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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加強海外宣傳，鼓勵國內外的
企業利用香港的優勢開拓業務。

推動「一帶一路」倡議
行政長官梁振英於 2017 年的施政報
告中提到，政府將擴展「一帶一路」
辦公室，以便其長期進行與倡議相
關的推展工作。中央政府將在 5 月
於北京舉行自「一帶一路」倡議提出
以來最高層次的「一帶一路」國際合
作高峰論壇，以重點報告其取得的
成就。屆時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亦

投資推廣署於3月21日舉行中資企
業新春酒會，答謝中資企業來港開
立公司。超過300位高級人員代表出
席。行政長官梁振英於致辭時表示，
香港有「一國」和「兩制」的雙重優勢，
能夠成為內地與外國之間的「超級
聯繫人」，一方面引進外地的資金和
技術，另一方面可以與內地企業攜
手走出去，開拓海外市場。他指出
特區政府會透過合適的政策措施推
動香港產業的發展，並通過投資推
廣署和特區政府的經濟貿易辦事處

內地企業透過香港走向世界
會參與。此外，政府亦準備為「一帶
一路」沿線國家的訪港官員安排有關
特區政府運作的講座或短期培訓，
以加強合作。

投資推廣署積極推廣香港在「一帶一
路」擔當超級聯繫人的角色。本署夥
拍香港金融管理局（金管局）及香港
中國企業協會於 4 月 11 日合辦一帶
一路主題研討會，向在港中資企業
推廣香港平台的優勢。

研討會名為「一帶一路機遇：在港中

http://www.investhk.gov.hk/zh-hk/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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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深創新及科技園
今年初，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與深圳市政府簽署合作備
忘錄，以共同在香港的落馬洲河套地區發展「港深創新
及科技園」。項目佔地87公頃，預期在約7年後落成，
將由香港科技園公司的附屬公司管理，並計劃吸納本地
及外地的初創企業進駐。該科技園將充分利用香港作為
司法獨立、法治完善、擁有簡單低稅制，資金及資訊自
由流通的國際金融中心地位，並配合深圳的強大硬件製
造能力、龐大資金、政府支持以及進入內地市場的渠
道，在協同效應下締造雙贏局面。

資企業如何善用香港優勢『走出去』」，探討中資企業在
「一帶一路」倡議下進行海外併購時所遇到的挑戰，及如
何利用香港作為國際金融及商貿中心的優勢，克服這些
困難，拓展海外業務。

中資企業通過經驗分享和案例分析，加深對海外併購的
認識，健康地拓展相關業務及進一步利用香港金融平台
的優勢。

研討會吸引約一百人出席，包括在港中資企業及金融機
構的管理層。投資推廣署助理署長何兆康致開幕辭時表
示：「投資推廣署一直致力協助中資企業利用香港『走出
去』，隨着『一帶一路』倡議全面推展，香港『超級聯繫
人』的角色將與日俱增，香港各行各業可以把握當中帶
來的新機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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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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月

5-8 

從香港飛往倫敦
Hack	Horizon
Hack Horizon 是一項概念獨特的旅遊科技編程馬拉
松比賽，在30,000呎高空上一班由香港飛往倫敦
的航機內舉行。是次比賽將聚集32名最優秀的企
業家、工程師和設計師，以開發相關的新產品及服
務，顛覆顧客的國際旅遊體驗。
主辦單位：Hack Horizon
▶hackhorizo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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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
芬蘭100博覽會
適逢芬蘭慶祝獨立100周年，芬蘭100博覽會是讓
大眾認識芬蘭企業和文化的好機會。是次博覽會將
匯聚33個來自芬蘭的參展商，開放予公眾人士免費
入場。除了業務展示外，亦將透過專題小組討論和
特別節目展示芬蘭各方面的文化。
地點：香港會議展覽中心中小企服務中心
主辦單位：香港芬蘭商會
▶finncham.com.hk/event/finland-100-exp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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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林
Go	Asia	—	Get	started	in	Hong	Kong
柏林亞太週的活動之一。香港創業生態系統簡佈會，
內容包括投資推廣署提供的支援以及德國數據分析
公司 Seerene 的案例分析。
地點：柏林 Haus Ungarn
主辦單位：投資推廣署、Openers
▶apwberlin.de 

18-21 

中國重慶 
第20屆中國（重慶）國際投資暨全球採購會
這是一項貿易投資促進活動，旨在引領內陸開放，
並連接「一帶一路」和長江經濟帶。
地點：重慶國際會展中心
主辦單位：中華人民共和國商務部、國務院三峽工
程建設委員會辦公室、中國國際貿易促進委員會、
重慶市人民政府
▶www.ccisf.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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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山西省太原市
「一帶一路，共創新思路」投資推廣研討會（太原市）

此研討會旨在向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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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太原市
主辦單位：投資推廣署

23

愛沙尼亞塔林
愛沙尼亞塔林研討會暨聯誼酒會
投資推廣署的顧問將擔任研討會的演講嘉賓，介紹
香港在「一帶一路」倡議下的獨特作用和優勢。
地點：塔林愛沙尼亞商工會會議廳 
主辦單位：香港駐倫敦經濟貿易辦事處、投資推廣
署、愛沙尼亞商工會

24

立陶宛維爾紐斯
立陶宛維爾紐斯聯誼酒會
是次活動與立陶宛實業家聯合會聯合舉辦，為香港
回歸20周年的慶祝活動。
地點：位於維爾紐斯的酒店（待定）
主辦單位：香港駐倫敦經濟貿易辦事處、投資推廣
署、立陶宛實業家聯合會

25

拉脫維亞里加
拉脫維亞里加聯誼酒會
是次活動與拉脫維亞投資發展署聯合舉辦，為香港
回歸20周年的慶祝活動。
地點：位於里加的酒店（待定）
主辦單位：香港駐倫敦經濟貿易辦事處、投資推廣
署、拉脫維亞投資發展署

六月

2

香港
Finance	Disrupted:	Asia	
是次活動將匯聚來自區域及國際金融機構的思想
家、監管人員、領袖及金融科技企業家，以檢視科
技驅動型企業如何顛覆亞洲的金融服務形態，並探
討新舊企業在金融生態體系革新後將扮演的角色。
地點：香港 JW 萬豪酒店
主辦單位：The Economist Events
▶financedisruptedasia.economist.com

3-7 

中國陝西省西安市
2017絲綢之路國際博覽會暨第21屆中國東西部合
作與投資貿易洽談會
是次活動為在中國東中西部地區互動合作以及「一
帶一路」沿線國家的經濟合作提供新平台。
地點：西安曲江國際會議中心、西安綠地筆克國際
會展中心
主辦單位：國家發展改革委、外交部、商務部、中
華全國歸國華僑聯合會、中華全國工商業聯合會、
中國國際貿易促進委員會、國家工商行政管理總
局、陝西省人民政府
▶onlinew.com.cn

2017

http://www1.investhk.gov.hk/events
http://hackhorizon.com
http://finncham.com.hk/event/finland-100-expo
http://apwberlin.de
http://www.ccisf.com
http://financedisruptedasia.economist.com
http://onlinew.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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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月

6-7

西班牙馬德里
Moneyconf	
MoneyConf 的焦點為金融科技以及貨幣、支付和金
融革命（僅限獲邀人士參與）。
地點：La N@ve, Calle Cifuentes, 5, 28021 Madrid
主辦單位：CiLabs
▶moneyconf.com

香港
EmTech	Hong	Kong
活動為期兩天，透過對談的形式將《麻省理工科
技評論》雜誌的內容帶到論壇中。第二屆 EmTech 
Hong Kong 將圍繞新材料、大數據及人工智能

（AI）、機器人技術、自動化技術、工業4.0、虛擬
實境（VR）及擴增實境（AR）、健康老齡化、金融科
技、網路安全和未來城市等範疇，探討科技如何改
變我們的生活、啟迪新路向。
地點：香港會議展覽中心
主辦單位：《麻省理工科技評論》雜誌、 
Koelnmesse Pte Ltd
▶emtechhk.com

13-14 

香港 
2017世界青年創業論壇
世界青年創業論壇是一項匯聚全球青年、投資者、
企業和利益相關方的年度盛事，目的是共同探討社
會創新、建立夥伴網絡和探索機遇，以促進動態經
濟的發展。
地點：香港大學大會堂、前海深港青年創新創業夢
工場（夢工場）
主辦單位：香港青年協會、香港大學
▶globalforum.hkfyg.org.hk 

20-23

中國青海省西寧市
第18屆中•青海綠色發展投資貿易洽談會
為促進綠色發展提供一個區域投資貿易平台。
地點：青海國際會展中心
主辦單位：工業和信息化部、國家工商行政管理總
局、中華全國供銷合作總社、中華全國工商業聯合
會、中華全國歸國華僑聯合會、香港工會聯合會、
31個省市及自治區人民政府、新疆生產建設兵團
▶www1.investhk.gov.hk/event-detail/the-18th-
qinghai-china-investment-and-trade-fair-for-
green-development-xining-qinghai/

23 
& 
25

美國三藩市、洛杉磯
慶祝香港回歸20周年	—	音樂文化之旅
香港聖樂團及灣區清韻合唱團將於三藩市和洛杉磯
舉辦兩場名為「音樂文化之旅」的音樂會，以展示
香港回歸中國後的文化成就，並促進香港與美國之
間的文化交流。
地點：三藩市赫伯斯特劇院、洛杉磯和路迪士尼音
樂廳
主辦單位：香港駐三藩市經濟貿易辦事處

30

荷蘭鹿特丹
175年貿易友誼	—	「鹿特丹和香港如何為您帶來
『一帶一路』效益」
是次商業研討會的主題為「如何抓緊『一帶一路』帶
來的機遇」，其後將舉辦香港回歸20周年慶祝晚宴。
地點：鹿特丹范內勒工廠
主辦單位：香港荷蘭商會、投資推廣署；
協辦單位：香港經濟貿易辦事處、香港貿易發展
局、鹿特丹市、鹿特丹港
▶nhkba.nl

七月

11-13 

香港
RISE	HONG	KONG	2017	
RISE 由 Web Summit 的幕後團隊策劃，在短短 
6年內已成為歐洲最大型的科技會議，去年吸引全
球136個國家約53,000人參與。於2017年7月，
一眾世界企業翹楚及備受矚目的初創企業新星將雲
集香港，在為期三天的 RISE 交流會議上，向世界
主要媒體、數以百計的投資者及成千上萬的與會者
分享他們的故事和經驗。
地點：香港會議展覽中心
主辦單位：Web Summit
▶riseconf.com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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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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Work
WeWork於2010年在紐約成立，在全球擁有超
過1,400名員工。目前，WeWork在香港設有兩
個共用工作間，分別位於銅鑼灣和灣仔，選址
主要是基於交通便利及鄰近大企業總部等因素。
WeWork的使命是為會員提供建立事業所需的空
間、社群和服務，同時幫助他們與志同道合的
人協作，以促進他們的業務增長，邁向成功。
WeWork工作間的私人辦公室能容納1至100多
人的團隊，另有專用辦公桌或共用辦公桌等選
擇，靈活性極高。

wework.com

The Work Project
The Work Project同樣落座於港島黃金地段銅鑼灣，
由於部分管理層為酒店業出身，因而發展出酒店式營
運理念。The Work Project工作間共設四層，提供私
人服務式辦公室、會議室及共用辦公桌，能服務多達
350人。其租約制度極富彈性，會員不但可隨意設定
開始及結束日期，更可隨時增加或減少租用的空間。
工作間播放的音樂和所用香薰均經過精心挑選，有助
提高集中力和幸福感。此外，The Work Project的會
員還可在同一棟大廈內的餐廳、健身中心及高級髮廊
享用服務和折扣優惠。

theworkproject.com

彈性工作空間成新常態
近年在紐約和倫敦等世界主要城市大行其道的共用工作間已在香港興起，市場上出現
了各式各樣的相關服務，以滿足企業家、自由工作者和創新遊牧民族不斷增長的需求

共用工作間

http://wework.com
http://theworkprojec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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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用工作間

The Hive
The Hive 於香港設有四個服務點，分別位於中環、灣
仔、堅尼地城及西貢，其共用工作間以創意社群為定
位，因此吸引不少攝影師、新聞工作者及新創企業租
用，以結識志同道合的夥伴。The Hive的會員制度富靈
活彈性，不設長期合約，會員能租用開放式工作區的共
用辦公桌、專用工作站或私人辦公室，而每個服務點都
設有露台或戶外場地，適合舉辦非正式的會議或聯誼活
動。此外，The Hive還會定期舉辦社群活動，以鼓勵會
員拓展人際網絡，讓整個工作間洋溢著創意活力。

thehive.com.hk

Cyberport Smart-Space
作為香港最大的創新及科技共用工作間之一，數碼港
Smart-Space提供彈性的共用工作空間，讓本地初創企
業及銳意進軍亞洲巿場的海外公司租用。為了促進企
業之間的交流和業務協作，數碼港亦舉辦講座、聯誼聚
會、營銷簡介及產品測試等多種內部活動，透過匯聚志
同道合的創新業者，建立能互相啟發及分享想法的社群。

cyberport.hk

香港各區還有許多其他共用工作間，包括 Blueprint、
Cocoon、Garage Society、Paperclip、TusParkHK及
Wynd等。如需更多有關初創企業和共用工作間的資料，
請瀏覽我們的網站 startmeup.hk，或與我們聯絡，查詢
如何從香港擴展您的初創企業。

初創企業主管   陳幗貞 
電話：（852） 3107 1014 
電郵：jchan@investhk.gov.hk

全港共用工作間一覽

2016年 
共用工作間數目

38

26

10

2

新界

九龍

香港

*資料來源：投資推廣署2016年香港初創企業生態調查

http://thehive.com.hk
http://cyberport.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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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不僅是世界最
主要的時尚都市之
一，更擁有成熟和
對時尚充滿前瞻性
的消費群，開設新
店正正彰顯了我們
對香港的信心。”
	 	Versace		
亞太區董事總經理	
Giovanni	Di	Salvo

月，Versace於亞太區內開設了多間新店，專門售賣旗下
Versace Home Collection的家居用品系列，提供多元化的
時尚生活產品。Di Salvo表示：「亞洲市場對於我們旗下家
居用品系列的興趣和需求與日俱增，主要由於消費者希望
全方位體驗品牌，而且將其融入日常生活之中。」

此外，Versace的亞太區總部亦設於香港，約有75名員
工，不但負責管理區內逾200間直營店和加盟店，其市場
營銷及公關團隊更致力加強品牌與區內關鍵有影響力者及
媒體之間的互動，以進一步提升品牌在區內的地位。

香港的人才資源亦是一大競爭優勢，Di Salvo表示：「香
港匯集了大量具有多國語言能力和擁有國際資歷的專業人
士，而香港人的開放態度和靈活性亦是吸引企業在此營商
的另一個重要因素。總括而言，香港是一個營商非常便利
的城市。」

Di Salvo認為投資推廣署的服務非常有幫助，而且對於該
署總是努力不懈地提供意見和支援深表讚賞。

Versace的全新旗艦店座落於皇后大道中，店舖外牆採用
大理石地磚和黃銅鑄造的金屬裝置，並以背光瑪瑙加以粉
飾，營造出充滿現代感的奢華氣派。新店選址香港的心臟
地帶中環，樓高兩層，佔地684平方米。Versace亞太區董
事總經理 Giovanni Di Salvo表示：「香港不僅是世界最主
要的時尚都市之一，更擁有成熟和對時尚充滿前瞻性的消
費群，開設新店正正彰顯了我們對香港的信心。」

Versace目前在香港有11間分店，大多位於人流暢旺的
購物熱點，例如尖沙咀和銅鑼灣等，皇后大道中的全新
旗艦店開業，將進一步提升該品牌在亞洲區的知名度。
Di Salvo表示：「於香港開設旗艦店是我們全球計劃的一
部份，旨在透過進駐各大國際城市的主要購物熱點，擴大
Versace的影響力，並為香港的顧客提供獨一無二的專屬
購物體驗。」

拓展業務的理想地點
Versace以香港作為發展業務的策略性市場，不僅因為其
商業潛力，更因為香港擁有成熟的消費群，能持續提供意
見及啟發靈感，帶動品牌不斷提升服務水平。在過去12個

Versace

•		於1978年在米蘭創立
•		於2017年3月在香港開設其亞洲區最大旗艦店
•		其亞太區總部設於香港，約有75名員工，負責管
理區內逾200間直營店和加盟店

www.versace.com

時尚品牌茁壯成長之地
意大利高級時尚品牌 Versace於香港開設亞洲最大店

http://www.versace.com/international/en/home/


8 投資案例

“  我們挑選香港作為公司
的亞洲區總部，以充分
利用香港作為亞洲商業
及創新中心、戰略性市
場的優勢，領導區內麵
包、糕點和巧克力烘焙
行業的發展趨勢。”
	 	Puratos	
亞太中東以及非洲地區總裁	
戴弼德

統，無疑是絕佳的物流樞紐和航空中心，為我們的業務發
展提供了有利條件。」

Puratos亞洲研發中心的團隊主要由擁有國際資歷的亞裔成
員組成，亦致力與香港的大學保持緊密合作，以物色食品
科研人才。在這方面，戴弼德認為香港擁有完善的教育制
度，因此要物色人才並非難事。

戴弼德於三年前移居香港，十分享受香港多姿多采的都
市生活，他表示：「香港是朝氣勃勃的工作人士理想居住
地點。」

Puratos最近投資近5億美元於觀塘開設亞洲研發中心，旨
在為麵包、糕點及巧克力烘焙行業提供創新研發平台，其
主要功能包括以下三項： 研發中心，研發新技術、產品及
烘焙工作坊應用； 亞洲區總部，管理亞太區市場營銷、財
務、人力資源以至營運方面的事務；及處理香港市場的銷
售事務。

集團亞太中東以及非洲地區總裁戴弼德表示：「公司的亞洲
業務正以雙位數速度增長，而香港不但擁有多元化的烘焙
業，而且美食愛好者眾多，每年更有超過5,600萬名遊客
到訪，因此我們挑選香港作為公司的亞洲區總部，以充分
利用香港作為亞洲商業及創新中心、戰略性市場的優勢，
領導區內麵包、糕點和巧克力烘焙行業的發展趨勢。」

Puratos在香港的客戶群，遍佈大小型的麵包店、咖啡店、
酒店，以至工業和食品服務公司。公司在全球12個國家設
有營運據點，並於亞洲擁有逾30年經驗，戴弼德認為公司
在中國內地、日本和東南亞已奠下穩健的基礎，有能力進
一步開拓其他市場。公司未來將繼續投資擴大產能、增加
生產線和設立客戶創新中心。

戴弼德認為香港是一個便於營商的地方：「香港擁有全球通
達的優點，簽證方面亦無太大限制，加上其先進的交通系

 Puratos

•		Puratos創立於1919年，是一家致力提供創新麵
包、糕點和巧克力烘焙產品的國際集團公司

•		投資5億美元於香港建立亞洲研發中心，並以香
港作為亞洲區總部

puratos.com

麵包、糕點及巧克力烘焙行業的創新發展
創立於1919年的比利時麵包、糕點及巧克力烘焙原材料公司 Puratos擴充香港版圖，
力求加快公司於亞洲區的業務拓展

https://purato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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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眾所週知，香港人充滿時尚品味，
對一切新穎的事物適應能力極高，
而香港則是吸引世界各地人才的國
際大都會。”
	 	Hubert	Burda	Media	Hong	Kong	Limited	
出版人兼總經理	
麥約敏

穎的事物適應能力極高，而香港則是吸引世界各地人才的
國際大都會。」 

在 Hubert Burda Media拓展香港業務期間，投資推廣署一
直從旁協助，為其提供宣傳推廣、人力資源配對支援，以
及各種交流機會。Hubert Burda Media的香港辦事處目前
有35名員工，主要負責銷售、行政和編輯工作，隨著公司
持續拓展區內市場及擴大業務範圍，預計未來將會增加更
多人手。

Hubert Burda Media Hong Kong於2011年成立，旗下
香港版《Prestige》是一本以社交界名人和高級時尚生活
為題的月刊，其母公司是德國的 Burda International，於
全球擁有近540個媒體品牌。除了《Prestige》外，Hubert 
Burda Media還在香港出版兩份年刊，包括《Lifestyle》和
鐘錶雜誌《Tic Talk》。

於2017年1月，Hubert Burda Media宣佈收購亞洲領先的
LifestyleAsia.com，令該平台成為 PrestigeOnline.com以
外，公司於香港經營的第二個數碼平台。

出版人兼總經理麥約敏認為，收購 LifestyleAsia.com能鞏
固公司於東亞和東南亞地區作為領先數碼及印刷時尚精品
媒體的地位，她指出：「我們注意到，相對於印刷媒體，數
碼媒體在香港所扮演的角色越見重要。」她表示，鑑於印刷
媒體較符合時尚精品市場的取向，公司亦將繼續發展印刷
媒體業務。

對 Hubert Burda Media來說，要並行發展數碼與印刷時尚
精品媒體，匯聚各色人才的香港無疑是最佳的經營地點。
麥約敏解釋道：「本地傳媒業人才鼎盛，無論是撰稿人、攝
影師，以至雜誌和網頁設計師，我們都能找到符合要求的
人選。」她更表示，若公司並非以香港為基地，則難以製作
出如此高質素和豐富的時尚精品生活內容。　

麥約敏補充：「眾所週知，香港人充滿時尚品味，對一切新

Hubert Burda Media Hong Kong Limited

•		於2011年在香港成立
•		於2017年1月收購 LifestyleAsia.com
•		香港辦事處約有35名員工，主要負責銷售、行政
和編輯工作

prestigeonline.com

集兩家之大成
Hubert Burda Media 視香港為
發展時尚精品媒體的最佳地點

http://prestigeonline.com/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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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擁有非常成熟和完善的基礎
設施，商業基礎穩固，加上與中
國內地關係密切，有利促進兩地
的業務發展。”
	 	金萌蘇浙滙（香港）有限公司	
主席	
劉裕俊

伴；此外，香港擁有非常成熟和完善的基礎設施，商業基
礎穩固，加上與中國內地關係密切，有利促進兩地的業務
發展。」

劉裕俊主張擴展計劃順應機會進行，他總結道：「如果有適
當的機會，又或是遇到可靠的工作夥伴，我很樂意開設更
多分店，擴展業務，而我目前的首要任務是專注保持食物
和服務的質素。若品牌出色，機會自然會來。」

蘇浙滙是上海家喻戶曉的餐飲品牌，以創意上海本幫菜聞
名，品牌隸屬於在中國內地擁有多個餐飲品牌的金萌集
團。蘇浙滙於2010年進駐香港，在灣仔新鴻基中心開設了
旗艦店，主要針對商務客群。在開業後短短兩年內，餐廳
便摘下米芝蓮一星殊榮，並獲香港旅遊發展局主辦的2012

「美食之最大賞」頒發金獎。

在旗艦店取得空前成功後，集團看到箇中商機，因而於
2016年12月在香港太古城中心開設第二間香港分店。新分
店佔地7,000平方呎，提供200個座位，空間比灣仔店還要
寬敞。

金萌集團主席劉裕俊表示，灣仔旗艦店主要針對商務客
群，太古城中心分店則瞄準家庭及休閒客群。在平常的周
末，餐廳一天平均接待約1,000名顧客，這對於一家高檔
中餐廳而言，入座率可說是很高。

劉裕俊認為餐飲品牌的成功並非視乎分店數目的多少，而
是由口碑而定，他表示：「餐飲品牌的經營由口碑主宰，我
們甚少進行廣告宣傳，因為我們相信一個優秀的品牌是靠
口耳相傳，而信譽亦需要時間來建立。」

劉裕俊的個人及專業背景均非常有趣，他在香港土生土
長，曾於1970年代在數間中餐廳工作，其後移居盧森堡，
一住便是二十多年，更在當地受到薰陶而成為餐飲創業
家。1999年，劉裕俊在上海開設首間蘇浙滙。在中國內地
打響名堂並在全國開設約20間分店後，他回到出生地香港
擴大其業務版圖。

對於劉裕俊而言，香港是個很特別的地方，除了因為對這
個城市有份情意結外，亦因為當中所遇到的機遇，他表示：

「我在香港結交了許多對集團品牌有莫大信任的長期合作夥

蘇浙滙

•		於1999年在上海開設第一間餐廳，在上海、杭
州、北京、蘇州和澳門共有24間分店

•		於2010年在灣仔開設香港旗艦店，並於2016年在
太古城中心開設第二間分店

•		目前在香港聘有超過120名員工

jade388.com

憑藉口碑 
於香港擴展業務
內地高尚食府蘇浙滙於香港開設 
第二間分店

http://jade388.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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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的資訊及通訊科技業發展蓬
勃，處於世界最先進水平，加上
擁有專業的商業和科技人才，對
我們而言是絕佳的據點。”
	 	高知特	
大中華區市場總監	
Venkatesh	Sriraman

解之餘，其時區和地理優勢更有助團隊與區內的客戶保持
緊密聯繫。他補充：「我們大部分來自銀行和其他機構的客
戶都希望將業務拓展至中國，我們亦將與他們一同發展。」

高知特在香港設有畢業生招聘計劃，專門聘請來自如香港
大學和職業訓練局等學府的技術和管理人才，並讓畢業生
在分派到客戶的工作地點執行項目之前，接受技術和軟技
能培訓。他表示：「這些招聘計劃亦表明了我們對本地年
青人才的信心，我們的客戶對這些畢業生卓越的工作表現
亦深感滿意。」　

曾於新加坡和杜拜等亞洲多個城市居住的 Sriraman認為
香港是理想的居住和工作地點，他表示：「香港是個朝氣
勃勃的大都會，其文化別樹一格、充滿活力，而且非常多
元化，從不會讓人感到格格不入。」

高知特成立於1994年，原為商業服務公司鄧白氏集團（Dun 
& Bradstreet）的專屬技術部門，目前已於全球各地，包
括美國、歐洲和亞太區有超過250,000名員工。這家以新
澤西州為基地的公司在成立後10年內，便已晉身納斯達
克100指數成份股，更於2011年成為《財富》世界500強企
業，現位居榜上第230名。最近，高知特擴展了其位於中
環的香港辦事處，以配合進軍大中華的計劃。

高知特大中華區市場總監 Venkatesh Sriraman表示：「擴
展香港辦事處彰顯了我們對這個城市的信心和肯定，香港
的資訊及通訊科技業發展蓬勃，處於世界最先進水平，加
上擁有專業的商業和科技人才，對我們而言是絕佳的據
點。」

高知特於2006年開設香港辦事處，為美國的數個客戶提
供服務，當時的辦公室只能容納2至3人。隨著亞洲客戶
對其服務的需求 ,，高知特於2016年12月已搬到面積達
4,000平方呎的辦公室。現在，香港辦事處設有企業行政
部門、服務交付部門和銷售部門，為超過30家國際、區域
性和本地大小企業提供數碼顧問服務，覆蓋金融、保險、
零售和消費品等行業。

此外，香港團隊亦負責中國內地的項目，擴展香港辦事處
的背後，還有一個更長遠的計劃。Sriraman解釋道：「我
們在香港市場的拓展將有助加強我們在大中華區的現有業
務。」Sriraman在高知特任職超過10年，他認為香港辦事
處擔當著地區樞紐的角色，能讓公司提供深入的地區性見

高知特

•		1994年於新澤西州提內克成立，原為鄧白氏集團
（Dun	&	Bradstreet）的內部技術部門，於1996年
開始為外界客戶提供服務

•		目前在五大洲設有100多個拓展和服務交付辦事處
•		大中華區總部設於香港

cognizant.com

對發展前景感樂觀
美國數碼顧問公司高知特（Cognizant） 
擴展香港辦事處，以配合其大中華發展
策略

https://www.cognizan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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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香港作為試點，若成績理想，便可能在其他區域辦事處進
行類似的嘗試。」

目前，SALTO的香港辦事處亦負責台灣及韓國等北亞市場
的業務，Rees認為公司選址鄰近這些市場非常重要，而香
港正好享有策略性中心位置。他補充：「香港作為商業中心
及科技樞紐，確實是個專注創新的地方。」

在 SALTO籌辦開設香港辦事處期間，投資推廣署為公司提
供了各種支援，包括工作簽證申請、宣傳推廣和人脈交流機
會等。Rees表示彼此合作愉快，他總結道：「作為商務專員，
我曾多次在亞洲各大城市開設辦事處，這次是我經歷過最順
利、支援最充分的體驗之一。在投資推廣署的協助下，我毋
須四處奔波或搜查信息，因而節省了大量時間和精力。此等
支援，對於企業而言是無價的。」

現今社會，似乎一切事物皆可找到相應的數碼化替代品，門
鎖亦無例外。SALTO Systems是一家從事鎖類防盜及保安
業務的跨國企業，致力於使用創新科技提升保安管理軟件。

企業以西班牙為基地，其產品包括離線及在線電子門鎖系
統，過去五年，公司一直努力開發雲端門鎖技術。SALTO
亞太區高級副總裁 David Rees表示，這項技術將引領門
控系統的未來，因此，公司於2017年宣佈將其招牌產品系
列「Clay by SALTO」重新定名為「SALTO KS – Key As A 
Service」，並定位成雲端門鎖解決方案，讓用戶在彈指之間
即可控制解鎖的對象、時間和地點。

雖然酒店業對保安系統的需求甚大，但 SALTO並不只專注
於款待市場。Rees表示：「我們亦瞄準亞洲的眾多行業，例
如商業、教育、醫療保健、政府及運輸等，這些行業多年來
一直推動我們業務的增長。」他補充，隨著共用工作間和服
務式辦公室於亞洲興起，市場對 SALTO高科技產品的需求
亦大幅增加，他續說：「我們進駐香港旨在擴展商務市場的
業務，同時亦希望在款待業中佔一席之地。」

Rees於去年由新加坡調派至香港拓展辦事處，打造佔地
1,000平方米的體驗中心，為客戶和分銷商提供全面的產品
和品牌體驗。除了每年發佈新軟件外，該中心亦會作為培訓
地點，供員工向客戶和合作夥伴展示新技術和功能之用。這
是 SALTO在亞洲設立的首個體驗中心，Rees表示：「我們

開啟革新之路
西班牙電子門鎖製造商 SALTO 
Systems選址香港開設其亞洲
首個體驗中心

SALTO Systems Ltd

•		電子門控鎖製造商，總部位於西班牙巴斯克自治區
•		香港辦事處為北亞區總部
•		產品體驗中心預計於2017年5月在香港啟用

saltosystems.com

“ 香港作為商業中心及科技樞紐，
確實是個專注創新的地方。”
	 	SALTO	Systems	Ltd	
亞太區高級副總裁	
David	Rees

http://saltosystems.com/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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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飛協博的嶄新商業模式，
我們需要思想開明、求知若
渴的員工，而香港則能源源
不絕地提供這類人才。”
	 	飛協博	
大中華區董事總經理	
高學亨

高學亨認為香港的人才庫對於飛協博的區內發展具有關鍵
作用，他補充道：「香港人才鼎盛，擁有大量具國際背景及
全球視野的精英。以飛協博的嶄新商業模式，我們需要思
想開明、求知若渴的員工，而香港則能源源不絕地提供這
類人才。」

此外，高學亨認為香港的地理位置和專業優勢能有效推進
中央政府的「一帶一路」倡議，他表示：「鑑於『一帶一路』 
倡議將為亞洲帶來更多的基礎設施建設和投資，我們預計
區內的貿易需求和交易活動將迅速增長，從香港出發五小
時內便可飛抵亞洲各主要城市，香港是這些城市與世界連
接的重要樞紐。」

最後，高學亨總結道：「香港能提供金融、會計及合規等各
方面的完善專業服務，因此進一步加強了其國際貿易地位。」

飛協博是一家獲得 Google Ventures、First Round Capital
和 Bloomberg Beta等世界頂級投資者支持的初創企業，
主要從事貨運代理及報關業務，其使命是以先進科技在貨
運這個世界最古老的行業之中，發揮更重要的作用。

根據飛協博的說法，他們旨在「重新定義企業的全球供應
鏈管理方式」。

飛協博大中華區董事總經理高學亨表示：「除了提供核心
貨運代理服務外，我們還力求透過科技解決繁複物流過程
中的各種痛點，以提升整個物流業的水平為終極目標。」

飛協博是一家科技驅動型貨運代理商，致力精簡端對端
貨運管理，為托運人提供簡單、透明度高的管理服務和
工具。為了加快工作流程及協助管理資源，飛協博的物
流方案包括提供一個整合式平台，讓托運人透過一站式
顯示板，實時追踪貨運、監控成本價格並分析資料。

去年，飛協博宣佈為其全球擴張計劃籌集了6,500萬美元
的風險投資基金，並於同年在香港設立地區總部。高學
亨感謝投資推廣署在過程中提供支援，尤其在物色香港
辦事處地點、擴展人際網絡、就工作簽證提供意見和提
高傳媒曝光等等。

高學亨表示：「香港辦事處作為我們的地區總部，除了服
務本地客戶外，亦負責中國內地及東南亞地區的業務。
因此，我們需要在最適合的時區成立駐地團隊，以提高
我們的服務質素和及時性。」

貨運代理的前瞻思維
來自矽谷的貨運代理商飛協博（Flexport）於香港設立地區總部，以實現其全球拓展計劃

飛協博

•		於2013年在加州三藩市成立，並於2016年4月在
香港設立地區總部

•		於上海和深圳設立了新辦事處，兩者皆由香港辦
事處統領

flexport.com

https://www.flexpor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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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怡醫院於開業初期提供54種全包形式醫療套餐，全部皆
按固定價格收費，醫院銳意逐步將醫療套餐的數目增加至
超過150種，以涵蓋癌症和心臟病等較嚴重的疾病。醫院
的定位與眾不同，除了致力在臨床中取得卓越療效、為病
人提供一流護理服務外，還採取極具透明度及競爭力的收
費制度，讓病人大感安心。秉持鷹閣品牌的成功，醫院能
提供一整完善的綜合醫療保健服務，在處理複雜案例方面
擁有深入的專業知識、提倡共享最佳治療方式和醫學知識。

從長遠發展策略來看，大中華區是其首要重點市場，因
此，港怡醫院的開業為集團十多年以來的大中華區發展奠
定了一個重要里程碑。投資推廣署早於2010年便開始積
極提供資料，邀請集團來港發展私家醫院業務，並從此與
集團建立了長期的往來關係。隨著成都鷹閣醫院、南京鷹
閣醫院以及上海鷹閣醫院於未來幾年內在中國內地陸續開
業，IHH醫療保健集團將處於更有利的地位，有能力滿足
區內日益增長的需求。

坐落於香港島南區黃竹坑的港
怡醫院於2017年3月開業，醫
院設有500個床位，配以先進
的醫療科技，並提供全面的臨
床服務，涵蓋超過35個專科及
分科。

港怡醫院由百匯班台（IHH醫
療保健集團（IHH Healthcare 
Berhad）轄下的全資子公司）
及新創建集團有限公司合作投
資，而香港大學李嘉誠醫學院
則為醫院的臨床合作夥伴。

IHH醫療保健集團董事經理兼總裁、百匯班台集團總裁兼
董事經理陳詩龍醫生指出，隨著香港人口持續增長及老
化、私人保險的保障範圍日漸增加以及疾病日趨複雜和慢
性化，種種因素令大眾增加公營醫療服務以外的潛在需求。

陳醫生表示：「鑑於香港市場對優質私人醫療保健服務日益
增長的殷切需求，拓展香港業務自然成為集團策略的進一
步部署。我們很榮幸港怡醫院能作為集團的旗艦醫院，在
開業後與香港的強大公共醫療基礎設施相輔相成。」

港怡醫院

•		於2017年3月開業，由百匯班台及新創建集團有
限公司合作投資，而香港大學李嘉誠醫學院則為
醫院的臨床合作夥伴

•		設有500個床位，配以先進的醫療科技，並提供全
面的臨床服務，涵蓋超過35個專科及分科

gleneagles.hk

香港及亞洲地區對優質私人醫療保健服務
具殷切需求
頂尖私家醫院在香港開業，推出全包形式的定額收費醫療套餐，並致力為
醫療保健專業人員的培訓發展以及臨床研究進展作出貢獻

“  鑑於香港市場對優質私人醫療
服務日益增長的殷切需求，拓
展香港業務自然成為集團策略
的進一步部署。”
	 	港怡醫院	
IHH醫療保健集團董事經理兼總裁	
百匯班台集團總裁兼董事經理	
陳詩龍醫生

https://gleneagles.hk/t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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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匯聚眾多法律和會計
專業人才，此外，這裡的
法規合理，有利創業，因
此令辦事處的日常管理負
擔大大減少。”
	 	Carey	Olsen		
合夥人	
Michael	Makridakis

責破產和糾紛調解事務。然而，Carey Olsen採取綜合合夥
制，以跨辦事處方式為客戶服務，因此其駐守世界各地的律
師可以來港提供資本市場、併購以及投資基金等其他範疇的
專業服務。

他表示：「我經常為了與客戶會面而出外公幹，而香港是一
個交通非常便利的地方，香港機場更可能是我到訪過最好的
國際機場。」

Makridakis過往駐守開曼群島辦事處，去年與家人移居香
港，他認為香港的國際學校水平極高，而且具備一流的體育
課程，讓其三個兒子保持健康活力。

此外，他亦十分享受香港多姿多彩的娛樂節目，他表示：「我
經常與客戶交際應酬，而無論是星期一或星期四，這裡都總
有適合商務酬酢的活動。」

鑑於愈來愈多亞洲企業透過離岸公司進行環球投資活動，
領先的離岸律師事務所 Carey Olsen因而於2015年和
2016年底分別在新加坡和香港開設辦事處。

Carey Olsen的香港管理合夥人 Michael Makridakis表示：
「多年來，大量來自新加坡和香港的工作都由我們其他地
方的辦事處處理，然而，其工作量之多，令我們發現在這
兩個司法管轄區內設立據點，才是為客戶提供最佳服務的
明智方法。」

他補充，在亞洲開設辦事處亦有助事務所吸納以該區為基
地的新客戶。

Carey Olsen透過位於英屬處女群島、開曼群島、根西島
和澤西島的主要離岸金融中心提供服務，並於開普敦、倫
敦及新加坡設有分所。事務所擁有超過200位律師及380
名員工，提供交易相關、糾紛調解和私人客戶方面的全方
位服務。

作為一家離岸律師事務所，Carey Olsen並未有將在岸的
法律專業人士視為競爭對手，反而與他們合作，而香港的
會計界發展完善，對於事務所的工作相當有幫助。

Makridakis指出：「香港匯聚眾多法律和會計專業人才，
這兩者皆是我日常工作上需要接觸的對象。此外，這裡的
法規合理，有利創業，因此令辦事處的日常管理負擔大大
減少。」

Makridakis表示，香港辦事處於2017年底將共有四名分
別擁有開曼群島和英屬處女群島執業資格的資深律師，專

離岸律師事務所在香港開設辦事處， 
以拓展亞洲業務
Carey Olsen於2016年在香港開設提供離岸糾紛調解及破產相關服務的辦事處，
以滿足區內日益增長的需求

Carey Olsen

•		在英屬處女群島、開曼群島、根西島和澤西島從
事法律執業

•		提供交易相關、糾紛調解和私人客戶方面的服務
•		於2016年開設香港辦事處，為亞洲客戶提供更佳
的服務

careyolsen.com

https://www.careyolse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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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 行業

阿根廷
Aisa Ionic Co. Ltd 水質處理
Preem International （HK） Ltd. 餐飲服務 — 特許設備及用

品之進口及分銷

澳洲
Raiz The Bar Chocolate Makers 食品製造
Wilderness 國際幼稚園 幼兒教育

比利時
Puratos 烘焙業

巴西
Unique Pack 銷售、貿易

加拿大
Affinity Sports & Education Ltd. 運動及教育服務
Fairchild Kindergarten 幼兒教育

法國
Clim8 Ltd 電子紡織品
Corsican Flavour 餐飲業
Elearn2grow Limited 電子學習和企業培訓
Sponge Beauty Limited 隨選美容服務

德國
Hubert Burda Media Hong Kong 
Limited

媒體

suPPPort ltd. 諮詢

印度
Retired Not Out 社會企業、人力資源科技

愛爾蘭
OpenJaw Technologies 旅遊科技及服務

意大利
Pazzeria Italian Brewery 酒吧餐廳
Versace 高級時裝

日本
敬洋（香港）國際貿易股份有限公司 餐飲業
Morgan Search Consulting Ltd 招聘服務
Reeracoen HK Co., Ltd 招聘服務

公司 行業

中國
內蒙古蒙牛乳業（集團）股份有限公司 乳製品
福建建達律師事務所香港分所 中國法律服務
古兜控股有限公司 款待業營運商及發展商
金萌蘇浙滙（香港）有限公司 餐飲業

新西蘭
六八九酒公司 飲料

新加坡
Blue Pool Limited 金融科技
CATCH JUICERY 餐飲業
港怡醫院 醫療保健

西班牙
Salto Systems 電子門鎖系統製造商

台灣
魔法雞排 餐飲業
曙客香港股份有限公司 手機應用程式平台

烏克蘭
DMS Solutions （Hong Kong） Limited 軟件開發

英國
Design Partners Creative  

（HK Limited）
平面設計和廣告

Kappu （HK） Limited 教育科技
香港墨爾文國際幼稚園 幼兒教育
QBitKloud （Hong Kong） Limited 資訊科技
Carey Olsen （海峽群島） 法律服務

美國
AlikeAudience （Hong Kong） Limited 廣告科技
Clickful 網上廣告及市場營銷 
高知特 數碼顧問
Ekowarehouse Limited 有機食品貿易與健康平台
FeatForge Limited 軟件開發與製造
飛協博 貨運代理
KAYAK Asia Pacific Limited 旅遊搜尋引擎
LINKA Lock Limited 製造及貿易
Polaris Solutions Limited 合規軟件及諮詢
Terminal 1 Limited 招聘服務
uFO Ordering Services Hong Kong 
Limited

餐飲業軟件解決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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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