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資推廣署雙月通訊

2017年7月

投資推廣署舉辦
第二屆金融科技周

人工智能

於 2017 年 10 月 23 日至 27 日
第二屆香港金融科技周將於2017年10月23日
至27日假香港會議展覽中心舉行，本屆活動
更精彩豐富及更具規模，並將聚焦探討香港
連接全球金融科技發展的獨特優勢和最新動
向。
今年，香港金融科技周將為連續三周的一系
列金融科技活動揭開序幕，吸引來自香港及
世界各地的監管機構、企業家、投資者、初
創企業、學者及其他服務提供企業參與。

中國
金融科技

保險科技

區塊鏈

網絡安全
更多…

監管科技

第一周

財富管理
科技

創業投資 /
資金籌集

第二周

第三周

香港金融科技周
（10月23日至27日）

FinTech and U
（10月30日至11月3日）

FinovateAsia 2017
（11月7日至8日）

重點主題包括初創企業集資到上市融
資、中國金融科技最新發展、區塊鏈、
人工智能、網絡安全、監管科技、保險
科技和財富管理科技，以及一帶一路
等。香港的監管機構將積極參與香港金
融科技周；同時，本港各金融科技加速
器項目亦將成為焦點。歡迎瀏覽官方網
站，了解金融科技周的最新活動消息。

本周將集中探討金融科技教
育和香港快速增長的金融科
技人才庫。精彩活動包括編程
馬拉松、招聘會、深圳參觀
活動，以及於大學和高中作
金融科技的教育推廣。

FinovateAsia 2017是亞洲以至
國際金融科技界的盛會，參與
企業必須在短時間內向在座觀
眾包括投資者、企業家、服務
提供企業及其他持分者演示產
品，競爭激烈。請瀏覽官方網
站 asia2017.finovate.com 了
解活動詳情和最新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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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訓工作坊

座談會

產品演示

酒會

多類型活動

研究評論

提案

編程馬拉松

早餐會 / 午餐會

金融科技團隊
香港投資推廣署於香港設立專責金融科技團隊，並在倫
敦和三藩市特設專員負責金融科技推廣。團隊旨在吸引
來自全球各地頂尖的創新金融科技企業、初創企業家、
投資者和其他持分者來港，助其在港建立業務。團隊為
企業提供實際支援，包括業務評估、開業支援（協助物色
辦公室、簽證申請和開設銀行帳戶）、監管機構轉介、交
流活動、公關和市場宣傳等。歡迎與我們聯絡，了解如
何在港開展金融科技業務。

發展迅速的金融科技業
2016年，香港共有138家新創金融科技企業，按年增長
率為60%。
自2016年11月舉辦的首屆「香港金融科技週」後，多項
新措施在香港陸續推出，促進香港金融科技業的發展，
以及國際間有關創新金融科技的合作。有關的重要措施
包括：
• 2017年1月，香港中文大學工程學院宣佈將於2017/18
學年開辦香港首個金融科技學士學位課程。
• 2017年3月，金管局推出一個全新的貿易金融區塊鏈
（Blockchain）平台，旨在展示運用分佈式分類帳技術
（區塊鏈技術）減低欺詐活動風險的可能性，同時提高
金融貿易的業務透明度、營運效率和生產力。

諮詢洽談

初創企業 /
考察團展覽
攤位

其他相關活動

研討會

• 2017年5月，證監會與英國監管機構金融市場行為監管
局訂立合作協議，合作推動全球創新金融科技，並有助
雙方的金融科技企業更容易進入對方的市場。6月份，
證監會與澳洲證券及投資委員會達成另一份協議，互相
分享有關金融科技發展的資訊，並為有意在對方管轄範
圍內營運的金融科技企業提供協助。
• 6月份，金管局與深圳市人民政府金融發展服務辦公室
訂立合作協議，為有意在兩地市場成立的金融科技企業
提供協助。投資推廣署、數碼港及香港科技園是這個重
要舉措的策略夥伴。有關協議是落實粵港澳大灣區發展
計劃的重要措施，有助加強深港雙邊交流與合作。
• 6月中，為吸引更多科技及新創企業到香港上市，香港
聯交所就設立創新板進行諮詢。

請透過此網站登記獲取更多關於
香港科技金融周的最新消息
hongkong-fintech.hk
fintech@investhk.gov.hk
@HongKongFinTech /#HKFintechWee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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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
2017天然及有機產品博覽

七月
香港
RISE 2017
RISE 會議由歐洲最大型的科技大會 Web Summit 主辦。多
家全球大型企業及表現卓越的初創企業將派員親臨香港，在
為期三天的 RISE 會議上，分享他們的故事和經驗。屆時亦
11-13 有多家環球傳媒機構、數以百計的投資者及數千位參加者出
席，是建立業務網絡的理想時機。
地點：香港會議展覽中心
主辦商：Web Summit
▶riseconf.com

自 2014 年起，「天然及有機產品博覽」已發展為所有天然及
有機產品的主要貿易平台。去年的博覽會吸引了超過 220 家
8月30日 參展商，來自 30 多個國家及地區，在香港展出各種天然、獲
認證、健康及有機的產品。承接過去的理想成績，2017 年的
|
「天然及有機產品博覽」將擴大展覽規模，以容納更多參展商
9月1日
和參加者。
地點：香港會議展覽中心展覽廳 1DE
主辦商：多元商訊
▶naturalproducts.com.hk/event

九月
香港
亞太創新峰會 2017：智能城市

特拉維夫
香港：亞洲之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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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色列企業與投資推廣署、香港貿易發展局（貿發局）及以色
列駐香港總領事館進行一對一的預約洽談，討論在香港的發
展計劃及商機。
地點：以色列商會聯合會
主辦商：投資推廣署以色列辦事處、貿發局以色列辦事處
▶hongkongmeetingday2017.eventbrit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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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
香港美國商會 2017年度中國研討會

東京
2017年全球財富高峰會（夏季）
本研討會的對象是支持日本境內外成功的業務東主與企業的
專業人士。投資推廣署將介紹香港的投資環境及個案研究。
地點：Ark Hills Club
主辦商：Nature International Tax Inc.

8

香港美國商會將舉行年度中國會議。屆時中國專家，區域和
國際商業領袖將討論中國前景及相關挑戰與機遇。
地點：香港四季酒店
主辦商：香港美國商會
▶amchamhk.eventbank.com/event/5648/home.html

香港

香港

一帶一路高峰論壇

2017 韓流商品博覽會
「韓流商品博覽會」是大韓貿易投資振興公社最大型的海外活

12-14 動，向海外企業及消費者推廣韓流及韓國商品。
地點：亞洲國際博覽館
主辦商：大韓貿易投資振興公社
▶kbee.kr/hk/ma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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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

「一帶一路高峰論壇」匯聚逾 2,400 位來自中國及「一帶一路」
沿線國家的政府官員、國際機構高級人員及商界領袖，共同
探討「一帶一路」帶來的全新商機。
地點：香港會議展覽中心
主辦商：香港貿易發展局
▶beltandroadsummit.hk/en/index.html

香港

朗迪金融科技峰會
由朗迪團隊籌辦的朗迪金融科技峰會匯集了超過 2,000 個金
融科技界的創新企業及行業領袖，分別來自亞太區、歐洲及
北美地區。大會議程涵蓋六大主題，同時舉辦 PitchIt 創業大
15-16 賽，適合各行各業的人士。在註冊參加活動時，可輸入投資
推廣署提供的優惠代碼「IHK17LDF」，享有 15% 的優惠。
地點：上海浦東嘉里酒店
主辦商：朗迪
▶lendit.com/china

八月

資訊與通訊科技業及創新與科技業聯誼酒會

12

2017 第二十一屆中國國際投資貿易洽談會
洽談會以投資促進為主題，舉辦各種展覽和活動。展會將在

18-21 兩個展廳舉行。

地點：廈門國際會展中心
主辦商：中華人民共和國商務部（MOFCOM）
▶chinafair.org.cn

2017年國際設計家品展
國際設計家品展是亞洲區的高級國際設計家品展覽及生活
品味盛事，目的是提倡設計評賞及促進亞洲地區的業界交
流。第二屆的國際設計家品將會首度與德國科隆國際家品展
25-27 （IMM Cologne）合作。活動包括由獲獎建築師與設計師主持
的座談會、展示不同品牌理念的展館及設計作品展覽。
購買門票：hkticketing.com
地點：香港會議展覽中心
主辦商：International Design Furniture Fair HK Ltd
▶idffhk.com

聯誼酒會是為感謝資訊與通訊科技業及創新與科技業的企業
對香港的貢獻。
地點：香港
主辦商：投資推廣署

福建，廈門

香港

由投資推廣署主辦

亞太創新峰會是香港科技園公司的旗艦盛會，旨在提供有關
科研和市場趨勢的交流平台。該活動為區內的矚目盛事，參
加者包括來自本地和全球各地的學者、研究人員、業界人
士、政府人員和投資者。
地點：香港科技園
主辦商：香港科技園公司
▶apacinnosummit.hkstp.org/en/ais-smart-city

倫敦
Think Asia, Think Hong Kong
（TATHK）

21

詳情請瀏覽本署網站：www1.investhk.gov.hk/events

TATHK 是香港貿易發展局主辦的大型推廣活動，旨在吸引海
外企業善用香港的服務平台進入內地及其他亞洲市場。是次
活動匯集了香港及不同地區的企業和機構，討論全球市場的
發展趨勢，並展示香港的主要優勢。
地點：Queen Elizabeth II Centre Broad Sanctuary,
Westminster, London SW1P 3EE
主辦商：香港貿易發展局
▶www.thinkasiathinkhk.com

4 專題報導

專訪投資推廣署新任署長傅仲森
2017年5月，傅仲森獲香港特區政府委任為投資推廣署署長。
在加入投資推廣署之前，傅仲森為英中貿易協會總裁達11年之久，
推動英國及中國兩地經貿往來
在5月由英國搬遷到港，傅仲森對香港一點都並不陌生。
他曾於1989年至2004年期間在香港居住，為一名銀行
家，其後成為一間金融及科技顧問公司的合夥創辦人。
他亦曾到訪亞洲多個地區，見證了香港過去超過25年來
的變遷。
傅仲森認為香港有能力在變化萬千的環境中，不斷適應
環境和重塑自己。他說：
「在過去數十年間，香港與內地
的關係和在急速發展的亞洲市場中的地位不斷演變，而
香港將有應力繼續適應這不斷變化的環境。」

香港的機遇
傅仲森熱愛香港，認為這裡是全球最具活力的城市之
一，擁有一些與別不同的特質。他指出：
「對許多跨國企
業、世界各地的中小企及中國內地的企業來說，香港是
個重要市場。但更重要的是，香港作為亞洲的商業樞紐，
有其特殊地位，而且我看到這地位不斷提升。隨著『一帶
一路』計劃的開展，香港的專業人才可支持沿線地區的許
多項目。」計劃初期的焦點是基建項目，但傅仲森認為在
各行各業都會出現新的商機，例如是醫療保健、教育、
物流、金融、商業和專業服務等行業。香港因而成為世
界各地企業建立或擴展業務的重要中心。

展望未來
投資推廣署自2000年成立以來，這個負責引進外來投資
的政府部門一直吸引數以千計來自世界各地的企業在本
港建立或擴展業務。傅仲森將領導這個團隊繼續履行這
任務，向內地和國際社會介紹香港的獨特優勢。推廣工
作包括於重點市場籌辦和贊助的大型活動，以闡述香港
的定位和特色，並與世界各地的頂尖企業進行個別的洽
商。此外，投資推廣署將透過數碼及社交媒體，加強投
資推廣署與其推廣對象的互動交流。

他熱切地說：
「我很幸運能夠在香港渡過大部分的職業生涯。
香港是世上最有活力和最令人振奮的城市之一。我很高興能
夠回到這裡，肩負著推廣香港的使命，使之成為亞洲首屈一
指的商業中心。我和投資推廣署的團隊將竭盡全力協助海外
和內地企業利用香港拓展他們的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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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和參與 2017 年
代表香港境外母公司的
駐港公司按年統計調查

政府統計處與投資推廣署現正合作進行「2017年代表香港境外母公司的駐港公
司按年統計調查」。這項統計調查旨在搜集資料，以助政府制定策略，為香港營
造有利的營商環境，以及進一步發展相關服務，支援現有及潛在的外來投資者
有關資料有助投資推廣署更了解駐港外商的需要，並設計
合適的宣傳活動，在本地和海外推廣香港作為外商直接投
資的首選地點。

有關意見對調查很重要。我們會利用調查結果，為現有及
潛在的外來投資者進一步發展相關服務。
更多詳情：

這項統計調查的對象是各行業中代表其香港境外母公司的
駐港公司。政府統計處已於較早前分別發信通知有關公
司，並隨信附上問卷。為方便有關公司提供這項統計調查
所需資料，政府統計處已製備問卷的電子版本，可供索取
使用。
統計調查搜集的資料包括有關公司的一般資料，以及這些
公司的管理層對在香港營商的意見。
這項統計調查是根據《普查及統計條例》
（第316章）
第 IIIA 部進行，屬自願性質，並在2006年3月24日香港
特別行政區政府憲報刊登的第1914號政府公告宣布進行。
該條例規定，所有搜集得來可分辨個別公司的資料必予嚴
加保密，不得給予任何未獲授權的人士。這些數據只用作
編製統計數字，有關數字並不會顯示個別公司的資料。

如欲查詢，請聯繫：
孫可敬   研究及知識管理主管
電話：
（852）3107 1043
電郵：ksun@investhk.gov.hk

6 焦點國家
中國 － 大灣區

香港在大灣區的商機
中國政府在2015年發佈的「十三五」規劃（2016年至2020年），
首次倡議建設「大灣區」。大灣區涵蓋香港、澳門及廣東省九個城市。
這個計劃旨在進一步整合這些地區的經濟
活動，並發展對外聯繫，好讓大灣區在
全球經濟市場佔一重要席位

廣東
肇慶

廣州

惠州

佛山
東莞
江門

深圳

中山
珠海
澳門

香港

大灣區

香港經常被視為區內其他城市進入海外市場的啟動平台。
憑藉其策略性的地理位置，香港可協助內地企業「邁向國
際」。從香港前往亞洲其他重要商業地區，飛行時間不超
過四小時，而且亦可在五小時內接觸到全球逾半數人口。
至於行業方面，專業服務和金融服務業將獲益匪淺。據國
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統計，在2016年，香港與廣東省的
服務業貿易（包括法律和金融服務、會計和建築業）較前
一年增長40%。作為中國的全球金融中心，香港具備充足
條件滿足日益增長的融資和財務管理服務需求。香港的首
次公開招股活動數目更經常於世界各地排名高位。在香港
可找到各式各樣的融資方案，包括銀團貸款、私募股權基
金、債券、伊斯蘭債券等。在亞洲，香港也是提供資產和
風險管理、企業財資服務、保險和再保險的中心。
此外，香港是全球最大的離岸人民幣服務中心。人民幣成
為「一帶一路」項目的融資貨幣後，越來越受追捧，使香
港的經濟前景更趨樂觀。

隨著「一帶一路」沿線地區的貿易、投資及基建項目的擴
展，對法律服務的需求將會增加，其中包括合約磋商、合
約管理及糾紛調解等。這促進了區內有關的商機。
企業可受惠於香港「一國兩制」的獨特優勢。在「一國」
之下，香港是中國的一部分，享有「中國優勢」
；在「兩制」
之下，中港兩地各有其經濟和社會制度，而國際社會較為
熟悉我們的法律制度和我們採納的普通法。
最後，香港匯集了豐富的人才，為企業提供極為專業的員
工團隊，既熟悉國際市場，亦了解中西商業文化。許多專
業人士能操流利的英語、粵語和普通話。
《深化粵港澳合作
在香港簽署。

推進大灣區建設框架協議》於7月1日

投資推廣署在內地設有五個辦事處，包括北京、上海、成
都、廣州和武漢。我們的團隊已作好準備，隨時為企業提
供協助。

投資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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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強香港與澳洲
之間的聯繫
維珍澳大利亞航空推出往返香港和
墨爾本的直航航班

“	香港位處公司亞洲戰略版圖的中
心，有賴其超然的地理位置，我
們能經由香港，接載澳洲及中國
內地的乘客往返兩地。”
維珍澳大利亞航空
首席執行官
約翰湯瑪仕

維珍澳大利亞航空於2017年7月5日推出往返墨爾本和香
港的直航服務，開航初期將每週提供五班往返航次。
維珍澳大利亞航空自2011年以提供全面服務模式營運，一
直致力提供飛往世界各地不同城市的航班服務，並成功為
維珍澳大利亞航空建立忠實的客戶群。維珍澳大利亞航空
首席執行官約翰湯瑪仕（John Thomas）指出，除了舒適的
座椅以及饞人的佳餚外，機組人員亦是品牌取得成功的關
鍵，他表示：
「我們的空中服務員待人真誠友善，因此，乘
客都很享受在維珍澳大利亞航空的飛行旅程。」
由於許多澳洲公司的總部位於墨爾本，區域總部則設於香
港，兩地之間的直航服務將有效滿足企業的需要。該服務
還能帶來另一項好處，維珍澳大利亞航空與航線覆蓋中國
12個城市的香港航空擁有聯盟合作關係，因此能為乘客提
供更廣泛的航線網絡。湯瑪仕表示：
「香港位處公司亞洲

維珍澳大利亞航空將在新航線上為亞洲乘客提供本地化服
務，包括提供具備中文字幕的電影、即食麵及由名廚 Luke
Mangan 設計的東方餐膳等。另一個服務亮點是，維珍澳
大利亞航空為商務艙乘客提供夜床服務，除了由空中服務
員鋪設床墊、整理羽絨被和枕頭外，更會提供睡衣一套。
此外，維珍澳大利亞亦計劃於國際及內陸客機推出機上無
線網絡。服務現正在澳洲測試中。
在籌辦香港往返墨爾本的直航服務期間，維珍澳大利亞航
空聯繫投資推廣署駐悉尼辦事處，協助他們與香港政府相
關部門聯繫及推廣宣傳。維珍澳大利亞航空目前在香港有
五名員工，其中兩名駐守於香港國際機場，其餘員工則負
責銷售及營銷工作。
維珍澳大利亞航空獲獨立航空安全及產品評級機構
AirlineRatings.com 評選為「全球最佳商務艙」及「全球最佳
機組人員」。

戰略版圖的中心，有賴其超然的地理位置，我們能經由香
港，接載澳洲及中國內地的乘客往返兩地。」
湯瑪仕認為香港透明度高、稅率低，是理想的營商地點，
而香港國際機場更於最近擴建設施，他對此表示：
「中場
客運廊新增的起降時段大多歸香港航空的航班使用，因
此，我們的乘客經香港轉機前往內地城市及其他亞洲目的
地時，能享受到暢順便捷的體驗。」

維珍澳大利亞航空
• 自2011年起以提供全面服務模式營運
• 香港往返墨爾本的航班於7月5日首航，並每週提
供五班往返航次
virginaustralia.com

8

投資案例

道瓊斯開展內容行銷及
領先思維新時代
《華爾街日報》內容行銷工作室旨在建立
多元合作方案，讓亞洲區客戶取得成功

“ 我們在香港設有新聞編輯室和其他
業務，加上香港匯集了區內金融、
經濟、政治和科技界別的客戶，提
供密切交流的環境，因此在香港設
立《華爾街日報》內容行銷工作室
是理所當然的決定。”
綜合市場推廣部及
《華爾街日報》內容行銷工作室
亞太區總監
Nicole Bales

道瓊斯集團的香港地區總部歷史悠久，所出版的《華爾街

他們在亞洲區設有一支市場推廣與內容行銷專家團隊，聘

日報》亞洲版已有40多年歷史。近年全球印刷業務普遍下

有七位全職成員，負責構思、設計、編輯、研究、項目管

滑，廣告客戶的需求亦有所改變。為回應出版行業持續不

理和交付項目的工作。Bales 認為招聘人才相對容易，因

斷的變化，集團在九年前成立了《華爾街日報》內容行銷

為道瓊斯是國際新聞機構，而香港為許多跨國企業來說是

工作室（WSJ. Custom Studios）
，作為集團的內容行銷部

亞洲的樞紐，擁有流動性高的人才資源。

門，並於2014年設立香港團隊。
綜合市場推廣部及《華爾街日報》內容行銷工作室亞太區總
監 Nicole Bales 表示：
「香港是道瓊斯的區域總部，因這裡
匯集了區內金融、經濟、政治和科技界別的客戶。
《華爾街
日報》內容行銷工作室的成立可與我們的新聞編輯室和其
他業務並肩合作，及支援整個亞太區。」
《華爾街日報》內容行銷工作室充分利用道瓊斯集團廣泛多
元的業務，與旗下許多其他團隊緊密合作，為客戶提供一
系列的服務，範圍包括策略制訂、諮詢、綜合內容行銷方
案等，涵蓋印刷及數碼出版，甚至是活動策劃，為客戶精
心安排講者和節目流程。
「香港是區內的金融和商業決策中心，尤其是因為香港鄰近
中國大陸，並與中國關係密切。」Bales 亦指出：
「這個城
市提供了便利的創業環境。對我們來說，在這裡成立分公
司，擴展道瓊斯穩固的業務，是很自然的選擇。」

展望未來，Bales 將內容行銷及領先思維為業務增長領域，
並已計劃在來年進一步擴展。
她認為香港除了提供理想的工作環境和事業發展機會，在
這裡生活也是相當令人興奮的。她說：
「這裡美食處處，還
有許多行山路線，生活方式健康，是個充滿活力的城市。」

《華爾街日報》內容行銷工作室
• 道瓊斯在2014年成立香港《華爾街日報》內容行銷
工作室
• 為客戶提供一系列的服務，範圍包括策略制訂、諮
詢、內容行銷、流動電話、程式廣告、高效能廣
告、影片及活動
wsjcustomstudio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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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領高級名店城購物體驗到香港
意大利高級名店城發展商 RDM 集團於葵涌開設佔地6萬平方呎的奢侈品牌特賣場，
吸引本地消費者和旅客
最近，全新購物熱點佛羅倫斯小鎮在香港開幕，以折扣優
惠銷售各大高級時尚品牌產品。這個6萬平方呎的名店城
由意大利 RDM 集團開發，座落於新界西葵興 KC100。佛
羅倫斯小鎮由多個國際頂尖品牌進駐，當中包括 Prada、
Salvatore Ferragamo、Versace 和 Kenzo 等。
佛羅倫斯小鎮主要針對本地市場，也同時希望吸引來自世
界各地和中國內地的旅客。佛羅倫斯小鎮及 RDM Asia 董
事總經理 Maurizio Lupi 說：
「佛羅倫斯小鎮搜羅多個知名
品牌，加上折扣優惠，定必能夠吸引香港的消費者。我們
的目標是成為香港奢侈品市場的指標。」
RDM 集團於1998年開始在意大利發展高級名店城業務，
與亞瑟格蘭集團（McArthurGlen Group）在歐洲共同經營
五個大型高級名店城。2011年，集團為亞洲市場打造了一
個策略性品牌 — 佛羅倫斯小鎮，並以此名義在天津開設
中國內地首個名店城。
集團董事長兼首席執行官 Jacopo Mazzei 說：
「香港一直
是我們投資的首選城市。現時集團的發展與我們的整體策
略配合得天衣無縫，也能夠滿足到品牌客戶的需要。」
Lupi 表示：
「我們會提供貼心服務，希望盡量配合品牌的
需要。」他們與品牌客戶並肩工作，發揮所長，為品牌客
戶制定在名店城內賺取最高利潤的策略。
在歐洲和中國內地經營業務方面，Lupi 擁有豐富經驗，而

“ 香港一直是我們投資
的首選城市。”
RDM Group
集團董事長兼首席執行官
Jacopo Mazzei

他發現在香港開設和經營業務非常簡單。Lupi 說：
「像投資推
廣署一類的合作夥伴和機構都非常熱心地協助我們，也為我
們提供了實用資訊，這些支援對業務營運者非常重要。」
他又指出，現時集團各小鎮中心總監大部分來自香港，他說：
「香港人才比比皆是。他們工作態度積極，擁有高技術、高學
歷，而且擁有國際文化背景。」
由於香港名店城剛開幕，所以集團現時的目標是透過市場推
廣活動、社交媒體，以及與各企業和旅遊業界夥伴合作，提
升名店城的知名度。另外，他們也會繼續在中國內地擴展佛
羅倫斯小鎮，並計劃2017年於武漢和成都開設新名店城。

RDM Group
• 於1998年在意大利成立，在意大利擁有五個最著
名的高級名店城，而中國內地的三個名店城分別設
於天津、上海和廣州
• 香港佛羅倫斯小鎮於2017年春季開幕，佔地
6萬平方呎，設有眾多高級頂尖設計師品牌專賣
店，如香港首家 Sergio Rossi，Kenzo，Links of
London，Versace，大中華區最大 Prada 名店等
florentiavillage.com/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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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新虛擬實境學習平台
總部設於悉尼的創作公司 The Pulse 運用虛擬實境技術幫助學生投入學習
澳洲創作公司 The Pulse 專為大型現場活動項目創作內
容。過去十年來，他們的技術不斷提升，其專業知識涵蓋
虛擬實境與擴增實境、光影互動投影與動畫等，以最新的
技術創作呈現逼真的視覺體驗內容。

他補充說：
「香港將是澳洲以外首個推出這平台的地區。我
們很高興將虛擬實境學習平台帶到這裡來，因為這個地區非
常重視 STEM 教育。透過投資推廣署的介紹，我們已經得到
一些學校的聯絡資料，以推廣我們的平台。」

The Pulse 與國際客戶如羅兵咸永道會計師事務所（PwC）
及匯豐銀行的合作項目使公司在2015年擴展至香港。該
公司於同年在香港設立辦事處，承接了更多其他國際品牌
的項目，包括 INFINITI 及 Telstra。

Heil 認為對海外企業來說，在香港經營業務比較直接。他解
釋說：
「我們深信香港的法律制度可保障我們的業務，所以
可以安心進行合約磋商。」

董事總經理 Brett Heil 表示，香港是 The Pulse 進入亞洲
市場的中轉站。他說：
「香港的低稅率環境、可靠的法律
制度及鄰近其他亞洲樞紐，對我們來說是一個非常吸引的
地方；香港亦有一群優質的跨國企業客戶，這同樣是我們
業務取得成功的關鍵。」
最近，該公司將其業務重組為三個部分：The Pulse XP
主力為品牌提供推廣設計及服務，The Pulse IQ 負責建
立創新的虛擬實境教育和企業培訓平台，而 The Pulse
Originals 將帶領公司進入新的領域，在原創電影中提供
全新的虛擬實境娛樂體驗。
The Pulse 的願景不僅是擴大客戶群。Heil 的下一個目
標，就是在香港推出虛擬實境學習平台。The Pulse IQ 是
一個專注於 STEM 教育的虛擬實境互動平台。公司一直
與澳洲的學校合作，製作出獨特的學習體驗。他表示這個
全新的學習平台將會讓學生以前所未有的方式投入學習。
他解釋道：
「這平台不但讓學生在三維空間中觀看事物，
而且還讓他們有更深入的學習成果。」

作為科技的先行者，Heil 對於在香港可找到最新的科技器
材，感到很滿意。他表示：
「香港對新科技的觸覺很敏銳。
我們在此可以獲得完成工作所需的一切器材。」
投資推廣署藉著提供市場資訊及聯繫服務供應商，協助
The Pulse 在香港成立及擴展。Heil 最後說：
「投資推廣署一
開始就對我們的業務很感興趣。他們與我們保持緊密聯繫，
並在需要時提供協助和意見。當我們需要引薦，他們便很快
著手進行聯絡。他們的服務對我們來說非常重要。」

The Pulse
• 成立於1996年，總部設於悉尼
• 香港辦事處於2015年7月成立，負責企業發展和
策略規劃
Experiencethepulse.com

“ 香港的低稅率環境、可靠的法律制
度及鄰近其他亞洲樞紐，對我們來
說是一個非常吸引的地方；香港亦
有一群優質的跨國企業客戶，那是
我們業務取得成功的關鍵。”
The Pulse
董事總經理
Brett He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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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亞洲邁進
英國單車公司 Brompton 放眼
潛力龐大的亞洲市場，將業務版
圖擴展至香港

“	在投資推廣署的支援下，我們
得以將理念付諸實行。他們指
導我們該從何著手、與何人交
流接洽，還有如何為員工申請
工作簽證。”
Brompton Bicycles
行政總裁
Will Butler-Adams

1975年，工程師 Andrew Ritchie 於其俯瞰倫敦南肯辛頓布
朗普頓聖堂（Brompton Oratory）的公寓設計出 Brompton
摺疊單車，Brompton 現時已成為英國最大的單車製造商
之一，每年出產超過45,000部單車。
Brompton 以日本作為進駐亞洲市場的始點，其後，公司
發現由英國移居香港的顧客與日俱增，並因此經常接獲到
有關於香港維修 Brompton 單車的查詢。為了滿足該日益
增加的需求，Brompton 在數年前開始與一間香港單車店
合作售賣旗下單車。公司原先預期每年能售出15至20部單
車，最終卻錄得兩年內售出超過700部的佳績，由於反應
熱烈，公司於是與更多經銷商展開合作關係。

洽，還有如何為員工申請工作簽證，這些都只是其中一小
部分例子。」
他補充：
「我們認為大中華市場的潛力龐大，透過成立香港
辦事處，我們能為該市場提供更卓越優質的支援和服務。
我們亦希望為經銷商提供更佳的援助，就塑造品牌、提供
服務和加強顧客體驗方面提供指導。」
此外，Butler-Adams 亦觀察到 Brompton 單車在亞洲一
般被視為是休閒娛樂產品，顧客通常於週末與朋友相約踏
單車。為了促進健康的生活方式，顧客在加入 Brompton
Club 成為會員後，便能與志同道合的朋友相聚，一同享受
單車旅程。

為了保持一致的品牌形象和市場營銷策略，Brompton 決
定於2016年成立香港辦事處。
行政總裁 Will Butler-Adams 表示，他們進駐香港的原因十
分簡單：
「我們熟悉香港的公司法和會計體制，因此，與美
國相比，在香港成立辦事處更容易。」
香港本地團隊致力於為中國內地、日本、南韓和香港的經
銷商提供支援服務，受惠於鄰近周邊城市的優勢，香港團
隊能參與在亞洲各地舉行的宣傳推廣活動。
Butler-Adams 說：
「在投資推廣署的支援下，我們得以將
理念付諸實行。他們建議我們該從何著手、與何人交流接

Brompton Bicycles
• Brompton 摺疊單車於1975年由工程師 Andrew
Ritchie 所設計，現時已成為英國最大的單車製造
商之一，每年出產超過45,000部單車
• 香港辦事處於2016年成立，致力於為中國內地、
日本、南韓和香港的經銷商提供支援服務
brompton.com

“	在港的中資企業目前更
要懂得把握香港『超級
連繫人』的優勢，以香
港為『走出去』的跳板，
開拓海外業務。”
中州國際金融控股有限公司
副總經理
李小強

中原證券以香港為中心向海外拓展業務
把握「一帶一路」機遇，在香港市場準備就緒，邁向國際
來自中國河南省的中原證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
「中原證券」）在2014年於香港成立中州國際金融控股有限
公司，並於香港交易所主板以「中州證券」名義（股份代號：
01375）掛牌上市，成為第四家在港上市的內地證券商。
公司在香港主要從事投資銀行、資產管理、證券、融資、
股權和債券投資等證券類的金融業務。
2017年1月，中原證券亦在上海證券交易所 A 股（人民幣
普通股票）掛牌上市。中州國際金融控股有限公司副總經
理李小強認為，在港滬兩地上市除了加快了公司的內地業
務發展速度之外，亦能為公司拓展海外業務。他表示：
「港
滬兩地上市可以加強我們在河南省內外的品牌影響力，在
香港市場建立了良好形象，更可以拓寬融資渠道，讓公司
透過短期融資、發債等金融工具籌集大量的低成本資金。」
隨着內地推行「一帶一路」政策並鼓勵國內企業「走出去」，
中原證券亦不斷加快國際化的步伐，從2014年起已先後完
成 H 股（內地註冊成立，在香港上市的企業）上市、收購
本地投資銀行、設立海外分支機構，更設立金融集團，增
資擴股及使股權多元化。李小強說道：
「公司在香港的投資
金額將不斷增加，而且還將繼續以香港為中心，擴展至海
外。」
他表示，待公司完成亞太區佈局後，歐洲和北美將是下一
步的可選發展方向。他說：
「中原證券已經在香港市場積
累了一定經驗，具備了進一步『走出去』的基本條件。」對
李小強而言，香港擁有成熟的自由經濟體系，司法高度獨
立，在港的內地金融企業可藉此經驗與內地市場相結合，
進一步拓展國內及國外業務。他續說：
「在港中資企業目前

更要懂得把握香港『超級連繫人』的優勢，以香港為『走出
去』的跳板，開拓海外業務。」
現時公司的駐港員工數目達60人，當中大部分為本港專業
人士，擔任風險管理、法律合規等職務，或作為受《證券
及期貨條例》規管活動的負責人員和持牌代表。李小強認
為，香港人才的教育程度及畢業院校質素水平甚高，擁有
兩文三語的能力及多元的社會環境亦令香港人對不同文化
持開放包容態度，有利中外資營商。
李小強感謝投資推廣署對中原證券的幫助，他總結道：
「在
香港辦事處成立之初，投資推廣署幫助公司籌建工作，包
括建立人脈網絡，安排會見有關機構，宣傳推廣等；該署
在協助辦理工作簽證、引進人才等方面助力良多，更提供
業界及商界的聯誼機會。」

中州國際金融控股有限公司
• 母公司中原證券股份有限公司於香港成立中州
國際金融控股有限公司，並於2014年6月在香
港交易所主板以「中州證券」名義（股份代號：
01375）上市
• 2017年中原證券於上海證券交易所上市，成為第
八家 A+H 兩地上市的證券公司
• 目前駐港的員工數目達60人，正計劃在港招聘更
多人才以配合業務擴展
www.ccnew.com.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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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香港連接到全世界
電信和數據中心服務營運商 Colt Technology Services 將香港的光纖網絡
進行升級，並計劃在亞洲區擴展業務
Colt Technology Services 為環球電信及數據中心服務營
運商，於1992成立，總部位於倫敦。他們在歐洲各地、
北美和亞洲區均設有辦事處，為全球各地頂尖的電信及媒
體公司提供服務。
最近，作為亞洲長遠投資計劃的其中一部分，他們正
擴充香港的網絡以推出高頻寬 Colt IQ Network。Colt
IQ Network 是經軟體定義網絡（SDN）能力所優化的
100Gbps 網絡，目前覆蓋全球28個國家和49個都會網域
內的24,500座建築物和700多家數據中心。
在香港擴展中的 Colt IQ Network 由光纖和乙太網絡架構
組成，完成後將為香港主要商業區大樓提供網絡連接服務。
亞太區區域總裁 Paul Stanley 說：
「在亞洲區具戰略性的
地理位置和地位，令香港成為非常重要的市場。我們銳意
在亞洲作長遠投資，所以香港是必經之路，而此舉將有助
我們接觸亞洲區內的主要商業地區。」
Stanley 強調 Colt 會繼續將業務擴展，在未來五年全球的
投資額將會高達5億歐元，而無可置疑的是 Colt 會在亞洲
區作更進一步的投資。
在短短五年間，Colt 香港辦事處已從單一銷售部門擴展至
現時的國際分支機構，並設有銷售及市場推廣、產品、營
運、技術工程和財務部門。香港辦事處的員工大部分是本
地人，特別是技術工程部門。

“ 人才庫是我們選擇進駐香港的原因之
一。這裡的人才庫規模和專業知識多
樣化，對業務起步階段大有幫助。”
Colt Technology Services Limited
亞太區區域總裁
Paul Stanley

Stanley 說：
「人才庫是我們選擇進駐香港的原因之一。這裡的
人才庫規模和專業知識多樣化，對業務起步階段大有幫助。」
在 Colt 來港開業和擴展業務期間，投資推廣署為他們提供了
聯誼的機會和宣傳推廣支援。Stanley 認為投資推廣署幫助
Colt 提升了在本地市場的品牌知名度。他說：
「雖然我們是
一家環球公司，但我們也努力在各個區域和本地扎根。好像
投資推廣署這樣的夥伴對我們來說實在非常重要。」
這位曾經在東京和芝加哥工作及居住，但來自英國的亞太區
區域總裁很享受香港的工作和休閒生活。Stanley 說在香港
踏單車是一大樂事，只需10分鐘便可遠離繁囂。他亦表示由
於香港是國際城市，讓他可以輕易融入這邊的生活。而他所
需要的東西，這裡應有盡有。

Colt Technology Services Limited
• 於1992年在倫敦成立的跨國電信及數據中心服務
營運商
• 香港辦事處現時是國際分支機構並設有銷售及市
場推廣、產品、營運、技術工程和財務部門
• 在未來五年將投資5億歐元於全球業務上，並以亞
洲區擴展計劃為重心
colt.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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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香港講求協作互惠的商業
環境下，本地物料及服務供
應商為我們提供了卓越的支
援服務。”
Emack & Bolio’
s
香港有限公司行政總裁
James Gibson

雪糕品牌進一步壯大香港業務
來自波士頓的雪糕店 Emack & Bolio’
s 繼續於香港擴展業務，第三家分店現已開幕
時間回溯至三年前，James Gibson 在曼谷與 Emack &
Bolio’
s 首次相遇，在他一嚐備受顧客追棒的鎮店之寶
「棉花糖甜筒」後，頓時被 Emack & Bolio’
s 的雪糕質素所
吸引，並深信這個具代表性的美國雪糕品牌能在香港
取得成功。
事實證明，他的眼光獨到。Gibson 現時為 Emack &
Bolio’
s 香港有限公司的行政總裁，於2015年10月將品牌
引進香港。首間門市落戶中環後不久，便緊接於尖沙咀開
設第二間分店；進駐香港不到兩年時間，第三間分店已於
最近在荃灣開業。為慶祝新店開張，開幕當日推出免費派
發雪糕活動，一共500球雪糕不消一會便被一掃而空。
Gibson 離開了他工作了20多年的金融業，展開創業旅
程，他表示：
「我們相信，只要堅持品質至上、研發更多
元化的口味，並不斷引進創新的產品和概念，便能持續為
香港市場帶來繽紛多彩、深刻難忘的雪糕體驗。」
Emack & Bolio’
s 於70年代由音樂兼民權律師 Bob Rook
在波士頓創立，他對品牌的各個方面都產生了深遠影響，
無論是研發創新口味的精神、愉快繽紛的店內設計，以至
以嬉皮士為概念、充滿的現代感的品牌定位，都能感受到
他對搖滾樂和雪糕的熱愛，令雪糕店成為人們交際聚會的
好去處。
Emack & Bolio’
s 的雪糕不含任何添加劑或生長激素的牛
奶，並全部由波士頓製造直送到港，以保留雪糕的原始質
素和味道。此外，香港團隊更可自由研發適合本地市場的
口味，除了平常菜單上提供的42種口味外，今年夏天更特
別為香港市場推出名為「Fragrant Harbour（香港）」的新
口味。

儘管業務仍處於發展階段，但 Gibson 強調 Emack &
Bolio’
s 的開店位置皆會經過深思熟慮和精心挑選，他表
示：
「我們並不希望過於快速地壯大事業，而是以打造一
個優秀的香港雪糕品牌為目標，長遠地立足於香港市場。」
Gibson 正在計劃開拓澳門和深圳市場，並同時為餐廳、酒
店以及企業和活動供應其深受歡迎的雪糕產品，以擴展業
務規模。
Gibson 對於香港的便利營商環境大為讚賞，他表示：
「在香
港講求協作的商業環境下，本地物料及服務供應商為我們提
供了卓越的支援服務，大部分機構都不辭勞苦地與我們工
作，共同達至成功，我們對他們的支持感到十分感激。」
在 Emack & Bolio’
s 開展香港業務的整個過程中，投資推
廣署一直從旁協助，為公司提供宣傳支援、市場分析及聯
誼交流機會。Gibson 總結道：
「投資推廣署的支援服務十
分出色，他們對於市場格局和前景的宏觀看法對我們很有
幫助。」

Emack & Bolio’
s Hong Kong
• 於1975年在波士頓創立，目前在美國擁有超過
20間分店，以及25間海外分店
• 在香港設有三間分店，分別位於中環、尖沙咀和
荃灣，首間香港分店於2015年10月在中環開業
• 計劃將業務拓展至澳門和深圳
emackandbolioh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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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班牙金融管理技術涉足亞洲
西班牙凱克薩銀行（CaixaBank）於香港開設代表辦事處，銳意進駐區內市場
以巴塞隆拿為據點的凱克薩銀行是在西班牙市場首屈一指
的銀行，分行網絡遍佈全球，數目超過5,500家，現時客戶
數目接近1,600萬人。全面的分行網絡提供零售、商務及企
業銀行服務，以及主要針對西班牙市場的外貿諮詢服務。
作為全球擴展計劃的一部分，凱克薩銀行最近於香港開設
了代表辦事處。香港辦事處將專注於支援外貿、管理投資
和部署計劃上。除了服務區內的西班牙企業外，凱克薩銀
行也會為希望拓展西班牙市場的本地公司提供諮詢服務。
凱克薩銀行認為香港對銀行業界和銀行客戶都舉足輕重。
代表辦事處經理蔡敏說：
「香港作為國際金融及商務中心
的領先地位舉世知名，是外資公司進駐中國內地市場的門
廊，同時也是內地企業走出去的跳板。」
蔡敏指，2015年有8,000家西班牙企業涉足香港，而同年
約有13,500家西班牙公司將產品輸入香港。
蔡敏說：
「我們有許多客戶都會透過香港拓展亞洲市場，
也有為數不少的本地和內地公司正在經營伊比利半島的進
出口業務。所以，在香港設點對我們非常重要。」
她續稱說：
「香港是一個文化大熔爐，為海外社群提供了
一切所需的服務和設施。」而她對香港的高效率和人才薈
萃印象尤其深刻。
金融服務業是香港人才的主要僱用行業之一，勞動人口超
過23萬。蔡敏指出，在亞洲各個金融中心之中，香港的
人才庫無論在人才數目和多樣化方面都明顯佔優。

早於來港設業前，凱克薩銀行在2009年已和港資銀行東亞銀
行組成策略聯盟，銳意進駐區內市場。2015年，凱克薩銀行
的個人貸款業務分支 CaixaBank Consumer Finance 聯同東
亞銀行的附屬公司領達財務和內地汽車生產商華晨汽車，在
中國內地成立提供汽車貸款服務的合資企業。
另外，凱克薩銀行和東亞銀行也將他們的合作計劃延伸至香
港的其他社會責任項目。“la Caixa”Banking Foundation、
東亞銀行公益基金和救世軍攜手合作，推出為患有末期疾病
的高齡患者而設的紓緩治療計劃，為病人及其家屬提供經濟
和情緒支援。
投資推廣署在凱克薩銀行來港設立辦事處期間提供了不少支
援，包括提供簽證申請支援、公關和聯誼機會等。蔡敏總結
說：
「投資推廣署的協助非常有用，透過參與他們主辦或贊
助的活動，我們得以成功擴展網絡。」

凱克薩銀行
• 總部設於西班牙巴塞隆拿
• 除了新開設的香港辦事處外，凱克薩銀行於北京
和上海均設有代表辦事處，在巴黎、米蘭、法蘭
克福和紐約等主要城市同樣設有辦事處
caixabank.com

“ 香港是一個文化大
熔爐，為海外社群
提供了一切所需的
服務和設施。”
凱克薩銀行
代表辦事處經理
蔡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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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投資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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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

澳洲
Brand Journey

品牌發展及營銷

The Pulse

創意媒體

伍倫貢大學

高等教育

Valenta Asia Limited

金融服務外判

維珍澳大利亞航空

航空業

比利時

3D 繪圖服務

電郵推廣科技
®

Li Da Foods

食品科技

TmaxSoft

軟件發行

西班牙
金融服務

瑞士

加拿大
攝影及旅遊平台

法國
Dayuse.com

網上酒店預訂

Food Savior

網上食品平台

INCO

社會及環保業創業培育

Lookdiary

美容服務軟件

意大利
RDM Group

Ematic

CaixaBank

生物科技

旅影随行有限公司

LT Render Limited

南韓

物流與供應鏈管理

Revatis S.A

俄羅斯
新加坡

奥地利
吉布達偉士

行業

零售

日本
C& Higo Dining Co. Ltd.

餐廳

吉祥廣場有限公司

餐廳

飛科德（香港）有限公司

網上營銷顧問

黑船

甜點

東京製綱（香港）有限公司

工業纜繩製造商

Edgar

天然有機食品和產品的零
售與批發分銷

Mammut Sports Group AG

戶外運動用品批發、零售
和電子商務

台灣
Master World Limited

餐廳

英國
Brompton

單車製造商

CAMPION College Consultancy

教育顧問

Colt Technology Services

電信和數據中心服務

新特蘭大學

高等教育

美國

中國
中州國際金融控股有限公司

金融服務

香港全球影像有限公司

遠程醫療及會診、醫療影像
和診斷報告、數據存儲、共
享和交換的雲端解決方案

貴茶（香港）連鎖有限公司

茶葉種植、生產、銷售、
貿易

四川能投（香港）控股有限公司

國際貿易及投融資

Back To School Brewing

手工啤酒及釀酒

Bio-Techne Corporation

生物科技

Emack & Bolio’
s Hong Kong

餐飲

WSJ. Custom Studios

媒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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