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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xChange）將圍繞「香港金融科技週」的主題舉行相關活動。

活動將主要集中在中環元創方（前已婚警察宿舍）舉行；另
外 Finnovasia工作坊將於中環 Eaton House舉行；FinTech 
Innovation Lab活動將於數碼港舉辦；而亞洲國際金融法研
究院舉辦有關法規的午餐會則定於香港大學進行。 

首次於香港舉辦的 Finovate為矚目焦點之一。這次活動接獲
30多家公司申請角逐爭取於會上推介業務的機會。老牌公司
和初創公司都將有機會於活動上展示並發布來自亞洲市場或
針對亞洲市場的最新創新技術。這些技術將全面覆蓋金融科
技相關的各項技術，包括生物統計數據、大數據以至投資管
理、借貸、客戶體驗及付款等方面的最新技術。這項活動可
謂集銷售示範、記者招待會、分析師簡報、貿易展覽會及商
務發展會議於一身。

香港迅速冒起成為全球主要金融科技樞紐之一。香港有超
過70家銀行涉足於此，有超過20萬名對金融服務具有豐
富知識的專業人才，加上擁有世界級的資訊及通訊科技基
建，可謂具備一切條件成為全球金融科技樞紐。

投資推廣署助理署長吳國才表示：「首屆香港金融科技週標
誌著金融科技業在香港將展開新的里程。未來數年，金融
科技業在政府和監管機構的支持及私營企業的推動下，將
取得顯著增長。」

香港金融科技週由香港多個監管機構參與舉辦，包括證券
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證監會）和金融管理局分別於 
11月7日（星期一）及11月11日（星期五）安排的全日活動。
而在整個金融科技週期間，Finnovasia、Finovate、香港
金融科技業界、FinTech Innovation Lab和 FinTech O2O

香港首個金融科技週
投資推廣署於11月7日至11日舉辦首屆香港金融
科技週活動，突顯香港作為亞洲金融科技樞紐的
優勢。金融科技週將展示全球金融科技趨勢如何
與香港的獨特優勢相輔相成

http://www.investhk.gov.hk/zh-hk/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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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矚目環節包括：

•	Finnovasia	—	中國金融科技的未來	

 中國下一步將如何發展 ? 對全球各國將有何影響 ? 會議
將深入探討中國金融科技業界的格局，包括規管、個人
對個人借貸業務、信貸市場及財富管理。

•	金融科技社群日

 會議為期一整天，將探討讓金融科技生態系統邁向成功
的有利條件（人才、資金、政策及需求），並審視現時亞
洲金融科技的格局，比對各個地區和生態系統的異同，
以及為香港造就的機遇。

•	金融科技生態系統

 要成為一位金融科技專業人士需具備什麼條件 ? 
「FinTech O2O：生態系統狀況」為希望創業或轉投金融
科技界的人士而設，將探討由資金以至擴大客戶範圍等
支持金融科技發展的重要支柱。

•	監管機構帶來的新助力

 金融管理局（金管局）和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證
監會）等監管機構將分享有關監管科技、支付技術及區
塊鏈等的最新情況。

•	聯誼交流

 金融科技週期間會舉行多項聯誼交流活動，讓本地及亞
洲區內的金融科技社群互相連繫及交流。

我們所提供的協助
於2016年較早前，金管局、證監會和保險業監理處（保
監處）設立了金融科技專用平台，以促進監管機構與金融
科技社群間的溝通，同時確保市場在推出創新金融產品
和服務時，能夠平衡市場需求，以及投資者認知和風險
承擔能力。

在2016年4月，數碼港推出名為 Smart-Space FinTech 1
的第一期金融科技專用共用工作空間，並將於本年底將
空間擴充至3,000平方米。而數碼港為金融科技特設的培
育計劃也招募了第一批初創公司，這項計劃將為150家金
融科技公司提供長達五年的支援。

投資推廣署已特別設立金融科技團隊，吸引來自全球各
地頂尖的創新金融科技企業、創業家、投資者、加速計
劃、培育計劃、創新實驗室及研發機構進駐香港，並協
助他們在香港站穩陣腳。

@HongKongFinTech; 主題標籤 #HKFintechWeek

www.hongkong-fintech.hk

請即聯繫我們，與我們一同商討如何將您的金融
科技業務擴展至香港。

金融科技行業主管			Charles	d’Haussy	
電話：（852）	3107	1016	
電郵：cdhaussy@investhk.gov.hk

http://www.hongkong-fintech.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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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
推動京津冀協同發展，助「一帶一路」戰略	
京津冀攜手香港雙向投資貿易項目洽談專題活動	
（第二十屆北京．香港經濟合作研討洽談會活動之一）

是次研討會旨在向京津冀地區企業介紹，在配合「走出去」及「一帶
一路」發展戰略過程中，香港作為投資目的地所具備的多種優勢。
地點：北京飯店 E 座瑪瑙廳（中國北京市東長安街33號）
主辦單位：北京市商務委員會、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投資推廣
署、天津市商務委員會及河北省商務廳

7-10

葡萄牙里斯本

「歐洲最大的科技市場」
網絡峰會自2010年起每年舉辦一次，議題圍繞網絡科技，參與
者包括《財富》世界500強公司和全球最活躍的科技公司。投資推
廣署將於11月9日（星期三）舉辦聯誼雞尾酒會。
主辦單位：網絡峰會
▶websummit.net

澳門

CASBAA會議
CASBAA 會議2016將於澳門新濠影滙舉行。CASBAA 會議2016
是亞洲收費電視市場最具影響力的聯誼活動。
地點：澳門新濠影滙
主辦單位：亞洲有線與衛星電視廣播協會（CASBAA）
▶casbaa.com/events/list/

7-11
香港

香港金融科技週（見1至2頁）

10

洛杉磯
CityAge：建設未來
第27屆 CityAge 將重返洛杉磯，聚集美國建築界、基建、金融及
工程、可持續性及創業領域的領袖參與，是一次難得的交流機會。
地點：The California Club，洛杉磯
主辦單位：CityAge Media Inc.
▶cityage.org/la

15

香港

Inside	Retail 學術研討會	—	零售業的下一個革命
Inside Retail 將專為零售業界而設的研討會帶到香港。在零售業界
備受推崇的資深從業員和專家將分享如何在香港競爭激烈的零售
環境下求存。
主辦單位：Inside Retail Asia
▶insideretail.hk/event/retails-next-revolution/

15-16

葡萄牙里斯本

第一屆中國 - 葡萄牙商務論壇
第一屆中國 - 葡萄牙商務論壇是一項跨行業活動，特別為加強兩
國公司和機構之間的往來而設。投資推廣署將於貿易及投資展覽
會上設有一個攤位。
主辦單位：葡中工商會（CCILC）及葡萄牙工業協會（AIP）
▶ccilc.pt/en/events/ccilc/i-portugal-china-economic-forum-2016

20-27

香港

香港海運週
香港海運港口業界人才匯聚「高瞻遠航」，令香港贏得國際航運中
心的美譽。為進一步推動海運港口業專業及多元化的發展，以及
令香港成為經營海運業務首選之地，香港海運港口局將舉行首個

「香港海運週」。
主辦單位：香港海運港口局
▶hkmiw.hk

22

加拿大

加拿大創新交流大會（CIX）
加拿大創新交流大會是加拿大創新行業的全國性重點活動。活動
吸引超過750位科技界領袖和創新企業家出席，特別針對加拿大
的初創企業。
地點：多倫多
主辦單位：Brunico Communications
▶canadianinnovationexchange.com

23

中國武漢

「一帶一路•共創新思路」武漢企業總裁交流會
此研討會旨在向武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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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辦單位：武漢市商務局及投資推廣署

28

丹麥哥本哈根

香港商務研討會
投資推廣署代表將與來自哥本哈根大區的企業以及丹港商會的成
員探討香港營商的機遇。
主辦單位：投資推廣署北歐五國團隊及丹港商會
地點：待定

11月28日	

12月3日

香港

設計營商周
設計營商周是香港設計中心自2002年以來舉辦的一項旗艦活動。
每年，設計營商周都會邀請全球最頂尖的設計大師及商界翹楚蒞
臨香港，啓發與會者在創意及設計管理方面的思維。
地點：香港會議展覽中心
主辦單位：香港設計中心
▶bodw.com

29

香港

企業財資中心研討會
此研討會旨在鼓勵中國內地企業來香港設立企業財資中心，介紹
相關政策及香港的營商環境。
主辦單位：投資推廣署、香港中國企業協會及香港金融管理局

30

香港

日本社群聯誼酒會
由投資推廣署舉辦的聯誼酒會，以感謝日本公司為香港所作的貢獻。
地點：香港
主辦單位：投資推廣署

十二月

1-3

香港

國際中小企博覽
國際中小企博覽是個一站式平台，滙聚香港及海外的中小企，並
讓他們展示服務，以及探討在同一屋簷下工作的新合作模式。
主辦單位：香港貿易發展局
▶hktdc.com/fair/worldsmeexpo-en/HKTDC-World-SME-Expo.html

7

香港

投資推廣署週年酒會
投資推廣署舉行週年酒會，讓客戶、支持機構、領事館、商會及
海外代表互相交流和聯誼。
主辦單位：投資推廣署

http://www1.investhk.gov.hk/events
http://websummit.net
http://casbaa.com/events/list/
http://cityage.org/la
http://insideretail.hk/event/retails-next-revolution/
http://ccilc.pt/en/events/ccilc/i-portugal-china-economic-forum-2016
http://canadianinnovationexchange.com
http://bodw.com
http://hktdc.com/fair/worldsmeexpo-en/HKTDC-World-SME-Expo.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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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創企業

專題報導

投資推廣署就一項有關2016年初創企業的調查公布結
果。調查結果顯示，有1,926名來自全球各個科技行業
的企業家透過香港各類共用工作空間或創業培育中心在
港設業，數字較去年增加24%。

11月1日，投資推廣署舉辦了將於2017年1月13至21日
期間舉行的 StartmeupHK創業節啟動酒會，邀請初創社
群出席，並藉此機會公布調查結果。

這項調查由投資推廣署與38個共用工作空間和創業培育
計劃營運商協作進行，並由營運商提供遍佈於香港48個
場所的創業家資料，而這項調查的目的是為了深入了解
初創社群，並推廣香港作為領先創新及創業樞紐的地位。

調查的創業家所從事的業務包括資訊科技、電腦及科
技、電子商貿、供應鏈管理、物流技術、專業或顧問服
務、設計及金融科技等。金融科技創業家從事的業務涵
蓋各個從屬行業，包括金融軟件及服務、演算法交易及
演算法組合管理、付款、財富管理、借貸及群眾募資、
網絡安全及防詐騙、貨幣、滙款及外滙、加密貨幣及區
塊鏈、以及保險等。

共用工作空間的數目由40個增加至48個，升幅達20%。
至於創業家來源地方面，約有65%為本地人或回流港
人士，其餘還有來自世界各地的創業家，當中美國、英
國、中國內地和法國是創業家的四大來源地。

香港繼續穩佔全球初創企業	
樞紐的領先位置
最新調查結果顯示，企業家來港開設業務的數字持續激增

2014 2015 2016

香港初創公司生態概覽

1,065 +493

（+46%）

+368

（+24%）

+1,508

（+41%）

+1,340

（+56%）

+1,709	

（+60%）

+1,083	

（+24%）

2,826

4,535

5,618

1,558
1,926

2,381#

3,721#

5,229#

初創公司總數 初創公司員工人數（包括創始人） 工作站總數

# 根據受訪者就問題提供的答案（2014、2015及2016年分別有23、27及37位受訪者）

Startmeup.HK網站現已換上全新形象。請即登上：
 www.startmeup.hk

http://www.startmeup.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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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業分佈

資訊、電腦及科技

電子商貿 / 供應鏈管理 / 物流科技

專業或諮詢服務

設計

金融科技

硬件（物聯網、3D打印、原型、可穿戴的物件）

教育與學習

健康與醫療

社會創新 / 創業

數據分析

可持續科技 / 綠色科技

智能城市

遊戲

生物科技

零售科技

機械人

其他 / 不知

新

新

新

新

新

401
273	（273）

142	（106）

137	（77）

124

138
86	（74）

200	（48）

104	（57）

44	（26）

128

76

54

35

32
40

28
26	（21）

25

25

17

13

7

39	（36）

282
217	（195）

249

180

158

電子商貿供應鏈管理及物流科技於2016年調查為個別類別，在此組合與去年同期作比較。
於2014、2015及2016年分別有25、24及36個受訪者提供答案。
* 有些初創公司涉及於不同行業。 

2014年結果（如適用）顯示在括號內。

2016* 2015 （2014）

專題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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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KYCITY 航天城」將分期與合作夥伴一同發展。第一期
發展項目將包括總面積達195,000平方米的零售、餐飲
及娛樂設施，預計將於2021年落成，2017年年初招標。
此外，第一期項目亦包括一間設有450至750客房的酒
店，預計2020年竣工，今年11月招標。

「SKYCITY 航天城」發展項目位於機場島北面，佔地約25
公頃，結合購物商場、娛樂設施、餐飲場所、酒店及辦公
大樓，致力發展成為香港的獨特新地標，並進一步鞏固香
港國際機場的國際航空樞紐地位。

機管局主席蘇澤光在談及機管局對「SKYCITY 航天城」的
期望時表示：「我們的目標是發展一個超越傳統購物商場
模式概念的新地標。『SKYCITY 航天城』毗鄰香港國際機
場，將可把握龐大的旅遊及商業機遇，更為香港市民及旅
客提供集生活時尚及家庭消閑娛樂於一身的熱點。」

香港國際機場每年接待的海外旅客及本地居民接近7,000
萬人次，隨着三跑道系統落成，到2030年旅客量預計將
增至超過1億人次，提供龐大而穩定的潛在客源，鄰近機
場的「SKYCITY 航天城」將盡享地利優勢。此外，屯門
至赤鱲角連接路及港珠澳大橋不但為香港的交通帶來更
多便利，亦令香港與珠江三角洲地區建立更緊密連繫，

「SKYCITY 航天城」將可從中受惠。

機管局發展大型綜合項目「SKYCITY 航天城」	
擴展香港國際機場為機場城市
香港機場管理局計劃於香港國際機場旁發展大型綜合項目「SKYCITY航天城」，作為
將香港國際機場擴展為機場城市的策略，以成為21世紀主要機場中的新典範

機管局 — 航天城

專題報導

歡迎聯絡：

機場管理局	
物業發展署理總經理			黃基業		
電話：（852）	2183	3562	
傳真：（852）	2511	6330	
電郵：kenneth.wong@hkairport.com	
網址：hongkongairport.com	（未來發展網頁）

http://hongkongairport.com


7投資案例

“	在短短數年間，香港好像成為
一塊磁石般，不斷吸引全球的
天使投資者、風險資金和年輕
企業家，到來利用其有利營商
的環境。”
	 	WeWork	
悉尼，香港，首爾總經理	
羅漢寧

為促進此目標的達成，WeWork 致力為會員組織活動，例如
名為「午餐 + 學習」的知識分享會、與投資者和業界領袖的
一對一會面機會、每週一次的歡樂時光和聯誼機會。會員在
外遊時也可以利用 WeWork 在當地的服務和設施。

羅漢寧說：「超過70% 的 WeWork 會員都會互相協作，而遍
佈全球各地的據點可以作為商務旅遊時的便利基地，為跨國
公司和中小型企業帶來極高的工作靈活性，也在業務向新市
場拓展時帶來方便。」

除了初創企業和小型企業之外，WeWork 的客戶也包括業界
巨頭，例如 Delta、IBM、畢馬威、通用電力、Dropbox 和
三星等。WeWork 之所以選址香港作為擴展業務的策略性樞
紐，其中一個原因正是因為其客戶群來自各行各業。

羅漢寧總結：「我們一直希望進駐亞洲，而香港是亞洲區的
必然之選。香港雲集大型跨國公司和創新勞動力，也逐漸成
為創業活動的樞紐。我們認為 WeWork 在香港會大有所為。」

公司於2010年在紐約成立，在世界各地聘有共1,400名員
工，提供靈活的辦公室空間租用服務。他們在12個國家
32個城市設有超過100個據點，而首個設於香港的工作空
間於10月1日在銅鑼灣開幕，並正籌備第二個於灣仔開設
的工作空間。

WeWork 悉尼，香港，首爾總經理羅漢寧說：「在短短數
年間，香港好像成為一塊磁石般，不斷吸引全球的天使投
資者、風險資金和年輕企業家，到來利用其有利營商的環
境。另外，香港作為經濟中心，中西薈萃，是一個真正凝
聚多元文化的城市，充滿活力和熱情。」

WeWork 選擇銅鑼灣及灣仔作為據點，在於兩個位置都交通
便捷、雲集眾多企業的總部，及隣近香港會議及展覽中心。

靈活自主
WeWork 的工作空間所提供的私人辦公室適用於各種規
模、由1至100多人的工作團隊，並提供專用工作枱或共
用工作枱的不同選擇。租戶可於網上或透過專用的應用程
式預訂各類大小的會議室。辦公室設計採用玻璃牆身，既
能保障私隱，同時又不犧牲透明度或天然採光，更設有配
備各類型座椅的公共空間。

客戶都稱為「會員」，每位都可享用到一切辦公室的必需配
套，例如高速上網和 wifi、駐場職員、使用打印器材，以
及享用免費微烘焙咖啡、茶、果味水和啤酒等福利。

羅漢寧解釋：「WeWork 的使命是為會員提供所需的空間、
社群和服務去建立他們的畢生事業，同時幫助他們與志同
道合的人協作，以使他們取得業務增長，邁向成功。」

香港：建立協作社群的磁石
在全球各地冒起的初創企業開創了一種全新的辦公室文化，當中成功之道在於
願意共享及成為協作社群的一分子；WeWork於全球各地所建立的工作空間
明確反映了這份精神

WeWork

•		在12個國家32個城市超過100個據點提供靈活的辦
公室空間租用服務

•		除了初創企業和小型企業，客戶包括如 Delta、
IBM、畢馬威、通用電力、Dropbox和三星等業界
巨頭

wework.com

http://wework.com


“	香港人對新式餐飲概
念持開放態度，而且
申請經營牌照的手續
相當快捷簡單。”
	 	Shore	Hospitality	
董事總經理	
Mark	Cholewka

8 投資案例

Cholewka與生意夥伴 Cathal Kiely和他們的的員工總是
馬不停蹄。他最近積極發展的項目包括 Halcyon和 Poke 
Company。Halcyon在日間是高檔咖啡館，晚間則是私人會
員俱樂部；Poke Company是快速休閑連鎖餐廳，主要供應
夏威夷魚生沙律。Cholewka正展開招聘計劃，並將聘用45
名新員工。

Cholewka也開設了另一家公司，專責培育創業餐廳，為初
起步的餐廳經營者提供財務、後勤支援和指導。

投資推廣署一直積極支持 Shore Hospitality，例如向他們提
供市場情報，以及推薦具潛力經營新餐廳的地點。

Cholewka本身為受過專業訓練的大廚，憑個人口味和商業
觸覺建立餐飲概念。他建業之初開設的旗艦店 Shore是一
家以牛扒和海鮮為主題的餐廳，概念源自他在加拿大湖畔
小屋成長的回憶，以及在河畔和海邊度過的休閒時光。以
西式豬肉料理為主題概念的 Salted Pig，開業不久便迅即
於尖沙咀、西灣河和荔枝角開設共三個經營地點。

他說：「要經營一門生意，必須要照顧到大眾口味。我們發
現香港沒有以西式豬肉料理為主題的概念餐廳，所以我們
認為這是一種新概念，口味及價格亦大眾化。」

Salted Pig的菜式設計著重與人分享，與本地文化非常相
似。而 Cholewka最近於西灣河海濱（又稱蘇豪東）開業的
餐廳 Cull N’ Pistol，亦採用了相同風格，其新英格蘭海鮮
菜式與地點十分相配。

Cholewka認為在本地衍生的餐飲概念足以媲美國際名廚如
Gordon Ramsay、Jamie Oliver和 Mario Batali等近年於香
港開設的餐廳。

他說：「我可算是一個香港本地生意人，我慶幸能在這𥚃開
展生意計劃。香港人對新餐飲概念持開放態度，而且申請
經營牌照的手續相當快捷簡單。有許多人都正在從事相同
的作業，品質和一致性都與來自英國、澳洲或其他任何地
方的同行完全相同。」

邁向多元化的餐飲集團
Mark	Cholewka曾擔任香港一個餐飲集團的營運總監，憑著成功替該集團開設多
個餐飲場地的豐碩往績，他於2010年正式創業，成立Shore	Hospitality。在短
短六年間，公司已塑造了三個空前成功的餐飲概念，於香港設有五個經營地點，	
聘請近100名員工。更多的餐飲概念也將於本年內陸續推出

Shore	Hospitality

•		成立於2010年，並開發了三個非常成功的餐廳概
念，在香港設有五個經營地點

•		更多的餐飲概念即將推出，計劃另聘45個員工

shore.com.hk

http://shore.com.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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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地理位置優越，亞洲各
國的遊客要來香港都非常方
便。我們一向也很清楚有必
要進駐香港。”
	 	Studio	Harcourt	
香港董事總經理	
Gaël	de	Dorlodot

除了以上服務，影樓還提供即影即有大半身人像、行政人員
人像和企業人像。

從接待客戶的禮節以至拍攝時使用白熾燈的傳統，香港
Studio Harcourt均嚴格遵守巴黎影樓所定下的指引。現時 
香港影樓有四名全職員工，其中有兩人是燈光助理。 
De Dorlodot說：「打燈是講究高技術的工作，因為對 Studio 
Harcourt而言，燈光與攝影技術同樣重要。」

香港 Studio Harcourt聘有三名特約攝影師，全部均於巴黎
接受過訓練，還聘有兩名特約化妝師。隨著業務增長，De 
Dorlodot特別希望在本地發掘更多人才，並將特約員工的數
目增加至約12人。當香港業務走上軌道，她便會著手在澳門
開設分店。

影樓現正與一家高級百貨公司合作，為尊貴客戶提供 Studio 
Harcourt人像拍攝體驗作為獨家禮遇，也正積極尋求與城中
盛事合作，讓 Studio Harcourt的品牌故事於香港落地生根。

Studio Harcourt由 Cosette Harcourt、Lacroix兄弟及 Nina 
Ricci兒子 Robert Ricci聯手於1934年創立，以獨特的黑白
人像攝影風格聞名於世，靈感源自電影黃金時代。多年來，
巴黎 Studio Harcourt先後為不少20世紀和21世紀的電影明
星和名人捕捉他們獨有的神韻，當中也包括香港名流。

籌備將近一年，香港 Studio Harcourt終於正式開幕，將
充滿傳奇色彩的人像攝影體驗首次帶出法國境外。董事總
經理 Gaël de Dorlodot說：「Studio Harcourt的巴黎團隊
相信香港人對藝術和攝影觸覺敏銳，對獨特的體驗情有獨
鍾。」

「而當然，香港地理位置優越，亞洲各國的遊客要來香港都
非常方便。我們的下一站自然是中國，而駐足香港後，我
們便可以向來自中國內地的遊客傳達品牌故事。我們一向
也很清楚有必要進駐香港。」

將 Harcourt引進香港的構想源自2012年在香港國際金融中
心及四季酒店舉辦的限期攝影棚，當時反應空前理想。 
De Dorlodot表示所有奢侈品牌都能在香港找得到，能擁有
一張「讓自己畢生難忘的人像」更是錦上添花。

香港影樓提供所有 Studio Harcourt具代表性的服務。例
如，卓越影像的拍攝時間為兩個小時，包含專業化妝時間
和專人形象設計，可選擇拍攝單人照、情侶照或小組照。
在時尚與傳奇日，客戶全天都是 Studio Harcourt的明星貴
賓，除了有一系列的華麗服飾提供，藝術指導團隊更會極
力令每個時刻都精彩難忘。

客戶將獲精選的沖印人像，上面付有「Harcourt Paris」的凸
印簽名及獨有編號。

一幅照片		一個傳奇
傳奇影樓Studio	Harcourt首度進駐海外，在香港開設分店

Studio	Harcourt

•		來自巴黎的傳統，其聞名於世的黑白人像攝影風
格，靈感源自電影黃金時代

•		香港是 Studio	Harcourt在法國以外的第一個據點

studio-harcourt.hk

http://studio-harcourt.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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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金融科技和創業社群	
開始受到歡迎。”
	 	澳洲聯邦銀行	
香港創新實驗室主管	
Liam	Gilligan

遇，專注於商業對商業（B2B）營運模式的創新初創企業也隨之
冒起。與此同時，香港的加速器計劃、培育計劃和共用工作
空間數目也有顯著增長，這些條件都有助金融科技發展。」

澳洲聯邦銀行香港創新實驗室位於金融區的心臟地帶，方便
客戶、合作夥伴和初創企業聚首，跟銀行在一個有利於協作
的環境下攜手合作。

香港實驗室的員工為全球20多名澳洲聯邦銀行創新實驗室
精英的一部分，他們會因應特定項目的需要而互相合作。
Gilligan興奮地說：「我們實驗室最大的優勢之一在於集結了
來自全球各地的多維視野、經驗和專業知識。如果要說我們
的創新團隊成員有共通點，那就是敢於挑戰現狀、對不可能
表示質疑的思維，我們也會確保所付出的一切努力都是圍繞
著客戶為中心。」

Gilligan於六個月前由悉尼移居香港擔任此職位，他表示相當
享受這次經驗。

他說：「首先令我感到震撼的是香港的繁華多姿。香港人相當
親切而且思想開放，我覺得好像已在這裡生活了好幾年。」

澳洲聯邦銀行還認為，變化無可避免會繼續下去，所以有
需要識別這些趨勢，了解當中的影響，與及因此而來機
遇。基於這個想法，他們於2014年8月在總部所在地悉尼，
開設旗下首個創新實驗室，並先後於香港和倫敦開設分所。

澳洲聯邦銀行香港創新實驗室主管 Liam Gilligan解釋選址
香港設立第一個海外創新實驗室的原因：「對澳洲聯邦銀行
的全球創新策略而言，香港是重要市場。中國內地的創新
活動如雨後春筍，而且不只局限於金融科技，也涉及物聯
網、機械人技術和人工智能，我們的香港實驗室團隊有地
利條件緊貼這些創新活動的發展步伐。」

他指出香港以作為通往中國內地的門廊見稱，而其在金融
科技上逐漸明確的領先地位，加上發展完善的金融服務
業，均為澳洲聯邦銀行、其客戶以及全球金融科技界帶來
龐大發展機遇。

他說：「香港金融科技和創業社群越趨活躍。全球眾多大型
銀行都於這裡設有據點，初創企業開始著手把握當中龐大機

創新思維的互動：香港金融科技的展望
澳洲聯邦銀行認為，銀行業的未來有賴於對客戶的深厚和持續理解，以及社會
和經濟發展交叉點上出現的新科技。他們認為這些趨勢將改變我們溝通、吸收
資訊和購買產品的方式，以及作為員工和客戶時跟品牌的互動

澳洲聯邦銀行

•		首個創新實驗室於2014年8月在悉尼成立，之後香
港和倫敦也開辦了同類設施

•		香港的實驗室是澳洲以外第一所，為方便拜訪選
址金融區

•		三個實驗室共有20多名員工，會因應工作項目互
相合作

commbank.com.au

http://commbank.com.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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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太地區記錄了九萬億美元由各類型卡付款的支出。他說：
「預計八年後該數字將為27萬億美元，對我們這行業來說這
是一個驚人的增長。」

Fraedom的解決方案主要通過兩種方式分銷，可直接向客戶
或透過夥伴銀行提供。雖然該公司在澳洲、新西蘭和北美已
有成熟的網絡，亞洲區對它來說仍是一個未開發的市場，因
此存有龐大的潛力。

Fraedom在亞洲首先著眼的市場為香港、中國內地和印度，
東南亞國家如新加坡，印尼和菲律賓也是其考慮之列。

Parrington表示，Fraedom快將招聘更多員工，除了科技人
才，還需要客戶管理和戰略合作夥伴關係管理方面的職員。
公司在全球現有超過500名員工，Parrington說：「我們在未
來十二個月對亞洲的業務有重大計劃。」

Fraedom的前身為在新西蘭由德勤培育出來的初創科技
產品 myPCard.com。今天，它是 Hogg Robinson Group 

（HRG）的全資子公司，在178個國家為超過155,000個組
織提供網上付款技術。該公司的目標是通過一個單一而富
彈性的用戶界面，向不同規模的企業提供無障礙 B2B付款
解決方案。

透過在本港已有業務的 Hogg Robinson Group，Fraedom
使用香港作為通往亞洲的門戶。亞洲區商業合作總監
Gareth Parrington解釋說：「對於我們來說，在香港設立據
點是非常具有戰略意義的一步。」

「中國市場提供龐大機遇，而香港則是我們把業務擴展到中
國的跳板。全球100間最大的銀行中有70多間在香港有據
點，在這裡設立辦公室方便我們跟心目中的合作夥伴打開
對話之門。」

他指出，香港有不少如 Finnovasia等金融科技界盛事，令
這個城市成為如 Fraedom這類公司的重要樞紐。

他說：「這裡的生態系統正在迅速發展，金融科技界對香港
前景十分樂觀。香港在這方面的定位及所投入的努力都得
到正面評價。」

Parrington進一步指出亞太地區正邁向成為付款業界全球
最大市場。他舉出尼爾森在2014年推出的一份報告，顯示

付款技術發展	
空間無限
付款技術及開銷管理專家
Fraedom希望利用香港作為
跳板，把業務擴展至亞洲

Fraedom

•		前身為在新西蘭由德勤培育出來的初創科技產品
myPCard.com

•		在178個國家為超過155,000個組織提供網上付款
及開銷管理技術

fraedom.com

“	這裡的生態系統正在迅速發
展，金融科技界對香港前景
十分樂觀。”
	 	Fraedom	
亞洲區商務合作總監		
Gareth	Parrington

http://fraedom.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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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病人需要一個明確的診斷及了解病程的階段。任何病
人都應該首先去看腫瘤學家，因為他需要的也許是一個療程
而不是權宜之計。這個做法已挽救了不少人的性命。有時候
人們往往低估了知識及做決定這過程的力量。」她解釋，在
這樣的情況下，腫瘤科醫生可能會建議先進行治療再接受手
術，效果便會更為理想。

Medix也正在構思一套適用於香港的家庭護理模式，目的是
減少病人留院時間，從而幫助節省醫療費用，及減輕公立醫
院面對的壓力。

Medix亦設立了一個投資平台，支持初創公司在電子醫療服
務的發展。「香港是創新科技的樞紐，能吸引初創公司及來
自全東南亞的創意與破格意念，正正是我們成立該平台的理
想地。」

Medix在港員工人數不斷增加，當中包括醫生、護士及醫務
管理人員，和營運與市場推廣團隊，而該公司亦因應快速增
長的業務，繼續招聘更多員工。Atzmon預計數目在未來兩
年內將增長至65。

比利時出生的Sigal Atzmon於2006年放下在金融界一番
成功的事業，轉為創立 Medix，向客戶提供個人療程管理
服務，特別是那些確診患有嚴重疾病的病人。她解釋她的
目標是「打破醫療保健在世界各地的供應及消費模式。」

公司目前聘用超過300名醫生去審閱客戶的個案並提出醫
療建議，但他們不會參與實際的治療或手術，以保持中立
客觀。此外，Medix在全球尋找資格得到認可的伙伴，與
3,000多名頂尖專科醫生和1,500多所醫療設施有長期專
業合作關係。

Medix在超過90個國家以20種不同語言為全球170萬多名
投保客戶提供服務。Medix在倫敦和特拉維夫設有總部，
最近更積極擴展其香港公司，作為其在亞洲的營運總部。

Atzmon說：「我們已在亞洲服務多年，但之前一直也沒有
一個全面運作的總部。我們視香港為通往亞洲的橋樑。」
她指出香港的開放度、透明度、營商便利度及沿用普通法
的傳統等，均為選址香港作其地區總部的部份原因。她補
充：「我認為這裡的工作環境非常好，節奏很快；人們都
很投入、熱衷於做生意及非常勤奮。」

Medix的員工，尤其是國際研究部的研究員，一直花大
量時間去研究各種不同的醫療制度及各國的大環境。
Atzmon留意到在香港，病人有時會傾向尋求速决方案，
卻未意識到那未必是最好的選擇。這就是 Medix希望可以
發揮到作用的地方，藉其服務以確保病人能得到優質的醫
療，主張以病人的需要為大前提。

Atzmon說：「在香港，當人們發現自己長了一個腫瘤，大
多數都會去看外科醫生。那外科醫生可能是香港最優秀的
一位，而他亦會提出把腫瘤取出來，但這並不一定是最正
確首選的解決方案。

明智的選擇亦是健康的選擇
Medix正積極利用香港作為在亞洲市場的門戶大力擴展其個人醫療方案管理服務，當
中包括中國內地、新加坡，吉隆坡及台灣等

Medix

•		成立於2006年，目標是打破醫療保健的供應及	
消費模式

•		聘用約300名醫生，與3,000多名世界頂尖專科醫
生和1,500多所醫療設施有長期專業合作關係

•		預計數目在未來兩年內香港員工將增長至65人

medix-global.com

“	香港是創新科技的樞紐，
吸引初創公司及來自全東
南亞的創意與破格意念。”
	 	Medix	
集團總裁	
Sigal	Atzmon

http://medix-globa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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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仍然是亞瑟士集團建立
品牌形象的策略性樞紐。”
	 	亞瑟士（中國）商貿有限公司	
大中華地區總裁	
陳曉彤

她補充，香港作為金融中心的優勢也有利於企業規劃中長期
策略。亞瑟士現正擴充香港辦事處，計劃設立物流、財務、
人力資源、市場推廣和營銷等職能。新團隊將有助亞瑟士與
本地顧客建立更緊密的聯繫，及向本地夥伴在各方面提供更
強的支援。

陳曉彤說：「香港人才擅長在節奏急速的環境下工作，又具
備專業精神，在這裡設立據點對我們無往而不利。長遠而
言，我們相信此舉將為公司在大中華地區引入更多人材。隨
著業務增長，香港團隊也將會增設更多其他職能。」

亞瑟士於全球透過50多個辦事處於超過150個國家經營。 
在2015年，品牌年度銷售額超越4千億日圓，當中有76%
來自日本以外市場。

亞瑟士於1996年在香港成立分公司，透過產品經銷渠道
進駐香港市場。後來，公司透過與本地夥伴合作開設專門
店，以提供更多元化的產品給消費者選擇，同時提升品牌
在目標顧客群中的知名度。現時公司在香港設有三間亞瑟
士專門店和旗下生活時尚品牌鬼塚虎（Onitsuka Tiger） 
六間門市。

亞瑟士（中國）商貿有限公司大中華地區總裁陳曉彤說：
「我們的品牌在香港的認受性很高，特別是跑步用品。我
們在香港主辦10公里馬拉松活動已經數年，更成功創辦
首個跑步俱樂部，為消費者定期提供跑步課程。」

她指出公司未來的目標是以為零售業務而組成的香港團
隊，策劃更多市場推廣活動以吸納不同層面的顧客，及舉
辦區域性的大型活動。亞瑟士有計劃於未來在全港及澳門
主要地點開設更多專門店。

她說：「香港的運動和體育文化漸趨成熟，加上香港消費
者整體上具有良好購買力。研究統計數字顯示在2015年
運動服及運動時裝市場於香港有顯著增長。我們預期未來
數年上升趨勢將會持續。」

陳曉彤指出亞瑟士在中國大陸的營業額過去幾年迅速增
長，並且預料未來仍有平均三成增長，但香港仍然是亞瑟
士集團建立品牌形象和的策略性樞紐。

“Want	It	More”亞瑟士向更高目標邁進
成立於1949年的日本高性能經典運動用品製造商亞瑟士（ASICS），看準香港
的龐大機遇並計劃在港擴展業務

亞瑟士（中國）商貿有限公司

•		於1996年在香港成立分公司，透過產品經銷渠道
進駐香港市場

•		在香港設有三間亞瑟士專門店和旗下生活時尚品
牌鬼塚虎六間門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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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目前在新加坡已邁向第二年的 Neon Lights音樂節。
他們亦創辦了現場音樂會系列 YourMum，把來自世界各
地的優秀音樂人帶到香港，而2016年最矚目的表演者首推
Morrissey。此外，公司亦計劃於2017年4月把西班牙傳奇電
子音樂及藝術節 Sónar正式引入香港。自1994年創辦以來，
Sónar以前衛及別樹一幟的姿態在電子音樂世界奠立先鋒地
位，被廣泛認定為全球最享乎盛名的音樂及藝術節。

Magnetic Asia的員工數目通常維持於25至30人，但旺季一
到，數目可多達60人，當中包括市場推廣人員、活動監製以
至數碼專員和軟件工程師。

在港生活了17年的 Hill，表示香港的無限機遇是他決心定居
下來的原因。他說：「香港人具備積極進取的態度，大家都
會大力支持你，這份精神非常正面。在這裡，我有很好的關
係網及許多朋友，生活過得十分精彩。」

公司行政總裁 Mike Hill解釋，音樂節在英國是文化發展的
重要一部分，他和他的生意夥伴身為英國人都很明白，亦
認為 Clockenflap是「香港所需及所想要的活動」。

他們當時的想法今日得到肯定。在2008年初次舉辦時，
Clockenflap是個為期僅一天、吸引約1,500名本地樂迷的
小型業餘項目，但去年已發展成為一連三天的大型音樂盛
事，吸引六萬名本地和海外訪客。歷年來在 Clockenflap
舞台上跟本地音樂人一同演出過的頂級表演者包括 New 
Order、The Libertines、Primal Scream、Chic featuring 
Nile Rodgers、Franz Ferdinand和 De La Soul。

打開音樂大門
Clockenflap的成功造就了不少其他機會。面對門票銷售
的挑戰，Hill發揮作為科技公司老闆的專業所長，創造了
Ticketflap，並把其擴展成為香港四大門票銷售公司之一。

在數碼市場推廣方面尋求外援時，Magnetic Asia找不到熟
悉如何透過數據分析正確評估網上活動成效的代理，於是
決定自組公司處理。

憑藉全方位的業務能力，Magnetic Asia不單能為本身舉辦
和宣傳的活動售出達九成半門票，更將有關服務提供予其
他活動策劃公司。

提高音樂聲勢
雖然 Magnetic Asia的發展非常多元化，但音樂仍然是他
們的重心業務。他們為不同口味的觀眾創造了更多活動，

香港音樂迷之福
一家活動策劃及宣傳公司，九年前在香港建立現今為人熟悉的年度音樂及藝術節
Clockenflap，並繼續為樂迷帶來驚喜

Magnetic	Asia

•		建基於Clockenflap音樂節的成功，觀眾人數從
2008年的1,500增長到去年三天累積大約60,000人

•		業務已經擴展到包括活動管理、票務和及數碼市
場推廣

magneticasia.com

“	香港人具備積極進取
的態度，大家都會大
力支持你，這份精神
非常正面。”
	 	Magnetic	Asia	
行政總裁	
Mike	Hill

http://magneticasi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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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是獨一無二的營商環境，這裏具
有優秀的人力資源市場、完善的金融系
統、簡單的稅制、迅速高效的運輸基建
和清關程序、以及優越的地理位置。”
	 	翔輝運通有限公司	
總經理	
黃澤民

多年來，翔輝運通先後處理過許多知名藝術家的作品，
這些知名藝術家包括朱銘、費爾南多．博特羅（Fernando 
Botero）及宮崎駿等。該公司也曾與許多大型藝術活動合作，
例如巴塞爾藝術展香港展會、Art Central Hong Kong以及國
際古玩展等。是次業務擴充使翔輝運通的香港分公司擁有更
多資源，可以繼續努力開拓新客戶群。

對於香港分公司的發展前景，黃澤民十分樂觀：「香港是獨
一無二的營商環境，這裏具有優秀的人力資源市場、完善的
金融系統、簡單的稅制、迅速高效的運輸基建和清關程序、
以及優越的地理位置。除了發展本地業務外，我們也著重利
用香港這些獨特的優勢開拓更多內地及海外的業務。」

在成立至今短短幾年間，香港翔輝運通發展迅速，最近更
大規模地擴充業務。翔輝運通的總經理黃澤民先生說：「翔
輝運通總公司於90年代在台灣成立，目前穩佔台灣藝術品
物流市場的前列位置。在2012年初，我們因應兩岸三地藝
術品物流發展需求，籌劃在香港、上海及北京成立分公司
以開展大中華區的業務。最終，我們選擇了香港為首個策
略性投資地點。香港分公司在2012年底正式投入服務，至
今已發展成為一個全方位藝術品物流樞紐平台。」

最近，翔輝運通選址葵涌嘉里貨運中心成立了全新的藝術
品物流中心。新址佔地達一萬平方呎，樓底高五米。他們
利用新址廣闊的空間，增設了博物館級的私人鑑賞室及私
人儲存倉。針對藝術品的高規格要求，新設施提供全天候
的溫控和濕控環境，並設有先進的保安系統及嚴密的監控
程序，以保障藝術品的安全，使客戶安心。

在運輸方面，不同類型的物流車輛都可以直接駛到新設施
的專用卸貨台位，大大提高了起卸貨物的能力之餘，也可
以把藝術品在裝卸過程中的風險降到最低，並使工作效率
及運輸的安全性得以大幅提升。

前景樂觀
黃澤民指藝術品物流行業在大中華區日漸蓬勃，吸引越來
越多的跨國物流企業加入，希望開發這個具龐大潛力的市
場。翔輝運通勇於迎接這些挑戰，新設施的成立展示了該
公司營運策略的成果，以及對鞏固市場領導地位的信心。

專業細心的藝術品物流
來自台灣的翔輝運通有限公司在香港提供藝術品包裝運輸、倉儲、佈展和卸展，
以及保險規劃等專業物流方案

翔輝運通有限公司

•		提供藝術品包裝運輸、倉儲、佈展和卸展，以及保
險規劃等專業物流方案

•		最近選址葵涌嘉里貨運中心成立了佔地達一萬平
方呎、樓底高五米的全新物流中心

sunwayexpress.net

http://sunwayexpress.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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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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urra Foods 食物及農產品

澳洲聯邦銀行 金融服務

加拿大
4STRIPES 教育、體育、活動

Shore Hospitality 款待業

捷克
Fund Genesis Limited 金融服務

杜拜
MCG Associates Hong Kong 創意 / 媒體 / 公共關係 / 

數碼人才招聘

法國
Agorize 創新及科技

Harcourt Studio 藝術及文化

NeoXam Hong Kong 金融科技

希臘
Greek Delicatessen Ltd 入口商、分銷商、批發

商、零售商

以色列
Medix 醫療諮詢服務

日本
ASICS 運動鞋和服飾

中國內地
Ampd Energy 能源儲存 / 潔淨科技

天韵國際控股有限公司 水果銷售

紐西蘭
Clean Nutrition Co 蛋白補充劑

俄羅斯
韜淘集成系統有限公司 進出口自動化雲端電子 

商貿解決方案

公司 行業

新加坡
LYNK 知識平台及專才網絡

衛保數碼 醫療器材

台灣
翔輝運通有限公司 物流及供應鏈管理

荷蘭
鹿特丹斯巴達足球會 運動

WSS 環境科技，廢物管理

英國
Angloinfo HK 僑民資訊及商業指南

Fraedom 金融科技

Indigo Software 倉庫管理軟件

JAC Recruitment Hong Kong 招聘公司

Macey and Sons Auctioneers and 
Valuers Limited

零售畫廊

Magnetic Asia Limited 媒體及娛樂

Tute.HK 教育

美國
AirHelp 旅遊

Backstop Solutions Group 雲端科技解決方案

BYDEAU 電子商貿、花卉及禮品

FeedMe Limited 網上食品科技平台

Harvest Mission Community 
Church （HMCC）

教會

iPharma Ltd 藥物受託研究機構

WeWork 共享工作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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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