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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戶簡介
澳大利亞

Prime Time Training （PTT）在亞太區提供企業
培訓服務，擁有一系列集中、靈活和有效的軟技
術及銷售工作坊。重點是提升效率和鍛煉頭腦，
成效立竿見影。PTT 擁有超過50個工作坊，其中
有40個已獲得認證，加上已在整個亞太區共10
個國家聘用了懂多國語言的導師，因此有條件為
企業提供特訂的解決方案，配合任何業務需求。

PTT 的總部設於澳大利亞悉尼，但由於短期課程
在整個亞洲區的需求上升，因此該公司須在香港

另設地區總部。PTT 成立的目的是希望為企業解
決兩難局面 ─ 許多企業一方面希望為員工提供
高質素的培訓，但在調配時間和資源方面卻存有
困難。

企業培訓
www.primetimetraining.asia

Shore Hospitality 在香港先後創立及經營多間
餐廳，該公司一直為顧客提供出色的餐飲體驗，
於飲食界享負盛名。Shore Hospitality 於2010年
在皇后大道開設了名為 Shore 的旗艦餐廳。佔
地10,000平方呎，Shore 設有室內酒吧區、室外
酒吧區及樓上主用餐區。承接集團另一餐飲品牌
The Salted Pig 的營運理念，Shore Hospitality
正籌備一個新穎、富創意的海鮮餐廳品牌 — 

Cull ‘n’ Pistol，並將於2016年年初開業。Shore 
Hospitality 由加拿大商人 Mark Cholewka 擁有及
管理，憑藉其豐富的經驗及獨到的眼光，在業界
擁有傑出的營商記錄。

款待業
www.shore.com.hk

IPTP Networks 集團作為國際互聯網服務供應商，
系統集成商和軟件開發公司，在2005年成立於塞
浦路斯。香港辦事處 IPTP 有限公司於2010年成
立，服務對象為當地企業及亞太地區的客戶，並
為在亞洲設立或發展業務的客戶提供全球性的連
接平台。在2016年，IPTP Networks 將進一步拓
展業務，並會在香港推出新產品 — Wherr© 數碼
移動網絡追蹤程式。

公司的使命是為依靠高品質資訊科技資源的企業
提供專門定制且價格優惠的網絡、保安、軟件、

平台和基礎設施管理服務。公司擁有遍布36個城
市和19個國家的骨幹網，可以提供高達30Tb/s 專
有的 MPLS 網絡、44個數據中心的虛擬主機和主
機託管服務。加上24/7全天候的中文技術支持，
使 IPTP 能優化對香港客戶的服務，讓客戶與主要
的互聯網交換和國際金融中心連接。

電訊
www.iptp.net

加拿大

塞浦路斯

The Pulse 總部位於澳大利亞悉尼，是一間獨立的
創意內容創作公司。該公司的設計師、創作人、策
略師和製作人均走在創新科技的尖端。從概念到
成品，他們都與客戶攜手合作，運用動畫、投影
地圖、虛擬實境、擴增實境、動態圖像和現場動
作，製作鬼斧神工、多元化而創新的沉浸式內容。

該公司更曾為全球矚目的大型盛事製作創意內
容，包括世博以及一些國際體壇主要項目的開幕
儀式。作為該公司全球擴展策略的一部分，該公

司於2015年7月在香港開設亞太區辦事處，專責
服務亞太區的客戶。自香港辦事處成立後，要求
他們提供創意服務的客戶穩步增長。隨著受眾的
參與度在市場推廣計劃中漸趨重要，該公司在創
意內容策略上的增長尤見顯著。他們之所以選址
香港，是因為香港的企業文化優越、毗鄰主要市
場、稅率低而且規管制度完善。

創意內容創作
www.experiencethepuls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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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LO IT 於2009年成立，是一間顧問及創新軟
件開發公司。PALO IT 分別於法國、香港及新加
坡設有辦事處，聘有180名來自20多個種族、對
工作充滿熱誠的專家團隊。該公司的客戶群包括
多國領袖、投資基金，以及急需加快產品上市速
度，並由傳統模式轉型至數碼模式的新創企業。
他們的主要服務包括引進頂尖的創新技術、以鼓
勵創新思維的管理來確保取得集體成功，以及快
速地提供創新的高增值軟件。

憑著優越的地理位置、基建和生活質素，香港成
為了該公司的不二之選，令該公司得以加強業務
能力，協助亞洲區的客戶並吸引新血。PALO IT
提供許多跨國就業機會，並計劃於2016年為香港
及新加坡辦事處增聘60名員工。

資訊科技顧問及軟件開發
www.palo-it.com

KRDS 集團的總部位於巴黎，去年九月於香港成
立 KRDS香港有限公司。KRDS 是一間提供全方
位服務的數碼機構，也是少數獲 Facebook 承認
的官方市場營銷合作伙伴。

KRDS 在全球有超過150名員工，開發社交媒體
戰略整合應用和微型網站發展、社區建設和管
理，以及社交廣告的管理。自2008年成立以來，
KRDS 已經為來自15個不同國家超過400個品牌
完成了超過1,500個廣告活動，這些品牌包括聯
合利華、歐萊雅、雀巢、法國航空、DBS、友邦

保險和 LVMH。KRDS 集中於亞洲區的業務，在
新加坡、上海和印度設有六個辦事處。KRDS 擁
有七年的專業數碼經驗，能協助香港的廣告商達
成目標。

電子營銷
www.krds.hk

LBB Asia 總部設於香港，是一間管理顧問公司，
專攻大中華區的高級及奢侈品市場。該公司在
2011年由 Aude Bousser 創辦。她擁有20年的市
場營銷及零售工作經驗，曾於巴黎及香港卡地亞

（Cartier）、寶詩龍（Boucheron）和梵克雅寶（Van
梵克雅寶）工作，更在亞洲成功開設了25家分店。

在過去的五年時間裡，LBB Asia 團隊不斷擴大，
在美容護膚、香氛、飾品以及餐飲等眾多行業與
當地專業團隊建立了緊密的合作關系。其品牌發
展團隊 LBB 亞洲 Development 能以快速及較低

成本的方法，協助品牌或嶄新的零售概念進入大
中華市場，為它們建立品牌形象和銷售網絡。該
公司擅長提供個人化服務，深明奢侈品行業及亞
洲零售業形勢，且具備廣泛的人脈網絡，能助您
迅速開業，鞏固大中華區的品牌地位，而所需費
用亦只是開業成本的一小部份。

品牌發展
www.lbbasia.com

Sommelier at Home 由 Kevin Davy 創辦，是
一間為個人或公司客戶提供私人品酒師服務的公
司，服務包括品酒師現場講解、品酒課程、葡萄
酒培訓工作坊、活動策劃，為餐廳及酒類銷售設
計酒餐單等，其公司客戶包括銀行、奢侈品牌和
跨國企業。Sommelier at Home 顧名思義是指專
門到客戶的住所舉行由品酒師主持的品酒課程。
該公司以本港的精英人才為服務對象，所提供的
品酒課程集葡萄酒教學與娛樂於一身，有別於傳

統的葡萄酒學校。Sommelier at Home 讓葡萄酒
愛好者可以他們現有的生活模式和時間表為大前
提下，在他們舒適自在的家中探索、品嚐和認識
葡萄酒。

私人品酒師服務
www.sommelierathome.hk

法國

http://www.investhk.gov.hk/zh-hk/index.html


investhk.gov.hk

3客戶簡介

Nippon Wealth Limited（NWB）是一間在香港新
成立的金融機構，屬有限制牌照銀行。香港金融
管理局於2015年4月向 NWB 發出有限制銀行牌
照，而證券及期貨監察委員會則於2015年9月批
准 NWB 進行第1類（證券交易）及第4類（就證券
提供意見）受規管活動。NWB 致力提供符合全球
標準而具競爭力的產品和方案，為客戶帶來達到
日本頂尖款待水平的服務質素。

NWB 為投資者帶來“全球頂尖的投資產品”、 
“日本的服務質素”和“可靠的財富管理服務”。 
該公司由日本籍創辦人和投資者成立，以對日本
市場感興趣的日本國內外投資者為服務對象。

銀行及財富管理服務
www.nipponwealth.com

帝珂碧國際有限公司於2005年在日本東京成立，
其業務已擴展至環球金融中心如香港、新加坡、
紐約和上海。帝珂碧國際有限公司的業務是向企
業提供會議室租賃服務，用作會議、研討會、培

訓等。在日本，該公司已將業務範疇擴展至酒店
業，並計劃將酒店業務擴展至全球。

會議室租借
tkp.hk

西式點心股份香港有限公司（“銀座 . 西點”）是由
香港以諾顧問亞洲有限公司及日本 WEST 西式點
心股份公司（“WEST”）兩者合資經營。WEST 創
立於1947年，是日本著名的豪華高級西式點心
店，總部設於銀座，現時在東京區擁有三間豪華
高級咖啡店及19間手工餅店。

有鑑於日本業務的成功，該公司決定拓展海外市
場，於是成立合資公司，並將在香港灣仔利東街
一座新建的商場開設首間海外旗艦餅店。為保

持產品上乘質素，所有手製餅點將由日本直接入
口。銀座 . 西點希望藉著尊貴定位、高質素產品
及專業服務建立品牌形象，於香港的高級曲奇市
場佔一席位。

西式點心零售
www.ginza-west.co.jp

印度

日本

自1991年起，來自德國的 Scintec AG 便開始
利用光學、無線電波及聲學技術研發、生產和營
銷先進的大氣感測器，其客戶包括全球多個研究
所、政府機關、防衛隊、機場及各行各業。

優秀的理念和可靠的工程技術令 Scintec 在需求
不斷增長的市場中迅速成長。時至今日，Scintec
在遙距感測的創新技術上已獲得全球肯定。
Scintec Asia Pacific Ltd 於2015年10月12日
在香港成立，作為 Scintec 支援亞太區客戶的總

部。現時，Scintec Asia Pacific Ltd 支援香港、
澳門、中國內地及泰國安裝風廓線雷達。該儀器
的應用均配備環境監測及航空交通安全配套，他
們計劃於2016年將有關業務擴展至南韓和日本。

氣象儀器製造
www.scintec.com

Bindaas Bar + Kitchen 位於蘇豪區荷李活道與
鴨巴甸街交界，供應充滿現代風格的傳統印度美
食、工藝雞尾酒和高級葡萄酒。餐廳於2015年 
11月由 Sanat Patel 開辦，他於印度經營的餐廳
曾兩度榮獲享負盛名的 Times Food Award。

Bindaas 是印度俚語，有“放鬆”、“無憂無
慮”的意思。Bindaas — Bar + Kitchen 融入了

“Bindaas”風格，提供具有獨特現代感的傳統

印度美食。其招牌菜式包括印度薄餅 Naanza、
Chingri Malai 咖哩、羊肉卡巴、“Bindaas”印
度烤雞、Kala Khatta 瑪格麗特雞尾酒及 Sheikh 
Chili 雞尾酒等等。

餐廳
www.iambindaas.com

德國

HORIZONTAL LOCK-UP - CMYK

http://www.investhk.gov.hk/zh-hk/index.html
http://tkp.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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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uavaPass 的會員可在高級健身中心內參加無
限個課程，參與健身專家駐場的獨家活動、團體
健身班，以及一系列由本地崇尚健康生活的合作
伙伴舉辦的分享活動。透過參與 GuavaPass 的計
劃，會員可以建立有趣而多元化的健身計劃、例
如瑜伽、彼拉提斯、混合健身、舞蹈、強度訓練
和其他健身活動。GuavaPass 致力為嚮往積極、
健康生活的健身愛好者建立一個聯繫密切的社群。

所有課程均由一群全身投入健康生活的健身愛好
者親自挑選。GuavaPass 深信他們將會帶來一
次健身革命。現時，GuavaPass 的業務已遍及亞
洲、澳大利亞和中東。

健康與保健
guavapass.com

新加坡
飲食工房於2015年8月開業，由一班資深的餐飲
專家領導，他們擁有在香港開設及經營多間知名
的國際餐館的豐富經驗。該公司希望為顧客提供
糅合美食、怡人氣氛和難忘時刻的餐飲體驗，讓
他們以可負擔的價錢享受生活（joie de vivre）。
飲食工房於尖沙咀及中環設有四間餐廳，分別是

“飲茶”和“城市匯”。

“飲茶”提供富現代感的傳統中式菜餚和點心，在
菜式中注入玩味元素之餘，亦保留了每道菜餚的
傳統風味和原創精髓，不但選料新鮮上乘，更不
添加味精。“城市匯”的經營理念是享受生活和食

物。匯聚現代歐洲多國的招牌菜，“城市匯”彷如
城市中的綠洲，為香港帶來另一番景象，是城市
人遠離繁囂、享受寫意怡人時光的理想地點。

餐廳
dwhk.com.hk

現在您也可以 Eat the Kiwi（品味紐西蘭）。來自
紐西蘭最新鮮、潔淨、天然的產品，已能直接送
到香港鑑賞力最高的大廚手上。Eat the Kiwi 隸屬
於獲獎食品服務公司 The Produce Company。
它是一間以紐西蘭為據點的綜合食品生產商及供
應商。該公司從南太平洋的食物搖籃搜羅新鮮蔬
果、肉類、海鮮、奶類製品和食水，並直接引進
到香港的款待業。

過去20多年，Eat the Kiwi 的創辦人一直將天然
食品提供給許多紐西蘭的全球著名餐廳。現在，

該公司與以香港為據點的 South Stream Seafoods
攜手合作，將來自紐西蘭的原料，包括優質的顧
客服務，引入香港。

高級餐飲服務
eatthekiwi.com

中國內地
大陸法律服務中心是香港離岸的內地法律服務中
轉平台，由曾寅律師與香港律師共同創建。現為
香港中華廠商會、香港工業總會、香港珠三角工
業協會等大型商會提供法律顧問、投資咨詢、勞
動法律培訓等系列專項服務。曾律師是港府“優
才計劃”引進的資深律師，北大法學碩士，兼任
廣東最大規模的廣和律師事務所合伙人。廣和所
分支機構遍佈海內外，如：前海、廣州、珠海、
北京、武漢、成都、台北、紐約、南美、多倫
多等，是一家全國優秀律師事務所。該中心以毗

鄰的深圳廣和律師所300多位律師同仁為資源依
託，協力為粵港企業提供全方位多領域的內地法
律服務。

法律服務
www.mainlandlaw.hk

紐西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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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IWA 是瑞典的獨立手錶和配飾品牌。TRIWA 透
過最優秀的精心設計，加上瑞典古典與當代結合
的風格，致力改造手錶被視為身份地位象征的觀
感。TRIWA 於斯德哥爾摩市中心的工作室有22名
員工。其設計哲學是只設計他們想穿戴的產品。

TRIWA 由四位朋友於2007年共同創立，現在
於25個市場擁有1,200個零售商。在香港成立

TRIWA ASIA Ltd 是為了向香港及東南亞其他地
區的顧客提供更好的服務，並增加品牌的知名度。

手錶和配飾
www.triwa.com

Ernst Basler + Partner Hong Kong Ltd 於2015
年3月4日成立，為 Ernst Basler + Partner Ltd
旗下的亞太區辦事處。該公司正逐步擴充其環境
咨詢業務至亞太區，重點發展香港、中國內地和
區內業務。該公司提供的服務包括構建概念、研
究、總綱圖、水資源管理評估、水危機 / 水足印、
固體廢物管理、環境影響評估，以及適應氣候變

遷。其香港辦事處於2015年開設了新職位，並計
劃於2020年或之前增聘10名員工。

環境咨詢及工程
www.ebp.hk

台灣

瑞士

喜舖 CiPU 為台灣首創再生織品媽媽包，亦為亞
太市佔率第一的媽媽包。全包體使用100% 寶特
瓶回收紗，以照顧媽媽及尊重環境的友善態度，
期望每一個專為媽媽設計開發的產品，能將溫暖
良善的正面能量傳遞到每個家庭，讓育兒時光不
只美好、更輕鬆順心。喜舖相信，快樂的媽媽讓
生活更快樂。

喜舖 CiPU 特選輕量化空氣材質布料，平均每個
空包重量僅500公克；內外層均使用防潑水塗層，

方便清理與保養；多達13個育兒專用隔層設計，
可輕鬆分類收納新生兒外出用品；全系列親子包
款滿足寶寶不同時期的需要，搭配簡約百搭的多
樣花色，除為育兒專用亦可作日常使用。

婦嬰產品
www.cipu.com.tw

成立於2010年10月，源自台灣的品牌“Grion”
為“Green x Fashion”縮寫，是環保和時尚的美
好加乘，透過原創設計的超輕量包減少塑膠袋的
使用，讓每個使用者養成良好的環保意識。Grion
擁有堅強的製造能力與多元的材料選項，每個包
款採用的原料皆經過高標準的“防刮測試”、“耐
磨測試”與“防水測試”。全系列包款使用高絲線
車縫，一體成型，堅韌耐用，能承重30公斤或以
上。包款設計亦同時考量使用者需求，例如“雙

內袋設計”，讓每位使用者能輕易收納手機和隨
身物品；“人體力學背帶設計”根據每個包款的結
構設計出最適合的背帶寬度，讓重量有效分散。
Grion 的首間香港門市於2015年10月正式登陸香
港誠品，香港公司為香港豐緯集團有限公司。

防水環保包
www.facebook.com/grion.hk/ 

香港為中國內地金融服務的國際門戶，重要性隨
著中國內地經濟蓬勃發展而與日俱增，而2014
年底滬港通交易的開放，更進一步強化香港作為
中國內地地區主要金融中心的地位。母公司國泰
綜合證券有鑑於此，於2015年9月4日進行股權
收購宏遠證券（香港）有限公司100% 股權，並於
2015/9/10更名為國泰證券（香港）有限公司。

該公司預計於2015年年底增資，初期以集團客戶
為基礎，主要業務為提供客戶有價證券交易及投
資建議，未來規劃以香港為據點向中國內地及東
南亞擴展業務據點。

證券交易及咨詢
www.cathaysec.com.hk

瑞典

http://www.investhk.gov.hk/zh-hk/index.html


investhk.gov.hk

6 客戶簡介

Paul Gardner 於2014年在香港成立 Fresh 
Accounting Ltd。Fresh 成為 Xero 第三個合作伙
伴，為香港的中小企提供雲端會計服務，以及為
市場推廣和創意產業提供 Workflow Max 軟件。
Fresh 的設立是專責協助提供專業服務的中小企
和市場推廣業界，為他們提供度身訂造的會計方
案，包括每月會計服務、管理會計、現金流及財
務顧問服務。

Fresh 現時的團隊由七名員工組成，並不斷招聘
優秀的本地會計師以支援客戶。該公司將於2016
年在上海設立一間合資企業，除了為現有客戶提
供支援外，亦期望將服務擴展至中國內地。

會計及咨詢 
freshaccounting.biz

英國

GreenPeak Technologies 是領先業界的智能家
居半導體技術公司，在 IEEE 802.15.4和 ZigBee
市場上獲全球肯定。該公司提供多樣化的射頻晶
片和軟件技術，以應用於智能家居數據通訊和物
聯網，包括透過社交媒體的通訊。現時，在智能
家居應用方面，GreenPeak 為全球最大規模的企
業客戶每週提供超過100萬塊晶片。

該公司視中國內地為擴展業務的引擎，並於香港
設立區域辦事處，為其客戶，例如中興通訊等業

內巨擎提供支援。香港辦事處將負責研發和市場
推廣工作，並計劃把現有團隊擴展至超過20人。
除了香港以外，GreenPeak 於荷蘭、比利時、法
國、中國內地、印度、韓國和美國亦設有辦事處。

智能家居半導體技術
www.greenpeak.com

BlisMedia 提供專業的數位媒體廣告解決方案，
利用精準的數據分析工具、領先的自動化購買
平台（Programmatic Buying）進行媒體策劃和購
買，以最大化客戶的廣告收益。BlisMedia 掌握了
大量數據，對消費者位置及瀏覽習慣等訊息進行
積累和分析，有效追踪消費受眾並投放廣告。該
公司成立於2004年，總部設於倫敦，在新加坡、
悉尼、墨爾本則設有分部，近期進駐了香港。

BlisMedia 擁有專利的實時競投平台（Real-time 
bidding，RTB）技術，可於全球的智能電話、平
板電腦或手提電腦等設備，針對實時地點和數位
瀏覽習慣，精準地向目標對象投放廣告。

推廣、位置及受眾分析
www.blismedia.com

享譽美食界的曼谷 Issaya Siamese Club Hong 
Kong 旗艦餐廳，剛於2015年8月開設了香港的
姊妹店。Issaya 由國際名廚 Ian Kittichai 創辦，
分別於2014年及2015年入選由 S. Pellegrino 及
Aqua Panna 贊助的亞洲最佳50餐廳，並榮登首
50位之列。

Issaya 採用傳統的食材和調味，並以國際的烹調
方式配合前衛的煮食方法，炮製出獨特的招牌泰

國料理，為食客提供高級餐廳體驗。餐廳整體的
裝潢設計採用泰式風格，家具擺設全部均在泰國
本土製作和採購。餐廳設有兩間獨立廂房及一個
大型的戶外露台用餐區，最適合舉辦小型派對。

餐廳
www.issaya.hk

泰國

荷蘭

雷諾瓦拼圖文化坊於1990年成立，全台擁有20
多家拼圖直營門市、2007年前進上海及北京、杭
州、天津等地成立了10多家直營門市；2015年
10月正式在香港成立蒙馬特藝術有限公司及直營
門市。雷諾瓦的門市以拼圖販賣及裱框為主要服
務，還包含許多拼圖周邊商品及訂製拼圖等多元
服務。

雷諾瓦獨家進口荷蘭、西班牙、德國等歐系國家
的拼圖，讓拼圖迷不用出國就能隨時滿足拼圖享

樂及多元化的需求。在2005年成立自有拼圖品
牌，陸續取得繪本畫家幾米、史努比（Snoopy）、
比得兔（Peter Rabbit）等品牌授權，製作出專屬
東方藝術特色的拼圖，深獲國人及外國旅客的好
評。

拼圖
www.renoirpuzzle.com.tw

http://www.investhk.gov.hk/zh-hk/index.html
http://freshaccounting.bi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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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rbour Litigation Funding Ltd 於香港設立辦
事處，以帶領其增長迅速的亞太區業務，為商務
訴訟或仲裁提供部分或全數融資的基金。Harbour
以英國為據點，為全球最大型的訴訟基金之一，
是 Harbour 基金的唯一投資副顧問（Harbour 基
金包括 Harbour Litigation Fund L.P.、Harbour 
Fund II L.P. 和 Harbour Fund III L.P.），管理資產
超過4億英鎊。 

作為融資顧問，該公司在多個司法管轄區內均享
有悠久的聲譽。Harbour 基金早已於澳大利亞、

香港和紐西蘭設有債權投資，而且在澳大利亞投
資組合方面更不斷擴充，包括來自新加坡的新個
案。該公司的香港辦事處設於中環商業區的心臟
地帶，將會作為該公司在亞太區的樞紐，為其業
務配備本地專業知識，以實體辦事處進駐香港，
迅速回應客戶所需。

訴訟與仲裁基金 
www.harbourlitigationfunding.com

美國
Academic Internship Council （AIC）為一間獨
立非牟利教育機構，於2014年成為美國 CIEE 機
構子公司。AIC 擁有近30年提供實習計劃的經
驗，讓學生透過獲取實際工作經驗而得到學分，
並一直秉持以個人化的學生發展、密切的僱傭關
係和有意義的學術合作為營運宗旨。為了實現此
目標，AIC 為不同規模的公司免費提供人才。同
時，該機構亦為學術機構提供實習計劃，協助學
生邁向個人及專業發展，在全球勞動市場中取得
競爭優勢。作為國際教育交流協會的成員之一，
AIC 及 CIEE 在全球聘有700名員工，並於香港、

柏林、波士頓、開普敦、孟買、紐約、三藩市、
聖地亞哥、新加坡和多倫多設有辦事處及舉辦實
習計劃。

香港是商業、藝術、文化、政治主張、美食的樞
紐，對國際學生而言，在香港取得實習經驗將會
是難得的學習和改變人生的機會。數以千計的跨
國企業選擇以香港為據點，令這個繁華的城市成
為了獲取實習經驗的理想選址。

國際教育交流
academicinternshipcouncil.org

Callison 和 RTKL 加起來有超過百年的經驗，創
造了不少令全球印象深刻的商業環境，涵蓋範圍
包括城市規劃、商業綜合區域以至頂尖零售中心
及零售店舖、酒店、多戶住宅和辦公大樓。2015
年，在荷蘭公司 Arcadis 的促成下，兩間公司正
式合併，不但擴大了公司在業界的影響力，也深
化了該公司擁有的資源。它的團隊由2,000多名
專業人員組成，與遍佈全球各地的零售商、發展
商和營運商攜手合作，並以優化客戶業務和提升
生活質素為共同目標。

早於1980年代便涉足亞洲市場，Callison 和
RTKL 是當時最早進駐中國內地的跨國公司。設
於香港的辦事處 CallisonRTKL Asia Ltd 與馬尼
拉辦事處緊密合作，以強化該公司在東南亞的業
務，為區內的一線客戶提供全面的設計和規劃服
務。

建築設計咨詢服務
www.callisonrtkl.com

專責提供法律程序外判方案的 DTI 發現法律事務
所、企業和政府部門為了更有效管理法律聆訊，
對轉寫、法庭報告、文件管理、電子蒐證及舉證
等服務的使用越來越頻繁。有見及此，DTI 提供
的服務包括實時法庭報告、轉寫、翻譯及傳譯、
文件掃描及編碼、電子審判包準備（e-Bundle）、
電子舉證及蒐證。

DTI 計劃將其施設管理和知識解決方案等服務擴
展至亞洲。其香港辦事處為現時該公司的亞太區
總部，聘有80名員工。此外，DTI 於新加坡亦設
有另一個亞洲辦事處。

爭議調解服務
www.dtiglobal.com

GBI 是投資者和機構購買和管理實物貴金屬最安
全、高效、經濟的選擇。GBI 的全方位投資方案
涵蓋交易、庫存、保險和配送。自動化、數據與
訊息技術整合的方案，致使私人銀行（白標選項）
可以專業的方法為客戶投資。GBI 提供 LBMA 與
LPPM 認可冶煉廠的黃金、白銀、鉑金與鈀金，
並供應領先國家造幣廠的錢幣。全球有七個庫存
地點、以分配帳戶保管。庫存採用100% 重置價
值保險，並進行定期實物檢查。

GBI Asia Pacific Co Ltd 於2015年8月成立香港
辦事處以作為區內的發展中心。GBI 在美國與多
家規模龐大的私人銀行合作，提供貴金屬投資，
在香港正積極發展中國業務。

實物貴金屬
www.bullioninternational.com

http://www.investhk.gov.hk/zh-hk/index.html
http://academicinternshipcouncil.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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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瑞得拍賣行（Heritage Auctions）剛於2015年
開設了香港辦事處，以滿足大中華及東南亞地
區廣大客戶日益增長的需求。海瑞得經過廣泛
物色後，決定委任香港錢幣及紙幣經銷商翁達

（Kenneth Yung）出任香港辦事處的營運總監。

過去10年間，中國的珍稀錢幣及紙幣市場增長迅
速，因此該公司特意開設香港辦事處，並舉辦首
屆海瑞得香港錢幣和紙幣拍賣會。海瑞得聯同恆
博香港國際錢幣展銷會，於每年6月和12月舉行

拍賣會，獨家拍賣源自中國和其他東亞地區國家
的錢幣及紙幣。香港海瑞得是專為上述地區的客
戶而設，讓客戶更容易領取所購得的拍賣品，另
外亦接受各類拍賣品委託。香港辦事處有專人以
中文解答各類查詢。

拍賣
www.HA.com/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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