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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政司司長曾俊華於2月24日發表
2016/17財政預算案，預測2015年本地生
產總值增長2.4%，2016年增長為1-2%。
2015全年整體通脹率平均為3%，基本
通脹率為2.5%。2016全年整體通脹率預
測為2.3%，基本通脹率為2%。

2016/17財政預算案確保香港在新經濟秩序中 
保持競爭優勢
資訊科技的革命性突破，以及新興市場在世界經濟日益提升的影響力，建立了全球新
經濟秩序。香港會在新經濟秩序下尋找嶄新的發展機遇

投資推廣署將成立金融科技 
專責小組
在去年成立的金融科技督導小組，與
業界、科研和相關監管機構共同探討
本港的發展方向，並提出一系列建
議，創造合適環境，推動金融機構和

各地專才在香港研發和應用金融科技。

多間國際金融和專業服務機構，包括
Accenture、澳洲聯邦銀行、畢馬威、
Nest 和清華科技園（Tuspark），近年
都選擇在香港設立實驗室和培育計
劃，凸顯香港發展金融科技的優勢。

國際行事曆	 3	
專題報導：StartmeupHK	 4	
行業焦點：藝術	 6	

投資案例	 7-15	
新投資者	 16

http://www.investhk.gov.hk


2

支援中小企業的措施

•	延長“中小企融資擔保計劃”下“特別優惠措施”的
申請期至2017年2月28日；把該措施的擔保費年
率降低一成；以及取消該措施的最低擔保費	

•	為了減輕企業的負擔，寬減2015/16年度75%的
利得稅，上限為20,000元，全港130,000名納稅
人受惠

•	寬免2016/17年度的商業登記費，讓130萬名經營
業務者受惠

•	為了加強中小企的長遠競爭力，在“創新及科技
基金”下推出“科技券先導計劃”，資助中小企使
用科技服務和方案，提高生產力和升級轉型。
先導計劃為期三年，以配對形式，為每間合資
格中小企提供最多200,000元資助，預計開支為
五億元

政府會在投資推廣署下成立專責小組，舉辦國際活動，協
助初創企業、投資者和研發機構落戶香港。

“創新及科技基金”下的“企業支援計劃”會為金融科技初創
企業和金融機構提供資助。數碼港會在旗下 Smart-Space
共用工作空間中，劃出3,000平方米的專用空間，並推出
專屬計劃，在未來五年為150間金融科技初創企業提供支
援，以及安排300名大學生到海外大學參與金融科技訓練
營，深入了解行業發展前景。

金融管理局（金管局）、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證監會）
和保險業監理處將會設立金融科技專用平台，與業界保持
溝通，確保市場在推出創新的金融產品和服務時，能夠平
衡市場需求，以及投資者的認知和風險承擔能力。

推動初創企業
香港是全球最受歡迎的創業基地之一。根據投資推廣署的
數字，現時香港初創企業的數目有1,600間，比2014年增
加五成。

政府會繼續為初創企業提供培育、融資、業務拓展和辦公
空間等多方面的支援，新措施包括︰

•	政府會成立20億元的“創科創投基金”，以配對形式與私
人風險投資基金，共同投資本地的科技初創企業；	

•	分階段擴建科學園，預計在2020年提供額外70,000平方
米辦公空間予初創企業和其他科技公司使用。工程預算
為44億元，由政府和科技園公司共同承擔；以及	

•	數碼港會預留二億元，投資於其初創企業。科技園公司
亦會繼續透過“科技企業投資基金”和培育計劃，支援初
創企業。

財政預算案亦推出一系列措施，支援不同行業，包括旅遊
業、創意產業、商務物流及金融服務等。有關本年度財政
預算案的詳細資料，請參閱：budget.gov.hk

http://www.budget.gov.hk/2016/sim/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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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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貴陽市
香港“一帶一路”專業服務研討會	─	黔港物流合作
此研討會旨在向貴州省企業介紹香港在物流業方面的營商優勢及
機遇，鼓勵內地企業通過香港“走出去”。
地點：貴州省貴陽市
主辦單位：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駐成都經濟貿易辦事處及	
投資推廣署

17-20

香港
LSCM最新技術及合作伙伴展覽
第四屆的路演活動將展出各項能夠提升業界效率的自動化技術，
以及有助加強施工安全的創新技術。
地點：香港荷里活廣場 Stars	Atrium
主辦單位：香港物流及供應鏈管理應用技術研發中心（LSCM）
▶ l︎scm.hk

22

英國倫敦
2016	第四屆中國商業會議
由投資推廣署全力支持有關香港的分組會議部分，議題為“以香
港作為英國企業在亞洲的超級聯繫人”。
主辦單位：英中貿易協會
▶c︎bbc.org/whatson/china-business-conference-2016

24-26

香港
亞洲巴塞爾藝術展
2015年在香港舉辦的巴塞爾藝術展創下突破性的佳績，使香港
成為亞洲國際藝壇的中心點。下一屆巴塞爾藝術展將繼續為來
自全球的藝術品提供展示平台，當中過半數作品來至亞洲及亞太
區。通過由資深及新晉藝術家創作、有關歷史及構想前衛的藝術
品，入場人士可深入了解亞洲區內多元藝術創作的概況。
地點：香港會議展覽中心
主辦單位：Asian	Art	Fairs	Ltd
▶a︎rtbasel.com/hong-kong

30

重慶市
“善用香港優勢‧	開拓海外市場”投資推廣研討會
此研討會旨在向重慶市企業介紹香港的投資環境及營商優勢，鼓
勵內地企業通過香港“走出去”。
主辦單位：投資推廣署

4月

5

英國倫敦
走出去：聚焦亞洲
這個活動專為企業家及企業決策人而設，能協助他們探索亞洲及
東盟地區的營商機遇、貿易資訊及相關技巧。來自已發展及新興
市場的專家團隊將於會上分享其業務所屬市場的資訊，以及他們
如何以有限資金進駐有關市場的經驗之談。
地點：倫敦薩默塞特府	
主辦單位：Enterprise	Nation
▶e︎nterprisenation.com/events/categories/somerset-house

5-6

美國三藩市 
CityAge：三藩市
CityAge	是一個為概念及商務發展而設的平台，為21世紀的社會
棟樑，包括商界、政府及社會決策者，創造新的合作機會。
地點：The	City	Club	of	San	Francisco
主辦單位：CityAge	Media	Inc	
▶c︎ityage.org/sf

5-7

香港
Mines	and	Money	─	領先泛亞的礦業投資論壇
Mines	and	Money	Asia 擁有八年歷史，是亞洲區領先的礦業投
資論壇暨展覽，吸引來自30個國家的2,000名參加者。為期三天
的論壇讓來自全球礦業公司的高層人員與資源投資者會面，除了
有來自香港和中國內地的投資者外，還有來自亞洲及全球各國的
投資者，他們在論壇上一起學習、聯誼並達成交易。
地點：香港會議展覽中心
主辦單位：BeaconEvents
▶m︎inesandmoney.com/hongk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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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
香港船舶金融論壇
海事界最舉足輕重的國際船舶金融論壇及會議，曾於紐約、雅
典、新加坡、奧斯陸及全球其他船舶及船運業資本正在形成的城
市舉辦，為業界提供最佳的教學及聯誼機會。
地點：香港萬麗海景酒店
主辦單位：Marine	Money	Asia	Pte	Ltd
▶m︎arinemoney.com/forums/HK16/index

18-19

美國洛杉磯 
Asia/Pacific	Business	Outlook（APBO）2016
APBO是為有意在亞太區擴大貿易和投資的商界領袖而設的。會
議邀請了50多位領先的學術、商界及政府專家，為多間不同的美
國公司提供意見，探討如何在充滿活力的亞太市場內提升競爭力。
位置：洛杉磯Millennium	Biltmore	Hotel
主辦機構：The	USC	Marshall	School	of	Business	and	the	U.S.	
Department	of	Commerce
▶a︎pboconference.com

5月

18-19

香港
CloserStill	Media：亞洲國際雲端科技暨資料存儲展
資料存儲展及會議將邀請在國際數據中心解決方案方面具備雄厚
實力的企業和具創新精神的演講者出席，與全球的一線買家聚首
一堂。為期兩天的會議將探討有關領導數據中心業務及市場的要
素，並為業界人士提供商務、聯誼及知識分享的機會。
地點：香港會議展覽中心
主辦單位：CloserStill	Media
▶d︎atacentreworldhk.com/welcome

24-25

加拿大溫哥華 
太平洋金融貿易峰會
由	CityAge	主辦，並與	AdvantageBC	及大不列顛哥倫比亞省共
同協辦，第二屆太平洋金融貿易峰會將集雲來自北美及亞洲的商
界及公共機構領袖，共同探討如何在太平洋區促進加拿大的貿易
及金融活動。
主辦單位：CityAge	Media	Inc
▶c︎ityage.org/pacific

25-26

澳大利亞悉尼 
世界商業論壇
在為期兩天的論壇上，個人及代表機構的演講者將分享他們於各
種商務環境中工作及學習的經驗。
地點：The	Event	Centre、The	Star
主辦單位：BEE	Australia
▶w︎bfsydney.com

5月31日 

6月2日

香港
RISE	HK
RISE 由Web	Summit 背後的團隊策劃。來自全球大型企業的商
界人士及成功的初創企業創辦人將會親臨香港，在RISE 會議上
分享他們的故事和經驗。RISE 為期三天，出席者將包括全球主
要傳媒、過百名投資者及過千名參加者，是建立人脈網絡的最佳
時機。
地點：香港會議展覽中心
主辦單位：ConnectIntelligence
▶ r︎iseconf.com

http://www1.investhk.gov.hk/events
http://www.lscm.hk/chi/index.php
http://www.cbbc.org/whatson/china-business-conference-2016/
https://www.artbasel.com/hong-kong
https://enterprisenation.com/events/categories/somerset-house
http://cityage.org/sf
http://minesandmoney.com/hongkong
http://marinemoney.com/forums/HK16/index
http://apboconference.com
http://datacentreworldhk.com/welcome
http://cityage.org/pacific
http://wbfsydney.com
http://riseconf.com


4 專題報導4

StartmeupHK創業節吸引數以千計 
來自世界各地參加者
為期一週的 StartmeupHK 創業節於2016年1月23至30日舉行，其中的重點節目
是投資推廣署策劃的 StartmeupHK 創業論壇，更邀得 SpaceX 兼 Tesla Motors
行政總裁 Elon Musk 成為是次活動的星級嘉賓

StartmeupHK

2016	StartmeupHK 創業節由投資推廣署主辦，旨在向世
界宣傳香港作為全球其中一個增長最快創業中心的地位。
創業節為期一週，邀請到世界知名的演講嘉賓和傳奇創業
家分享他們的遠見，並在香港不同場地舉行超過20場與創
業有關的會議、研討會、創業比賽和聯誼活動。

其中，重點活動StartmeupHK創業論壇於2016年1月26日
舉行，成功吸引超過900位本地和海外企業家及投資者參
與半天的論壇。此外，網上直播亦吸引了全球30多個地方
的觀眾一共見證這項精彩的盛事。財政司司長曾俊華於開
幕活動上表示：“香港的創業生態系統近年錄得顯著增長。
現時，本港有超過1,500間初創公司，較2014年增加近五
成，這些初創企業都獲得不同的企業家、投資者、大企業、
大專院校及政府機構協助。”

是次論壇最受注目的環節是由 Tesla	Motors 兼 Space	
Exploration	Technologies（SpaceX）行政總裁 Elon	Musk

主持的座談環節。Musk 亦曾先後創辦 Paypal 和 Zip2。在
活動中，Musk 表示：“香港將會是世界上電動汽車比例最高
的城市，並將成為其他高密度城市的模範，為它們示範如何
在未來實現更可持續發展的交通工具。”

論壇其他講者包括阿里巴巴創業者基金總幹事周駱美琪，
還有一眾企業創辦人，例如客路旅行的王志豪、Passkit 的
Paul	Tomes、視野機器人有限公司的陳嘉浩及Queen’s	
Road	Capital 的 Fritz	Demopoulos、Synergia	One 集團主
席及行政總裁 Fred	Mouawad、速8酒店創辦人及前行政總
裁及主席Mitchell	Presnick 等。

於閉幕活動中，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蘇錦樑表示：“今年的
StartmeupHK 創業論壇辦得有聲有色，我衷心感謝所有講者
在論壇上分享他們富啟發性的成功故事，以及在香港及世界
各地關於創新及創業方面的經驗之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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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大優勢領域
如欲重溫創業論壇，	

請登上投資推廣署的 YouTube 頻道。

金融科技會議（FF16）
2016年1月25-26日
活動為期兩天，吸引超過600位參加者，有40多間金融科技初創公司於創業村
展示他們的創業計劃。演講嘉賓包括 The	Finanser 行政總裁Chris	Skinner，
他於會上發表了有關金融科技公司如何透過利用流動及區塊鏈（blockchain）技
術建立價值網。

亞洲醫療科技會議（HealthTech Asia）
2016年1月29日
出席會議的權威講者包括 Scanadu 行政總裁Walter	De	Brouwer 和 Miroculus
行政總裁 Alejandro	Tocigl。他們於會上發表了有關科技將如何協助監察人類健
康狀況，和及早診斷癌症的看法。此外，AIA	Nest 醫療科技創業比賽吸引了多
間初創公司參與，在比賽中展示他們可如何利用創意改變人類的生活。

LAUNCH 消費者物聯網會議（LAUNCH Consumer IoT Summit）
2016年1月27-28日
在為期兩天的活動中，來自全球數千位投資者及初創公司把握機會一同探討	
網絡科技的新一波浪潮：物聯網。為配合會議內容，LAUNCH 還舉辦了一項	
全球物聯網初創企業比賽，吸引了來自全球的創新初創企業參加，在簡介會	
上向一眾評判介紹他們的企劃書，以爭取豐富的獎品。

數據分析會議（Data Analytics Showcase）
1月23-29日
為期一週的數據分析會議由畢馬威會計師事務所舉辦，向企業揭示分析大數
據並將之轉化為有價值的客戶解析資料的方法。以“不斷變化的商業環境”為
題的研討會，探討了最新的創新趨勢以及不斷變化的科技領域，包括人工智
能的影響、機械人學，以及持續增長的物聯網生態系統。

https://www.youtube.com/user/invest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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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豪區及 NoHo 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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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主要的藝術集中地

17.5%，多達890,000人（資料源自凱捷管理顧問公司發佈
的《全球財富報告》）。這些資料代表在亞太區內有不少具
潛力的富裕買家。

於2015年首次亮相的中心藝術博覽會今年將展出超過	
100件參展商的作品，包括新世代藝術人才及全球最具規
模的當代藝術畫廊。展會預計將吸引30,000名參加者，勢
必掀起藝術愛好者之間熱烈的討論。

另一個極具代表性的藝術活動是 Affordable Art Fair，
旨在滿足香港和亞洲區對當代藝術和優秀畫廊日漸濃厚的
興趣。屆時數以千計的原創畫作、複製畫、雕塑和攝影作
品將雲集一堂，每件作品售價由1,000至100,000港元不等。

過去數年，投資推廣署已經協助了不少畫廊、藝術展主辦
機構及藝術顧問公司來港設業或擴展業務。最近的例子是
日本具體派藝術專家白石畫廊。去年該畫廊將總部由日本
東京移師至香港。其他例子還有 Pace	Gallery（美國）、La	
Galerie（法國）、Yellow	Korner（法國）、ChicZando（加拿
大）等。

隨著多項重要的藝壇盛事在今年春季舉行，香港也洋溢著
一片濃厚的藝術氣息。巴塞爾藝術展香港展會（Art	Basel	
HK），這個全球舉足輕重的現代及當代藝術展覽將於3月
24至26日期間舉行。而另一個當代藝術展—中心藝術博
覽會（Art	Central）也將於3月23至26日回到地標式的中環
海濱。此外，深受歡迎的 Affordable	Art	Fair 將會於5月
13至15日在香港會議展覽中心舉行，展出眾多年輕及新晉
藝術家的藝術作品。

巴塞爾藝術展表示，今年的香港展會將吸引全球239個頂
尖的現代及當代畫廊參展，展出超過3,000位來自全球各
地藝術家的作品。2015年，該展覽會吸引了接近60,000
名參觀者入場，當中包括來自世界各地的私人收藏家和藝
術機構，還有許多首次入場的參加者。

香港作為亞洲門廊的地位促使巴塞爾藝術展在香港取得成
功，隨之而來的連鎖效應更不容忽視。巴塞爾藝術展亞洲
總監黃雅君說：“香港位於亞洲的心臟地帶，完善的交通基
建和運輸脈絡為來自歐美國家的巴塞爾藝術展訪客帶來不
少方便。許多參加展覽的訪客在逗留期間也會到訪本地的
畫廊和藝術機構。這些訪客也盡量把握這次遠遊的機會，
走訪鄰近國家，感受當地的藝術氣氛。”

此外，香港也提供接觸亞太區內470萬高淨值人士的
優勢。2014年，香港的高淨值人士增加了11.2%，達
至138,000人；同時，中國內地的高淨值人士也增加了

行業焦點

香港藝術界百花齊放 
讓藝術家、畫廊經營者和活動策展人接觸
國際及亞洲藝術愛好者的最佳平台

藝術

歡迎聯絡：

創意產業行業主管			方婉兒	
電話：（852）3107	1011	
電郵：dfong@investhk.gov.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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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豪區及 NoHo 區）

上環 

香港仔

黃竹坑

柴灣

觀塘

葵涌

火炭

中環

生活與營商的理想地點
作為獨立的代理商，利大偉之所以決定擴充Harley-
Davidson 在香港的概念店，主要是因為香港具備司法獨
立、法治、廉潔的經濟環境，以及擁有眾多的本地人才。

他補充說：“香港是個動感之都，一切生活所需應有盡有。
這裡有多不勝數的餐飲選擇，我也可以隨時帶我的兩個小孩
到主題樂園玩樂。本地人十分友善，而且樂於助人。透過香
港的朋友介紹，我才找到現時的居所和小孩就讀的學校。”

概念店聘有15名員工，並計劃增聘四名員工，逾九成員工
是香港人。利大偉非常欣賞本地人才勤勞的工作態度，以
及對工作的熱情。

在投資推廣署的協助下，利大偉與本地銀行建立了聯繫，並
聯絡了包括入境處在內的各個政府部門，以及接洽招聘公
司，以聘請資深員工。他強烈建議初到香港的投資者聯絡投
資推廣署，因為該署的團隊可提供在香港開業所需的資料。

全新的Harley-Davidson 概念店佔地逾8,000平方呎，樓
高兩層，已成為柴灣區矚目的新地標。店內提供一站式消
費體驗，包括電單車銷售、售後服務、零件及配飾商品、
服飾銷售，以及一間小型咖啡館。Harley-Davidson 總代
理負責人利大偉（David	Neilsen）表示，香港是個充滿活力
的城市，擁有獨特的文化，而且許多香港人都祟尚品味生
活。他希望為顧客帶來優越的消費體驗，讓他們探索品牌
的自由與冒險精神。他說：“我們並不只是電單車代理商，
也希望宣揚品牌文化，提供優質的顧客體驗。我們希望概
念店能成為哈利電單車迷交流駕駛心得的地方，因此店內
設有一間小型咖啡館，讓他們可以逗留更長的時間，享受
這裡的悠閒時光。”

他補充說：“我們也會舉辦試車會和社交活動，希望凝聚更
多同樣熱愛駕駛電單車的人士。”

哈利電單車 
香港概念店開幕
哈利電單車的概念店將成為本地電單
車手和電單車迷分享駕駛樂趣的平台

香港Harley-Davidson

‧		一間提供電單車銷售、售後服務、零件及配飾商
品、服飾銷售及小型咖啡館的概念店，也是個讓電
單車迷分享駕駛熱情的平台

‧		聘有15名本地員工

hongkongharleydavidson.com

“香港是個動感之都，一切生活所
需應有盡有。本地人十分友善，
而且樂於助人。”
	 	香港 Harley-Davidson	
總代理負責人	
利大偉（David	Neilsen）

http://hongkongharleydavidso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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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個半年一度的香港錢幣拍賣會於2015年12月舉行，海瑞
得於該拍賣會上首次針對性地拍賣來自中國內地、香港、
澳門及東南亞的錢幣及紙幣。該拍賣會成績令人鼓舞，至
今已有96萬名網上登記買家。下一次拍賣會將於2016年	
6月舉行，並提供更多錢幣及紙幣的拍賣品，翁達深信海
瑞得將會創下更佳的成績。

海瑞得香港辦事處現時聘有四名員工，全部通曉英文、廣
東話及普通話。翁達表示：“在香港聘請通曉兩文三語的人
才並不困難，他們可以有效地與美國辦事處及說廣東話和
普通話的客戶溝通。”

海瑞得拍賣行（Heritage	Auctions）於1976年創立，總部設
於美國，提供一系列拍賣服務，例如美國及全球錢幣、珍
稀紙幣、藝術品、珠寶及鐘錶、古董及高級手袋等等。在
經美國拍賣行賣出的珍稀美國錢幣及紙幣中，有超過60%
的銷售由海瑞得負責。海瑞得預計亞洲的珍稀錢幣及紙幣
收藏市場具有龐大增長潛力，所以於2015年在香港開設拍
賣行，也是海瑞得首個設於香港的辦事處。

古錢幣拍賣
香港辦事處由珍稀錢幣及紙幣收藏家兼愛好者、海瑞得亞
洲營運總監翁達領導，並專注於古錢幣拍賣。翁達認為香
港是開設他們首個亞洲辦事處的理想選址。簡單的稅制令
買家無需承擔額外銷售稅，而香港的自由港地位及簡單的
通關程序也鼓勵了針對個別買家及賣家的珍稀錢幣及紙幣
進出口。此外，香港亦享有地理位置上的優勢，令中國內
地的買家能輕易來港驗貨，而不必遠赴美國。對海瑞得而
言，中國內地具有龐大的潛力，因此香港辦事處可作為促
進區內珍稀錢幣及紙幣貿易發展的催化劑。

“香港是開設我們首個亞洲辦事
處的理想選址，因為這裡享有
自由港地位、簡單的通關程序
及優越的地理位置。”
	 	海瑞得拍賣行	
亞洲營運總監	
翁達

駐美海瑞得拍賣行借助香港進軍亞洲市場
擁有超過40年歷史的美國拍賣行於亞洲擴展業務，計劃擴大其珍稀錢幣和
紙幣的市場佔有率

海瑞得拍賣行

‧		於1976在美國成立，為全球第三大拍賣行
‧		香港辦事處為海瑞得首個設於亞洲的辦事處，專
注於珍稀錢幣及紙幣的拍賣業務

ha.com

http://ha.com


藝術貿易平台
白石畫廊的主要顧客對象都是視藝術品為資產的終身藝術
收藏家，畫廊的任務就是為這些收藏家提供有鑑賞及潛在
價值的藝術作品，並提升藝術品的市場潛力。

白石說：“香港市場極度開放，是個蓬勃的貿易平台，匯聚
大量重要的展覽館、策展人、評論家、買家和拍賣行。這
種活躍的環境對我們來說有極大的優勢。”由於香港在全球
藝術市場上佔領先地位，因此他相信在香港開設辦事處有
助白石畫廊進一步發展為更成熟的國際畫廊。

作為具體派*藝術方面的專家，白石很高興近期在香港舉
行的拍賣會也出現了大量具體派作品。白石畫廊將積極在
香港舉辦展覽會，擴闊其本地藝術社群的脈絡，從而建立
穩定的基礎。

白石總結說：“我希望藉此機會向投資推廣署致謝。沒有他
們的支持，我們不可能成功進駐香港。我們本來只熟悉日
本藝術市場，但投資推廣署悉心向我們介紹本地市場，並
提供各種支援，實在令我們獲益良多。”

白石畫廊成立於1967年，多年來發掘了不少不同風格、國
籍和年齡的藝術家，涵蓋傳統日本藝術、印象主義、巴黎
畫派、具體派、草間彌生、奈良美智、Hi	Red	Center，以
及其他從主要及次要市場崛起的新晉藝術家。

在投資推廣署的協助下，該畫廊於2015年將總部從東京遷
往香港，以借助這裡的平台優勢，吸引年輕藝術家及來自
世界各地的觀眾。

白石畫廊行政總裁白石幸榮說：“我們有必要植根香港，因
為香港能讓我們洞悉市場趨勢和需求，我們相信這裡將成為
發掘年輕人才及向國際展示我們畫廊最重要的地方之一。”

白石表示，香港特區政府對國際企業表示歡迎的態度，也
是移師總部到香港的另一主要原因。他說：“簡單和實際的
制度，加上投資推廣署不遺餘力的支援，令我們在開業之
初受益不少。我相信移師香港可讓更多藝術收藏家在香港
欣賞多元藝術，並且購買到更多白石畫廊的珍貴作品。”

白石畫廊

‧		於1967年在日本東京成立
‧		具體派藝術專家

whitestone.hk

繪出未來
即將邁向50週年的白石畫廊將業務總部
由東京移師至香港，以借助香港的人才
及國際市場優勢

“香港市場極度開放，是一個蓬勃
的貿易平台，匯聚大量重要的展
覽館、策展人、評論家、買家和
拍賣行。”
	 	白石畫廊	
行政總裁	
白石幸榮

註：*具體派藝術由吉原治良始創，是日本戰後具影響力的前衛藝術派系。

http://whitestone.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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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 Eddy	Righi 親自創製。他走遍全球每間新開設的Caffè	
Pascucci，向員工講解咖啡概念，並提供相關培訓，確
保員工能夠完全遵照配方和調配方法沖泡咖啡，讓顧客得
以在香港享受各式各樣的美味咖啡和傳統意式美食。第三
間分店設於西區的香港商業中心，集咖啡吧和意式餐廳於
一身，將正宗意式餐飲體驗引進該區。第四間分店座落
於葵涌商廈九龍貿易中心之中，是為辦公室上班族提供
優質咖啡的理想選址。第五間分店則設於愉景灣。Caffè	
Pascucci 於香港聘有超過20名員工，為確保品質，餐廳
已聘請意大利主廚親身駐港。

Barbagli 說：“香港人對國際餐飲文化的觀念持開放態度，
讓我們有機會分享對意式咖啡文化的熱誠。”

他總結：“當我開始構思在香港開咖啡店的時候，我認識了
投資推廣署駐意大利代表 Stefano	de	Paoli。後來，我非常
幸運能夠得到香港團隊的支援，助我成功於香港開設首間
咖啡店。他們不但向我提供了寶貴的意見，協助我聯繫相
關的政府部門，更不遺餘力地幫助我解決種種問題，他們
的工作效率實在令人欣賞。”

Caffè	Pascucci 源自意大利，是擁有悠久歷史的連鎖咖啡
店，於全球約設有500間分店，其中有413間設於韓國。	
香港首間Caffè	Pascucci 於2008年開業，由居港意大利
商人Mario	Assuero	Barbagli 引進香港。Caffè	Pascucci
不是一間街頭巷尾的普通咖啡店，而是一間來自意大利的
正宗咖啡店，將講究的意式甜品咖啡和意大利托斯卡納美
食帶來香港。

Star	Cup	Ltd 董事總經理Mario	Assuero	Barbagli 說：“當
我在2008年初次認識 Caffè	Pascucci 店主的時候，我便
立刻愛上這個品牌。他們的經營理念和對優質咖啡的堅
持，令我印象難忘。”

分享意大利的特色咖啡文化
香港首兩間分別設於灣仔及旺角的Caffè	Pascucci 於
2008年開業時，Barbagli 為顧客提供了75款特色咖啡，
所有配方均由意大利Caffè	Pascucci 的得獎咖啡師培訓

“  香港人對國際餐飲文化的觀念持
開放態度，讓我們有機會分享對
意式咖啡文化的熱誠。”
	 	Star	Cup	Ltd	
董事總經理	
Mario	Assuero	Barbagli

Caffè Pascucci調製正宗意大利風味 
自2008年起，Caffè Pascucci 於香港開設五間分店，將正宗意大利咖啡
及美食文化引入香港

Caffè Pascucci

‧		在2008年起於香港開設五間意式咖啡店
‧		所有甜品咖啡配方均由意大利 Caffè	Pascucci的
得獎咖啡師親自調製，所有員工都必須參與咖啡
師培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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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表示，消費者的喜好也有所轉變，以設計款色為例，
消費者會傾向選擇一些適合日常及特別場合穿戴的珠寶首
飾。有見及此，林曉同毅然在2000年創立了個人珠寶品
牌，以緊密配合消費喜好，並讓顧客不只擁有珠寶首飾，
更包含一份意義和感動。林曉同說：“我的每一件珠寶作品
背後都有一個故事。”

林曉同表示香港投資推廣署所提供的服務，包括參考意
見、政府規條及最新資訊都非常實用。他說：“這些支持讓
我們能夠完全專注於核心業務方面，並且服務前來我們新
店參觀的新舊客戶。”

屢獲國際大獎的林曉同設計師珠寶在台灣創立了超過	
16年，目前在台灣設有六間分店，不久前在香港開設了
新店，及將業務擴充至蘇州和上海。林曉同設計師珠寶
選擇了“店中店”的經營模式，與一間剛在香港擴充了業
務的大型書籍及生活用品店合作，以創辦人兼設計師名字
“SHIAO”設店，代表品牌永恆不變的初心。

創辦人兼設計師林曉同說：“香港是一個揉合現代又兼具傳
統文化思想的城市。在這裡，我看到非常多元文化創意，
擁有西方俐落線條又有東方內斂的氣息，和我的珠寶設計
理念不謀而合。香港國際珠寶品牌林立，而且香港人十分
喜愛時裝和藝術，因此對於我們這些充滿創意和不斷創新
的品牌而言，提供了一個很好的機會。”

適合日常和特別場合穿戴的珠寶首飾
林曉同的創業，源於1999年在台北的一場展覽，那時林曉
同在一間書店的藝廊租下約140平方米的展覽空間，回顧
他10多年來的個人珠寶設計作品。自那次展覽之後，台灣
知名的百貨公司開始陸續向林曉同提出設櫃的邀請。

全球珠寶產業配合新技術和原材料的發展不斷演變。林曉

訂造幸福的珠寶品牌
來自台灣的林曉同設計師珠寶希望藉著香港，拓展亞洲，甚至美洲和歐洲市場

林曉同設計師珠寶

‧		2000年以設計師名字“林曉同 LIN	SHIAO	TUNG”
創立個人品牌及珠寶工坊

‧		在台灣擁有最多設計專利的珠寶品牌，已創作出
一千多件珠寶作品

lin-shiao-tung.com.tw

“香港人十分喜愛時裝和藝術，
因此對於我們這些充滿創意和
不斷創新的品牌而言，提供了
一個很好的機會。”
	 	林曉同設計師珠寶	
創辦人	
林曉同

http://lin-shiao-tung.com.tw


12 投資案例

他補充說：“香港的家長思想較為開放，願意鼓勵子女學習
術科目以外的運動。跆拳道也可以幫助學生減壓，對他們
的身心發展有正面的影響。”

No	Rae 大師在香港認識了他的生意伙伴，並成功與韓國
拿撒勒大學跆拳道學系、首爾江西區跆拳道協會及慶熙大
學跆拳道學系達成合作協議。他聘請的教練全部來自韓
國，並擁有多國的教學經驗。

No	Rae 大師希望以香港作為據點，增設兩間分校，最後
擴展至亞洲其他地區及歐洲。

他十分感謝投資推廣署提供的服務。他說：“我透過一位朋
友認識投資推廣署的服務。他們的回應迅速，意見亦十分
有用，能為我們帶來正面的成果。”

跆拳道大師No	Rae 最近於香港創立NRG	Taekwondo	
Korea	Ltd，他是韓國土生土長的跆拳道師父，是跆拳道黑
帶五段，並擁有韓國拿撒勒大學榮譽學位。

跆拳道大師No	Rae 說：“跆拳道起源於韓國，是其中一項
列入奧運項目的武術運動，也是我喜歡的終生運動。”

他九歲開始練習跆拳道，這項運動不但提升了他的自信
心，也令他的體格更強健，性格亦變得更樂觀。自12歲
起，他便立志成為跆拳道大師，發揚跆拳道精神。為了實
現目標，他參加了多項國際賽事，並走訪多個海外國家作
示範表演。

多元文化
No	Rae 先後於韓國、烏克蘭、菲律賓及印尼教授跆拳道，
亦到訪了幾個國家，包括美國，最後他決定選擇定居香
港，延續他對跆拳道的熱誠。

他解釋說：“我享受在香港教授跆拳道，透過與學生相處，
我已經愛上這個城市。作為亞洲的樞紐，香港吸引了不同
國藉和種族的人士到訪，有些更落地生根。大型企業都希
望進駐香港並在此投資。因此，我決定在香港開設第一間
跆拳道學習中心，以發揚跆拳道精神。”

“香港吸引了不同國藉和種族的
人士到訪，有些更落地生根。”
	 	NRG	Taekwondo	Korea	Ltd	
創辦人	
No	Rae大師

韓國跆拳道宏揚國際
跆拳道大師 No Rae 曾走訪並於多
個亞洲國家工作，他認為香港是傳
授跆拳道技術和發揚跆拳道精神最
理想的地方

NRG Taekwondo Korea Ltd

‧		於2015年9月成立
‧		教學中心設於紅磡置富都會，位於紅磡港鐵站	
對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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龐大的市場和精明的客戶
Jeannot 博士認為香港為金融科技初創公司帶來的機遇比
紐約更多。他解釋說：“與北美洲的客戶相比，我認為本
地的客戶更為精明。例如，中國客戶會要求銀行職員使用
即時通訊應用程式與他們溝通。假如銀行無法提供這項服
務，那些中國客戶便會輕易轉投另一間銀行。因此，數據
安全的合規性和以數據為首的安全解決方案在市場上的需
求亦日漸增加。”

他補充說：“以市場對我們服務的需求來說，香港的需求比
美國高逾十倍。對企業家而言，香港具備一切讓初創企業
蓬勃發展的要素：交通四通八達、策略性的地理位置，以
及數量不斷增多的培育計劃和加速計劃。”

計劃擴展業務之初，APrivacy 得到投資推廣署駐多倫多辦
事處和資訊及通訊技術團隊的協助。Jeannot 博士對在香
港成立公司的效率和便捷程度留下十分深刻的印象。他說：
“在香港成立公司非常容易。各項有利營商的條件令企業事
半功倍。投資推廣署為初創企業提供的一站式服務和香港
政府部門的服務都非常有效率。”

APrivacy 於2010年在加拿大成立，是一間專門為金融服務
業提供數據安全服務的金融科技公司，業務對象主要是各
大銀行。他們提供的數據安全解決方案能夠保護儲存於所
有裝置、數碼文件、電郵、以至短訊及雲端上的機密資料。
透過限制複製、儲存、列印或轉發文件及電郵，或隨時回
收任何文件或電郵，即使文件已被傳送或下載，都能被回
收及保護。

APrivacy 行政總裁 Cédric	Jeannot 博士解釋其技術背後
的獨特性。他說：“它就像覆蓋在應用程式上的一層隱形
保安。不論客戶使用什麼應用程式，我們都可以為他們帶
來安全而無縫的用戶體驗。”

金融科技創業加速計劃 
結束為期三個月的2014亞太區金融技術創新實驗室計
劃後，Jeannot 博士和 APrivacy 營運總監兼財務總監
Michael	Basler 洞悉到亞太區市場的機遇，並決定進駐
香港。

Jeannot 博士說：“該計劃令我們對香港及其生活方式有更
透徹的認識，使我們能夠在文化和商業之間取得平衡。香
港是金融科技初創公司的理想平台，讓我得以在這個平台
上接觸銀行業及了解他們的趨勢與需要。”

2015年9月，APrivacy 在數碼港的共用工作間 Smart	
Space 設立了辦公室，並於中環的心臟地帶開設了另一個
辦事處。為配合業務所需，APrivacy 計劃於2016年年底前
增聘員工至20人，擔任銷售及市場推廣、客戶支援、項目
管理及技術應用等職務。

無處不在的隱形保安系統
金融科技初創公司 APrivacy 決定把他們的數據加密及追蹤技術業務規模
擴展至香港

APrivacy

‧		總部設於加拿大，並有他們的研發部門
‧		提供軍事級的保安系統和無縫式客戶體驗

aprivacy.com

“香港具備一切讓初創企業
蓬勃發展的要素：交通四
通八達、策略性的地理位
置，以及數量不斷增多的
培育計劃和加速計劃。”
	 	APrivacy	
行政總裁	
Cédric	Jeannot 博士

http://aprivacy.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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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的認證標準符合國際規格，歐洲等海外市場較為容易接
受。MGSL 的香港辦事處不但提供全面的實驗室檢測服
務，同時可作為MGSL 的亞洲區總部，支援中國華南地區
及東南亞地區的客戶。

渡邊說：“我們喜歡在港經營，因為香港擁有有利營商的環
境，包括自由港地位、資訊與資金自由流通。我們由零開
始在香港開業，實在有賴從本地頂尖大學畢業的員工。我
們也會定期派遣他們到東京總部接受進一步的培訓。”

展望未來，渡邊表示香港辦事處的盈利可望於五年內增加
一倍，並計劃於2016年或之前增聘員工至80人，特別是
具備相關工作經驗的人才。渡邊總結說：“隨著亞洲市場需
求日益增加，加上香港的認證服務備受國際肯定，香港無
疑是日資檢測認證公司的首要選址。”

MGSL 總部位於東京，擁有55年產品安全檢測經驗，並於
2014年決定在港開設辦事處，以拓展國際市場。該香港檢
測中心於2014年9月成立，位於新界大埔，當時聘有五名
員工，現時員工規模已增加至35名，其中五名為日本人。
MGSL 所提供的測試及檢驗服務涵蓋九類項目，香港檢測
中心的主要業務是玩具安全檢驗，以及消費品的化學成份
分析。

香港的地理位置鄰近珠三角區域，即全球的製造業基地之
一，同時處於亞洲的心臟地帶，這些都是MGSL 將業務擴
展至香港的主要考慮因素。

MGSL 執行董事渡邊孝善解釋說：“玩具製造業的價值鏈已
轉移至亞洲。許多日資生產商已將他們的營運地點移至中
國內地或其他亞洲國家。產品的品質檢定目前主要在深圳
進行，然後在香港完成產品檢驗，最後出口到日本。現時
日本市場較專注於產品設計。印尼和印度等鄰近國家的年
輕人口眾多，而且人口不斷增長，為檢測服務帶來龐大的
機遇。從物流的角度來看，鄰近珠三角的地理優勢能帶來
成本效益，因此，選址香港實在是明智的決定。”

國際認可 
香港無疑是亞洲區內的檢測及認證樞紐。根據渡邊所說，
在香港設立檢測中心對公司的海外業務極為有利，因為香

“  隨著亞洲市場需求日益增加，
加上香港的認證服務備受國際
肯定，香港無疑是日資檢測認
證公司的首要選址。”
	 	MGSL	
執行董事	
渡邊孝善

品質檢定，首選香港
香港擁有亞洲區的有利位置，吸引日本文化用品安全試驗所（MGSL）在香港開設
品質檢測中心，並已獲得日本及香港的相關認證

日本文化用品安全試驗所（MGSL）

‧		總部位於東京，於大阪、香港及台北設有實驗室
‧		在日本聘用了150名員工，在香港則有35名員工

mgsl.or.jp

投資案例

http://mgsl.or.j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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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家中，以供儲物。每個儲存箱都附有印上獨一無二的編碼
的保安封條，用戶可以在鎖上保安封條前為儲存箱內的物件
拍照，然後將相片上載到自己的線上戶口，隨時管理或提取
儲存箱。

由於代客寄存服務是本地的新產品，用戶需要時間學習和了
解。現時，Klosit 的顧客群以旅遊常客、外籍人士、年輕夫
婦、收藏家及體育運動愛好者為主。服務推出不久後，Klosit
已獲得好評，在一網上媒體品牌最近舉辦的頒獎典禮中，
Klosit 更奪得“最佳儲存服務”大獎。

2016年，該公司計劃將服務推廣至商務客戶，現正增設葡萄
酒及藝術品寄存服務。Fuochi 說：“我們在2016年上半年的
目標是在亞洲開拓兩個新市場。”

在開業初期，投資推廣署駐意大利顧問和運輸及工業團隊緊
密合作，為Klosit 提供一站式的支援。他總結：“香港的環境
令開設業務變得非常簡單，沒有太多繁複的程序。香港人才
濟濟，能聘請到具備英語溝通能力的員工，尤其是我們業務
中所需的基層員工如司機和送貨員等。”

Klosit 是個提供代客寄儲服務的平台，以堅固的儲存膠箱
和運輸及儲存服務滿足客戶的儲物需要。該公司於香港成
立了短短一年，員工規模已擴展至20人。

Klosit 的創辦人及管理層在瑞士及香港累積了豐富的物流
行業經驗，相關經驗有助Klosit 順利在香港展開業務。因
此，即使網上平台在Klosit 的營運中佔重要角色，該公司
仍深信儲存及運輸才是物流服務的重點。Klosit 的集中式
寄存倉庫設有24小時保安系統、恆溫及防蟲設備，並提供
上門送貨及取貨服務，致力為顧客節省時間及營造舒適的
居住環境。

O2O業務的理想選址 
香港的互聯網用戶比率極高，加上家居空間不足，這些因
素吸引了Klosit 來港開業。根據新加坡機構wearesocialsg
所作的調查，香港擁有575萬互聯網活躍用戶。

Klosit 創辦人 Riccardo	Fuochi 說：“香港是 Klosit 的理想
開業選址，我們選擇以香港作為業務的起點，因為我們對
本地市場有一定的認識，還可以使用到這裏已有的設施。
香港人口超過700萬，居住空間狹小，又有不少高收入人
士，因此具備一切適合開設代客寄存業務的條件。”

他補充說：“我們透過社交媒體與顧客互動，而網站則可以
提高產品的曝光率。此外，『線上付款，線下享受』的業務
模式與現時完全透過線下交易的迷你倉概念非常不同。”

全新的代客寄存服務概念讓顧客可以使用網上平台與
Klosit 預約時間，然後 Klosit 的司機便會將儲存箱送到顧

代客寄存服務首次登陸香港
Klosit 是一間擁有自家倉庫和車隊的 O2O（線上到線下）物流服務公司，在香港專門提
供獨特的代客寄存服務，業務蒸蒸日上

Klosit

‧		以香港作為環球業務的起點
‧		透過智能裝置提供O2O物流及寄存服務	

klosit.com

“香港的環境令開設業務
變得非常簡單，沒有太
多繁複的程序。”
	 	Klosit	
創辦人	
Riccardo	Fuochi

http://klosi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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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 行業

澳大利亞
澳世寶 體育營養

加拿大
APrivacy 金融科技

Blueprint	 軟件

Pivot88	 資訊科技

法國
L’Eclair	de	Genie	 飲食業

德國
BLEND 建築及都市設計

GreenPages	 網上環保目錄

印度
B’CREO 針對初創科技企業的服務

意大利
秘鏡科技有限公司 物聯網

Caffè	Pascucci 飲食業

Euro	Healthy	Foods	Corporation	 意大利及歐洲食品貿易

Noi	Company	Ltd 貿易

日本
DFL-Shutoken	Leasing		
（Hong	Kong）Company	Ltd

金融服務

日本文化用品安全試驗所 測試及認證

白石畫廊		 畫廊

韓國
NRG	Taekwondo	Korea	Ltd 跆拳道班

中國
硬蛋 物聯網供應鏈平台

深圳市港豐投資顧問有限公司 投資顧問

公司 行業

荷蘭
WECREATE 廣告、品牌、網頁設計、網上商

務及手機程式設計

波蘭
BLU	Energy	Drink	Asia 餐飲業

西班牙
360Experience 旅行社

瑞士
Klosit	 儲存服務

S-Partners	Ltd 初創企業投資服務

台灣
野獸國股份有限公司 玩具及服裝收藏品零售

香港開物生活有限公司 木製品設計

林曉同設計師珠寶 珠寶業	

土耳其
TLS	Logistics	Asia	Co	Ltd 物流

英國
百利亞洲（香港）有限公司 資產管理

CloserStill	Media	 活動製作

香港墨爾文國際學校 國際教育

One	Space	 建築、室內設計及科技

美國
藝生工坊 藝廊及藝術工坊

香港Harley-Davidson		 汽車業

海瑞得拍賣行 拍賣行		

路明科技有限公司 可穿戴式設備

http://e.weibo.com/investh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