同名珠寶品牌。John 
Hardy的設計深受峇里地道的工藝啟發，由工匠全人手製
作，完全體現了印尼這個美麗小島的自然風光、藝術傳統
和文化。

品牌致力傳承峇里獨有千年歷史的傳統手工珠寶技藝，並
積極為峇里的經濟和環境的可持續發展作出貢獻，如今更
成為當地最大的僱主之一。John Hardy品牌位於峇里的工
作室及陳列室聘用約700名員工，以人手製作每一件珠寶。
工作室園區內的建築物均以竹桿、土坯和茅草等環保物料
建成，佔地約400畝，其中包括稻田及農場，每日為員工
和貴賓提供有機套餐。

該品牌所生產的珠寶現已於27個國家發售，銷售點超過
600個，其中包括一些全球知名的百貨公司及珠寶店。香
港團隊由一位北亞區商業總經理領導，主力於區內發展零
售、分銷及市場推廣等活動。

珠寶品牌活化峇里古皇室工藝
來自峇里的珠寶品牌 John Hardy計劃於香港增設三家珠寶店，
同時將分店網絡擴展至亞洲各地

John Hardy

•		源自印尼峇里的手工藝珠寶品牌
•		產品於全球27個國家發售，銷售點超過600個

johnhardy.com

“ 香港是我們的當然之選，
因為香港擁有蓬勃的高端
消費市場、先進的基建和
國際客源，顧客更特別欣
賞具獨特個性及真實故事
的品牌，對不同文化充滿
好奇心且具有國際視野。”
	 	John	Hardy	
行政總裁	
Robert	Hanson

http://johnhardy.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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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擁有非常優秀的人
才，他們具備國際視野，
擁有豐富的跨國公司工作
經驗。而且，要在香港聘
請通曉雙語，甚至三語的
人才也不困難。”

  埃茲集成	
執行董事	
Dean	Hill

驗。而且，要在香港聘請通曉雙語，甚至三語的人才也不
困難。語言能力對我們取得成功十分重要，因為我們支援
操不同語言的客戶，易於溝通加上優質服務是我們的成功
關鍵。更重要的是，我們相信本地辦事處應該由本地人領
導，因為本地人深諳市場狀況，而且擁有廣闊的人脈和網
絡，有助公司發展。」

埃茲集成非常感謝投資推廣署的協助。自從埃茲集成成立
香港辦事處以來，投資推廣署已經一直協助他們，並推薦
他們參加各項業界活動。埃茲集成董事梁浩然補充： 「投資
推廣署、本地業界機構和協會也擔當了重要的角色，協助
我們順利在港開業和發展。」 

埃茲集成（Eze Castle Integration）的總部設於波士頓，
2012年開設香港辦事處，並成立了一支小型團隊，主要為
來自英美並在香港設有遙距辦事處的客戶提供資訊科技後
勤服務。過去四年，品牌開始服務本地及內地企業，在市
場上逐漸建立起聲譽。現時香港辦事處的員工規模已擴展
至九人，為全球對沖基金和投資界提供資訊科技支援，以
及提供獲得多項獎項的埃茲私人雲端服務。

躋身國際，本地領導
埃茲集成的業務遍佈全球數個主要的金融中心，包括波士
頓、紐約、芝加哥、達拉斯、倫敦、明尼阿波利斯、三藩
市、新加坡和史丹福，而香港辦事處則擔當戰略性角色，
輔助全球各地的辦事處，為全球客戶提供全年無休的支援
服務。

香港作為重要的國際金融樞紐，能夠帶來大量機遇，讓他
們發展業務。該公司的客源除了知名的金融業機構外，還
包括日漸增多的內地金融企業，這有助該公司將其專業知
識進一步應用到更廣泛的客源上。此外，他們的本地團隊
熟悉本地文化，能有效地和客戶建立互動互信的合作關係。

埃茲集成執行董事 Dean Hill 說：「香港擁有非常優秀的
人才，他們具備國際視野，擁有豐富的跨國公司工作經

香港：與全球各地溝通無間的理想選址
這間頂尖的資訊科技及雲端服務解決方案供應商近日進駐香港，
為對沖基金及投資界提供全天候的環球支援服務

埃茲集成

•		總部位於波士頓，於全球各地設有九個辦事處
•		為全球對沖基金和投資界提供資訊科技支援，以
及獲獎的私人雲端服務

eci.com	

http://eci.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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銅礦以及柬埔寨的煤電一體化項目，她表示公司計劃增聘
六名本地員工，負責處理融資和業務發展等業務。現時，
他們聘用了18名本地員工和12名從中國內地調職的員工。

天津物產集團高度重視「一帶一路」政策，認為這是集團
向東盟國家提高能源輸出，以及讓中國企業「走出去」的
良機。

初向青表示，自2004年天津物產集團來港成立首家合資企
業以來，便一直跟投資推廣署維持長遠夥伴關係。她說：

「十多年來，投資推廣署一直和我們保持緊密聯繫，並親
自前來探訪我們，為我們提供業務意見、公關、人才招聘
及服務引薦等協助。我們非常感謝投資推廣署運輸及工業
行業團隊給予的支援。」

在2015年《財富》世界500強排行榜中，天津物產集團有限
公司排名第146位，是中國內地最具規模的生產資料流通
企業之一，也是中國北方沿海城市天津最大型的國有流通
企業，擁有21個海外合作網點。2015年，集團成立天津
物產集團（香港）有限公司，同時在香港主要商務區灣仔購
入一個佔地15,000平方呎的辦公室，作為整合旗下七家香
港子公司重要的一步。

天津物產集團（香港）有限公司執行董事初向青表示，為進
一步拓展集團的國際業務，香港辦事處將擔當集團的投資
和融資平台。

她說：「香港不但是全球最大的貿易經濟體之一，也是個擁
有穩健法治和金融穩定的國際城市，而且不設外匯管制。
除了低稅率和簡單稅制外，香港和35個司法管轄區簽署避
免雙重徵稅協定（CDTAs），給離岸人民幣業務提供的稅務
回扣對我們這類中國企業極具吸引力。」

香港和其他國家簽署的稅務條約讓天津物產集團能夠在更
具成本效益的情況下，收購全球各地的主要礦場。最近，
他們成功收購了一個南非礦場。她解釋道：「在香港處理
全球貿易業務有助降低收購成本，同時也可以提高出口貨
物的競爭力。」

隨著在香港處理的收購業務日益頻繁，包括收購加拿大的

天津物產集團（香港）有限公司

•		2015年在香港成立
•		主要業務包括五金、能源、礦物、化學品、汽車
和電子機械貿易

www.tewoo.com

天津最大國企於香港設立海外總部
香港發揮「超級聯繫人」的角色，讓天津物產集團邁向國際市場

“  在香港處理全球貿易業務
有助降低收購成本，同時
也可以提高出口貨物的競
爭力。”
	 	天津物產集團（香港）有限公司	
執行董事	
初向青

http://www.tewoo.com


11投資案例

香港也是初創企業籌集資金的好地方。Soundbrenner大部
分資金都來自本地投資者。Simmendinger說：「在這個城
市，你可以籌得數百萬美元的資金。此外，香港擁有多家
大學，可提供充足的人才。這個國際城市也吸引全球各地
的人才前來工作和生活。」

基於種種因素，Simmendinger十分享受在香港的工作和生
活，尤其是多姿多采的生活以及近在咫尺的大自然。他說：

「只需30分鐘，你便可以從市區的住所到達大自然。無論
海灘、樹林或高山都離我們不遠。這種多元化的特性鮮見
於世界其他地方。」

Soundbrenner是一家來自德國柏林的可穿戴裝置的物聯網
初創企業。2014年，Soundbrenner研發出為音樂人而設
的可穿戴智能拍子機，並且創製了首個產品原型。公司的
終極目標是讓全球每位音樂家都能藉著其產品掌握音樂節
奏。為了達成夢想，他們當時在歐洲以外地區搜羅元件，
並積極聘請人才，以便進行量產。在機緣巧合下，擅長硬
件業務、香港首家物聯網加速器 Brinc邀請 Soundbrenner
參加為期12周的加速器計劃。在完成加速器計劃後，
Soundbrenner於2015年將辦公室遷進元創坊（PMQ），不
但取得大約30萬美元的貨品預訂金額，產品更已正式推出
市場，在音樂專門店也有發售。

Soundbrenner總裁 Florian Simmendinger說：「與 Brinc
合作了四個月後，我們發現香港的確是物聯網產品公司的
理想創業地點，因此我們決定將總部遷至香港。」

他補充道：「我們很高興能夠與 Brinc合作。即使我們公司
僅成立於2014年7月，現時售賣我們產品的商店已經遍佈
全球，而這個過程只用了一年半的時間。」

初創企業的理想集資平台及人才庫
據 Simmendinger所述，通過香港可讓他們接觸到中國內
地整個供應鏈，包括供應商、專業知識、生產商等。香港
也是全球最大的航運樞紐之一，擁有法治、經濟自由、便
利的營商環境，以及適合外國人的生活條件。

Soundbrenner

•		2014年11月於德國柏林成立；2015年3月把公司
總部遷至香港，辦公室設於元創坊

•		Soundbrenner位於柏林的辦事處負責智能拍子機
的流動應用程式開發，而洛杉磯辦事處則負責推
廣和藝人關係管理

soundbrenner.com

“  香港的確是物聯網產品公司的 
理想創業地點，因此我們決定 
將總部遷至香港。”

  Soundbrenner	
總裁	
Florian	Simmendinger

在香港研發的全球首部 
可穿戴智能拍子機
德國初創企業 Soundbrenner獲得本地
物聯網（IoT）加速器公司的協助，只花了
一年半時間，便研發及推出了全球首部
為音樂家而設的可穿戴智能拍子機

http://soundbrenner.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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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的任務，並在短短的兩年時間內令 Vpon威朋與香港知
名網上媒體、資訊平台及流動程式等締結良好商務合作關
係，令 Vpon威朋成為香港本地流量最大的行動廣告平台之
一。Vpon威朋香港的成績更獲業界肯定，屢獲大獎，包括
Hong Kong’s Most Valuable Companies Awards 2015、
Spark Awards、Mobile Excellent （MobEx）Awards、
MARKies Awards等。

吳亦亨說：「香港是一個發展完善的金融及貿易中心，以
辦事有效率、速度快，以及實事求是並講求邏輯的態度見
稱。此外，香港具備很多優勢，例如以銷售為主導的營商
文化、香港人具備積極進取的特質及敏銳的商業觸角等，
這些因素都令香港成為我們全球銷售活動的橋頭堡。」

吳亦亨表示未來將帶領團隊在跨境旅客行銷、品牌結合電
商、線上到線下營銷模式（O2O）這三個領域積極發展，並
透過集合上海、香港、新加坡各地的力量，為客戶贏得全
球市場，同時降低他們的轉化成本。

吳亦亨強調：「數據能夠促進更多交易。利用數據的力量為
客戶創造交易的機會，就是 Vpon威朋最重要的使命。」

投資推廣署自2015年起為 Vpon威朋提供宣傳及聯誼方面
的協助。吳亦亨說：「到目前為止，我覺得投資推廣署在這
些年舉辦的活動，無論直接或間接都有助提升 Vpon威朋
在香港的知名度，是非常好的組織。」

隨著使用手機上網流量已經超過個人電腦，而且電商超過
一半的營收來自手機，廣告客戶投放於流動廣告的預算因
此不斷增加。為了在流動廣告市場佔一席位，Vpon威朋
致力研發及提供由數據驅動的情境式流動廣告（scenario 
mobile advertising）及 LBS（Location-based Services）廣
告。由於這些技術獲得不少著名的消費品牌、地產發展
商、金融公司、酒店及廣告服務商的垂青，令 Vpon威朋
在十年內迅速發展。

大數據引領行銷策略
Vpon威朋是一間來自亞洲領先的大數據技術公司，總部位於台北，
近年發展迅速，正計劃利用香港作為擴展全球行銷活動的切入點

威朋（Vpon）

•		2008年在台北由吳詣泓創立，約有200名員工
•		在2015福布斯中國非上市潛力企業100強中排名
第三

•		分公司位於香港、上海和東京

www.vpon.com

“ 香港雖然幅員不大，卻蘊藏龐大的市場。”
	 	Vpon威朋國際	
業務總經理	
吳亦亨

為了抓緊中國內地蓬勃的流動廣告商機，Vpon威朋於2010
年在上海成立公司。2014年，前往香港的中國內地遊客數
目激增，促使 Vpon威朋在香港成立，以協助消費品牌爭取
內地遊客的市場。Vpon威朋國際業務總經理吳亦亨表示，
Vpon威朋香港已聘用了11名員工，並將於今年年底增至
20人。

吳亦亨說：「香港是我們亞洲策略的一部份。香港雖城市幅
員不大，卻蘊藏龐大的市場。很多區域總部在此成立，並
進行跨區域的業務決策，以及跨區域的廣告預算執行。這
為我們的業務帶來更大機會。」

吳亦亨於2010年加入 Vpon威朋，為 Vpon威朋創始團隊成
員之一。初期於上海擔任副總經理多年，負責中國內地及
台灣的市場業務拓展。2014年，吳亦亨接下成立香港分公

http://www.vpo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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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文化，令創業更簡單直接，這些條件都促使亞坤國際在
香港開設直營店。」

亞坤正積極發掘合作機會，以特許經營方式與經驗豐富、
發展成熟的生意夥伴攜手合作，增加分店數目。另外，基
於香港的地理優勢，他們希望將分店擴展至澳門和其他鄰
近的內地城市。

黎文深表示：「投資推廣署的團隊非常支持我們，為我們提
供了許多行政和市場資訊。更重要的是，當我們首次在尖
沙咀開幕時，他們的公關支援為我們帶來了空前熱烈的反
應，這一點對推動我們的業務非常有用。」

歷史悠久的亞坤咖啡店於1944年由賴亞坤（Loi Ah Koon）
創立。現時已擁有超過100間分店，分別位於新加坡、香
港、印尼、菲律賓、南韓、台灣、泰國、中國內地、緬甸
和柬埔寨。

尖沙咀分店重新開幕後，亞坤除了為顧客帶來招牌咖央多
士、咖啡和水煮蛋之外，也提供多款受歡迎的新加坡風味
美食和時令菜式，以迎合香港這個成熟市場的口味。

執行主席黎文深說：「我們除了將香港人及其他顧客在新加
坡品嘗的風味原汁原味地帶回香港，同時將特別的菜式引
入香港市場以滿足大家對美食的好奇。另外，我們也希望
憑藉一向友善的服務能夠建立忠實的顧客群。」  

將濃厚文化氣息帶到鄰近城市
黎文深解釋說：「對亞坤而言，香港是個具吸引力的市場，
滙聚全球美食佳餚，也擁有一眾歡迎多元飲食文化的美食
愛好者。另外，香港具備有利的營商環境、完善的交通系
統和基建、可靠的通訊網絡、相對較高的人均收入和大都

地道新加坡風味 
新加坡咖啡及咖央多士連鎖店亞坤重新推出旗下的家庭式咖啡店，
並計劃在香港及鄰近城市擴展業務

亞坤國際私人有限公司

•		在亞洲經營超過100家分店，提供地道新加坡美食
•		香港首家直屬分店設於九龍尖沙咀

yakun.com

“ 香港是個具吸引力的市場，滙聚
全球美食佳餚，也擁有一眾歡迎
多元飲食文化的美食愛好者。”
	 	亞坤國際私人有限公司	
執行主席	
黎文深

http://yakun.com


14 投資案例

業的緊密關係，以及香港辦事處聘請到的優秀人才，希望
做好香港的務業。」  

作為一名對工作充滿熱誠的專業招聘人員，黃麗萍非常滿
意香港辦事處的員工質素。她說：「我們發現香港員工的質
素都非常高。我們的招聘顧問責任心強，而且自發性高，
對工作充滿熱誠，為了替客戶找到最適合的僱員，他們都
願意付出額外的努力。」 

現時，這家公司聘請了六名本地員工，也計劃隨著業務增
長增聘人手。黃麗萍表示，在香港成立的過程不但順利而
且極具效率。她總結說：「投資推廣署非常支持我們。商業
及專業服務團隊為我們提供了許多有關政府支援和商機的
意見，讓我們專心發展業務。」

總部位於新加坡的卓勝楊集團是一家屢獲殊榮的人力資源
公司，專為亞太區內的本地公司及跨國企業提供人力資源
外判服務。2015年12月，集團決定重開香港辦事處，從而
將業務擴展至北亞地區。其人力資源管理總監黃麗萍調職
到香港，成立卓勝楊集團（香港）有限公司，將新加坡的文
化帶到香港分公司。

卓勝楊集團是一家擁有25年豐富經驗的人力資源公司，其
業務的成功是建基於對經濟結構的深入了解，以及能夠不
斷滿足長期客戶的需要。他們採用人性化的方法，緊貼每
位客戶的需要，特別是小型企業，因為他們大多數客戶群
都是小型企業。

黃麗萍表示，他們將業務劃分為幾個主要部門：一般職位、
技術和全球能源（包括生命科學、資源科技、通訊、石油
和天然氣、工程）、管理人員搜尋，以及人力資源諮詢和外
判。在新加坡、馬來西亞和香港辦事處之間，他們設有能
互相連結的電腦系統和人才資料庫。面對經濟轉變，黃麗
萍看到香港市場在電子商貿和流動服務業方面呈現持續增
長勢頭。

她說：「香港是個重要的經濟和金融中心。隨著業務增長，
我們希望將業務拓展到香港，甚至中國內地。在香港成立
將有助提升我們在中國內地的知名度，這正是我們下一個
戰略目標。目前，我們正借助新加坡總公司與眾多跨國企

新加坡人力資源公司立足香港拓展北亞業務
新加坡人力資源公司卓勝楊集團成立香港分公司，希望將業務擴展至香港以外
地區，包括中國內地

卓勝楊集團 

•		於1990年由嚴健義在新加坡創辦
•		於新加坡、馬來西亞和香港設有辦事處
•		曾獲獎項包括新加坡金字品牌獎、英國皇家認可
委員會頒發的 ISO	9001：2008、2011年新加坡前
50家最優秀企業獎、東盟企業獎（Asean	Business	
Award）

achievegroup.com.hk

“ 在香港成立將有助提升我們
在中國內地的知名度，這正
是我們下一個戰略目標。”
	 	卓勝楊集團（香港）有限公司	
人力資源管理總監	
黃麗萍

http://achievegroup.com.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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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看到中國企業透過借助經濟實體，在國際市場上大幅擴
展業務。無疑，香港是必然之選。」

過去數年，事務所的業務急遽增長，起初與鄭黃林律師行
達成聯盟協議時只有10名員工，經合併後，員工數目現時
已增加至將近60人。

鄭國維認為香港是一個節奏急速的城市，是營商的理想之
地。他總結說：「香港是一個有利營商的城市，稅制簡單，
法律制度完善和成熟，已成為透過仲裁和調解服務來處理
商業糾紛的首選地點。」

Nixon Peabody律師事務所於全球各地設有16個辦事處，
聘用超過700名律師。2010年，事務所與領先亞洲的法律
事務所鄭黃林律師行達成聯盟協議，成立香港辦事處。其
後於2015年，兩家事務所合併成為 Nixon Peabody CWL。

除了就香港各方面的問題提供法律諮詢外，該辦事處還是
亞太區總部兼亞太地區客戶的樞紐，包括中國內地、新加
坡、馬來西亞、澳洲、日本、韓國、緬甸、泰國和越南等
地的客戶。

Nixon Peabody律師事務所中國及亞太業務主席兼管理
合夥人鄭國維說：「透過借助本地事務所的優勢和脈絡，
合併後的香港辦事處將負責向香港和中國企業介紹 Nixon 
Peabody提供的服務。我們協助客戶擴展國際業務，特別
是進軍美國市場。」

事務所代表香港和世界各地的客戶處理相關事務，當中包
括上市公司、私人企業、中國業務、私募股權、風險投
資、對沖基金、投資銀行、企業家、高淨值人士和公司董
事。他們提供廣泛的法律解決方案並為客戶就境內外併購
和投資交易、香港首次公開發行和企業融資、知識產權、
投資基金的設立、媒體和娛樂事務，以及法律糾紛事宜提
供諮詢建議。

鄭國維解釋說：「由於香港一直是通往中國內地和國際市場
的門廊，在香港設立據點對我們的業務非常重要。近年我

Nixon Peabody律師事務所

•		2015年，來自美國的 Nixon	Peabody律師事務所
將香港辦事處與亞洲律師事務所鄭黃林律師行合
併成為 Nixon	Peabody	CWL

•		以香港辦事處作為亞太區總部兼亞太地區客戶的
樞紐

nixonpeabody.com/hong_kong

香港 — 亞洲首選法律服務樞紐
2015年，來自波士頓的全球百大企業 Nixon Peabody律師事務所將香港辦事處與亞
洲律師事務所鄭黃林律師行（CWL Partners）合併，為亞洲區客戶提供全方位法律服務

“  由於香港一直是通往中國
內地和國際市場的門廊，
在香港設立據點對我們的
業務非常重要。”
	 	Nixon	Peabody律師事務所	
中國及亞太業務主席兼管理合夥人	
鄭國維

www.nixonpeabody.com/hong_k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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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 行業

澳洲
Change Enablement （HK） Ltd 教育

加拿大
Intralogue 知識交流平台

旨豐科技有限公司 樓宇能源管理

希臘先生 飲食業

埃及
MOMO HK Ltd 食品貿易

法國
AVIWEST Asia Ltd 即時影像傳輸系統

Elyctis 電子身份証明文件閱覽儀
器供應商

德國
3Faktur 原型設計及小批生產

Soundbrenner 可穿戴裝置

印尼
John Hardy 珠寶業

愛爾蘭
ALT-254 建築及設計

以色列
J. Rotbart & Co 實貨貴金屬投資

Keshet International Asia Ltd 媒體內容製作及分銷

意大利
Massimo De Carlo 當代藝術畫廊

日本
NTT DATA Hong Kong Ltd 全球支付服務

中國內地
廣東高捷航運物流有限公司香港 
分公司

物流業

OBK Labs 軟件開發服務

申菱環境系統（香港）有限公司 暖通空調生產商

Sino-Euro Air Training Alliance 
Holdings Ltd

機師、空中服務員及飛機
工程師訓練

天津物產集團（香港）有限公司 工業

公司 行業

新加坡
AIMS Immigration Specialist （HK） 
Ltd

移民顧問

Angsana 基因分子診斷實驗室

卓勝楊集團 人力資源

亞坤國際私人有限公司 飲食業

台灣
KOI 飲料連鎖店

Picowork Ltd 雲端操作系統

威朋 大數據技術

荷蘭
Faust Hong Kong Ltd 鞋類零售

英國
英國文化協會國際幼稚園 教育

BuyAssociation （Hong Kong）Ltd 英國物業

Croylek Ltd 電動、機械及熱能絕緣供
應商

Eventus Study Tours Ltd 教育

Higgins + Higgins Architecture + 
Design Studio

建築及設計

Practicology 多渠道零售顧問

Rush Hour Media 品牌及網頁設計

美國
BASIS Global 教育機構

埃茲集成 資訊及通訊科技

Nixon Peabody 律師事務所 法律服務

Ossic HK Ltd 3D 虛擬實境音響耳機

美國普盈律師事務所（香港）有限法
律責任合夥

法律服務

Schragels 紐約麵包圈

環太平洋大學協會 非牟利教育及研究網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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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