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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長序言
不經不覺，香港中小型企業總商會於 2006 年舉辦首屆「最佳
中小企業獎」及「中小企業最佳拍檔獎」選舉以來，今年已
步入第十四個年頭。有賴特區政府商務及經濟發展局歷任常務
秘書長的支持，並親身擔任評審委員會主席，加上社會各界的
積極參與，獎項的知名度日益提升。令一眾中小企業得以透過
「最佳中小企業獎」向社會各界宣傳企業的營商優秀之處，
為日後的進一步發展做好準備。	

我們也樂見眾多獲獎的中小企業，由於得到社會各界的關注，
令他們的業務有所提升。更感到欣喜的是，每年的參選者數目
節節上升，這正代表更多表現優秀的中小企業願意分享其營商
經驗。至於「中小企業最佳拍檔獎」的出現，令更多大企業跟
機構了解到為中小企業做好配套服務的重要性，以及更多工商
機構推出支援本地中小企業發展的產品及服務，本會喜見近年
來各大團體紛紛舉辦類似的選舉，能開風氣之先，本會實感
榮幸。	

此外，感謝鵬程慈善基金創辦人及主席鍾志平教授的大力
支持，本會今年得以繼續舉辦「鵬程中小企青年創意創業
獎」，表彰一批優秀的青年創業家，我們亦期望藉此鼓勵各
有志創業的青年朋友們能精益求精，尋求更大的進步；同時，
透過獎項向社會各界展示初創企業的強項和特色，協助他們
走得更快更遠。

最後，我們期望，「最佳中小企業獎」和「中小企業最佳拍檔
獎」、「鵬程中小企青年創意創業獎」的得獎者能作為同業的
借鑑，為中小企業在營運和業務上帶來更理想的發展。

	 	 巢國明
香港中小型企業總商會

會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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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小企獎」籌委會主席序言
「最佳中小企業獎」、「中小企最佳拍擋獎」、「鵬程中小
企青年創意創業獎」自創辦以來，憑藉嚴謹的評審程序，
以及社會各界人士的支持，已成為業界每年一度的盛事，
獲獎企業數目累積已過百家，近年亦有不同團體舉辦類似
活動，本會能開風氣之先，深感榮幸。	

事實上，作為香港經濟發展的重要支柱之一，34 萬家中小
企業，佔香港所有註冊企業的 98%，為 130 萬人提供就業
機會，這 34 萬家中小企業，可能有 34 萬個業務，也可能有
34 萬種管理方法，但相信各位不會反對，他們的共同目標是
爭取盈利、持續經營及貢獻社會。「最佳中小企業獎」設立
的初衷，正正是希望透過表揚一群具有無限創意，能夠開拓
目標市場，配合優質的企業管治及積極發揮自強不息精神的
中小企業，希望為其他中小企業提供參考。	

另外，我們亦深信，中小企業在成長的路上，除了自身的
努力以及特區政府的支持外，不同機構為中小企業提供度身
定制的服務亦必不可少，為此，我們亦設立「中小企最佳
拍擋獎」，表揚這一批在中小企業成長路上的最佳拍檔。	

今年參選公司眾多，評審過程亦相當嚴謹。本人在此代表
商會理事會仝人，衷心感謝各評審委員的支持，特別是兩位
評審主席：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常任秘書長（工商及旅遊）
利敏貞太平紳士、以及「鵬程中小企青年創意創業獎」評審
委員會主席香港科技園主席查毅超博士，在百忙之中付出
寶貴時間為各參賽企業及機構，作出專業的分析及評核，
令本屆各獎項的得主能順利誕生。	

此外，本會亦非常感謝「鵬程慈善基金」的冠名，本年度
繼續支持「鵬程中小企青年創意創業獎」，為表彰香港青年
創意創業的精神，及其獨創的營銷理念。	

我謹代表商會同人藉此機會恭賀所有得獎者，以及所有支持
機構的積極響應，令獎項得以順利舉行。衷心期望香港的中小
企業及初創企業能繼續發光發熱，為客戶提供更佳服務，為
香港創造更多奇蹟，亦期待更多工商機構能推陳出新，為中小
企業界提供更多元化的服務。

邱斌
最佳中小企業獎、中小企最佳拍擋獎及

鵬程中小企青年創意創業獎
籌委會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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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最佳中小企業獎  得獎企業

2019

（排名不分先後）

ENSEC SOLUTIONS 
HONG KONG LIMITED

URBAN AIR DESIGN 
LIMITED

宏才拓展有限公司 永光鋼鐵工程有限公司 美味棧國際有限公司

中國寶順集團有限公司 百份百餐廳有限公司

LOST 奧思室內設計顧問
有限公司

天一物流集團有限公司 訊譜軟件有限公司星之谷地產有限公司

夏薰娜國際香港有限公司 摩米士科技 ( 香港 )
有限公司

高盛國際物流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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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鵬程中小企青年創意創業獎  得獎企業

（排名不分先後）

Bright Future SME’s Youth
Creative Entrepreneurship Aw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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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6 關愛服務有限公司

智能電子鎖有限公司

多奇科技有限公司 GO 巴出行 創意聯動有限公司 立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SENSTECH LIMITED

善覓有限公司

物理治療工傷復康中心 SHARON WORKSHOP 
HOLDINGS LIMITED

青少年生涯發展及研究
專業協會有限公司

報貝有限公司 CONNECTAR LIMITED

TM

永中遊艇有限公司 交易寶有限公司 TRITECH DISTRIBUTION 
LIMITED

晶益國際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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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0 1 9 中 小 企 業   最 佳 拍 檔 獎得獎企業

最佳拍檔金獎

（排名不分先後）

2019

職業訓練局 香港理工大學

德國寶（香港）有限公司 恒生銀行有限公司

東亞銀行有限公司

創興銀行有限公司

中國銀行（香港）有限公司 公司註冊處

香港上海滙豐銀行有限公司

星展銀行（香港）有限公司

渣打銀行（香港）有限公司新互動媒體有限公司 BCT 銀聯集團

香港生產力促進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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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0 1 9 中 小 企 業   最 佳 拍 檔 獎 得獎企業

2019

最佳拍檔獎

（排名不分先後）

大新銀行有限公司 友邦保險 ( 國際 ) 有限公司中國建設銀行（亞洲）股份有限公司

香港電燈有限公司中華電力有限公司 上海商業銀行有限公司

香港出口信用保險局 香港郵政香港按證保險有限公司

中信國際電訊 ( 信息技術 )
有限公司

Federal Express (Hong  Kong) Ltd富邦銀行 ( 香港 ) 有限公司

南洋商業銀行有限公司 新世界設施管理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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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審委員會名單

評審委員會
〈最佳中小企業獎〉及〈中小企業最佳拍檔獎〉 

主席：
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常任秘書長(工商及旅遊)	 利敏貞女士,	JP
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副秘書長 (工商)	 吳麗敏女士,	JP

委員：
香港特別行政區立法會—工業界(第二)議員	 吳永嘉先生,	JP
香港工業總會會長	 郭振華先生,	BBS,	MH,	JP
職業訓練局執行幹事	 尤曾家麗女士,	GBS,	JP
香港生產力促進局總裁	 畢堅文先生
香港工業專業評審局創會主席		 陸地博士,	JP
香港中小型企業總商會永遠榮譽會長兼常務顧問	 陳國威先生,	MH,	JP

〈鵬程中小企青年創意創業獎〉

主席：
香港科學園主席		 查毅超博士,	BBS

委員：
香港工業總會名譽會長		 鍾志平博士,	GBS,	BBS,	JP
香港中華廠商聯合會會長	 吳宏斌博士,	BBS,	MH
香港理工大學專業及持續教育學院副院長(質素保證)	 趙之琨博士
香港青年聯會主席		 蔡德昇先生

（排名不分先後）

2019年
最佳中小企業獎、中小企業最佳拍檔獎及

鵬程中小企青年創意創業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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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旨
•	公開嘉許及表揚獲獎企業所擁有的企業精神和對社會作出的貢獻
•	增強社會各界對獲獎企業的認識

參選資格
1.		參選企業必須為香港註冊公司，並且以香港為主要的營運基地，
2.	參選企業在過去的業務營運和發展過程中，對香港工商業或經濟發展有顯著的貢獻或影響；
	 在不同領域上得到顯著的成績，以及具體展現了自強不息，克服逆境的能耐。
3.	參選企業必須在香港註冊超過三年或以上，並擁有過往兩年由會計師核准的財務報表。
4.	參選企業須為中小企規模之公司，而上市公司則不能參與有關獎項。

評審標準
1.	參照以下六個標準作出評分：
a.		企業領導者的才能和背景	 20%
b.		企業的規劃及經營理念		 30%
c.	企業之財務及成本控制	 20%
d.	企業管治及文化																																							 10%
e.	企業如何在同業的競爭中突圍而出							 10%
f.	 企業之人才培訓及社會服務或貢獻							 10%

2.	選舉活動分初步甄選及最後評審，最後評審將會以面試形式進行。評審團在面試的基礎上，綜合考慮
參選企業提供的資料決定獲獎名單。

參選得益及回報
•	提升獲獎企業在其所屬行業的知名度及其專業認受性
•	肯定獲獎企業在社會的成就
•	讓社會各階層人士認識到獲獎企業對業務精益求精之道，自強不息的精神及其提升客戶滿意程度的堅持。

此外，大會更會透過傳媒對獲獎企業作廣泛報導，包括在香港與國內有關中小企業的展覽會中宣傳，務求令
社會各界得知獲獎企業是香港中小型企業的典範，獲獎企業除獲邀出席主辦單位香港中小型企業總商會所舉辦
的頒獎典禮暨晚宴外，在提升知名度的同時，日後可在其宣傳資料及廣告內，使用【最佳中小企業獎】的標誌，	
於進行市場推廣時，宣傳獲獎的卓越成就。

獎項
分別設有「最佳中小企業獎」及「中小企業奮鬥精神獎」：
1.	『最佳中小企業獎』獎項頒授予成績顯著的企業。
2.	若未能獲『最佳中小企業獎』獎項之企業，評審團將視乎各參選企業的背景考慮頒贈「中小企業奮鬥
精神獎」，此獎項是頒發予公司規模較小，在同行的競爭中較缺乏明顯的優勢，但為鼓勵企業創業路
甚為艱難，加上營商有道，在激烈的競爭中依然屹立不倒，其志可嘉。(每屆均設有上限 )

獲獎名額由評審團視乎各參選企業的背景及資格來決定。各獲獎企業均獲頒發獎座及錦旗。

2019

宗旨及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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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旨及簡介

宗旨
•	表揚香港青年自強不息的創意創業精神
•	鼓勵及支持香港青年發揮無窮創意、為產業注入創新原素和獨特的經營概念
•	嘉許青年企業對社會作出的貢獻
•	增強社會各界對獲獎企業的認識

參選資格
1.	參選企業之東主或領導須於 2018年 12月 31日或之前年齡介乎 18至 45歲。
2.	參選者必須持有有效之香港永久性居民身份證。
3.	參選企業必須於 2018年 12月 31日或之前在香港註冊超過一年或以上，但不超過五年，並且以香港為主要
的營運基地，並擁有最少一年由會計師核准的財務報表。

4.	參選企業須為中小企規模之公司，而上市公司則不能參與有關獎項。

評審標準
1.	選舉將參照以下五個標準作出評分：
a.	企業領導者的才能和背景	 15%
b.	企業的創意、規劃及經營理念	 60%
•	企業特色和突出之處
•	企業對於產品和策劃上的創意
•	企業之營銷策略及可持續性
•	企業之市場定位及其產品 /服務於市場上的競爭優勢
•	企業之市場推廣策略、顧客關係管理及成本效益

c.	企業如何在同業的競爭中突圍而出	 10%
d.	企業之財務及成本控制	 5%
e.	企業之人才培訓及社會服務或貢獻	 10%
參選企業可根據以上五個標準，提供公司之企業簡介 (如產品類別或服務對象、發展歷史及內地業務等 )
值得甄選及評審委員會揀選的原因，撰寫報告並以簡報 (PowerPoint)形式遞交。

2.	選舉活動分初步甄選及最後評審，最後評審將會以面試形式進行。評審團在面試的基礎上，綜合考慮參
選企業提供的資料決定獲獎名單。

參選得益及回報
•	提升獲獎企業在其所屬行業的知名度及專業認受性
•	肯定獲獎企業在社會的成就
•	讓社會各階層人士認識到獲獎企業對業務精益求精之道，自強不息的精神及其提升客戶滿意
•	程度的堅持
•	提升香港中小型企業青年翹楚的典範

獎項
『鵬程中小企青年創意創業獎』( 名額不限 )
獲獎企業可獲
•	獎座及錦旗
•	於「得獎特刊」免費一版公司簡介
『鵬程中小企青年創意創業大獎』(名額1名)，由評審於獲獎企業中，選出最具創新意念及可持續發展的企業，
可額外獲得獎金港幣 $20,000 元正 ( 由「鵬程慈善基金」贊助 )。

Bright Future SME’s Youth
Creative Entrepreneurship Award

2019



排名不分先後

「鵬程中小企青年創意創業獎」支持商會：

「鵬程中小企青年創意創業獎」合辦機構：

鵬程慈善基金
由鍾志平博士於 2010 年創立的鵬程慈善基金，
一直積極支持不同地區的教育發展和各項
工作，慷慨捐款，惠及香港理工大學、香港
中文大學、香港科技大學、香港城市大學、嶺南
大學、恒生管理學院、香港職業訓練局、香港
專業教育學院、香港知專設計學院、邱子文高
中學校等；另外亦分別為內地捐贈助學金及為
英國華威大學設立獎學金。

基金自成立以來，對積極學習的學生頒發不同
的獎學金，如多項設計獎學金、傑出學生獎
等，分別向學業成績和全人發展方面表現優異
的學生作出鼓勵。為了擴闊學生的視野，先後
於2010、2011及 2012年贊助學生遠赴南極、
北極和珠穆朗瑪峰作極地探索；同時亦贊助學生
參加世界技能大賽和外展計劃等。這種種寶貴
而獨特的體驗，讓學生終生受用。						

冠名贊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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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旨及簡介

宗旨
•	表揚參選機構 /	企業對香港中小企業的支持及配合
•	增強社會各界對獲獎機構 /	企業的認識
•	持續及增強香港中小企業之競爭力
•	鼓勵參選機構 /	企業繼續支持香港中小企業的業務營運和發展

參選資格
1.	參選機構 /企業必須為香港註冊公司，並且以香港為主要的營運基地。
2.	參選機構 /企業在過去對香港中小型企業的業務營運和發展，曾經給予支持和配合，並得到顯著的成效和
貢獻。

3.	參選機構 /企業必須在香港註冊超過三年或以上。

評審標準
參照以下五個標準作出評分：
a.	機構 /企業所提供之產品或服務對中小型企業的重要性？
b.	機構 /企業設有甚麼機制，能使之不斷地為中小企業客戶提供合適的產品和服務？
c.	機構 /企業為中小企業所提供之產品或服務，為中小型企業的發展作出怎樣的具體貢獻？
d.	機構 /企業為了服務中小企業客戶，營造了一個怎樣的機構文化，及如何重視中小企業客戶？
e.	機構 /企業設有甚麼合作和溝通機制，維持與中小企業客戶的和諧關係及進一步促進彼此之間的瞭解？
參選機構 /企業可根據以上五個標準，提供公司之企業簡介 (如產品類別或服務對象、發展歷史及內地業務等 )
和值得甄選及評審委員會揀選的原因，撰寫報告並以簡報 (PowerPoint)形式遞交。
評審在遞交的文件中，綜合考慮參選機構 /企業提供的資料決定獲獎名單。

參選得益及回報
•	彰顯獲獎機構 /企業給予中小企業的支持及貢獻
•	提升獲獎機構 /企業的形象
•	提升獲獎機構 /企業在其所屬行業的知名度及專業認受性
•	肯定獲獎機構 /企業在社會的成就
此外，大會更會透過傳媒對獲獎機構 /	企業作廣泛報導，包括在香港與國內有關中小企業的展覽會中宣傳，
務求令社會各界得知獲獎機構 /	企業是香港中小型企業的典範，獲獎機構 /	企業除獲邀出席主辦單位香港
中小型企業總商會所舉辦的頒獎典禮暨晚宴外，在提升知名度的同時，日後可在其宣傳資料及廣告內，使用
【中小企業最佳拍檔獎】的標誌，於進行市場推廣時，宣傳獲獎的卓越成就。

獎項
分別設有「中小企業最佳拍檔獎」及「中小企業最佳拍檔金獎」。
1.	【中小企業最佳拍檔獎】頒授予對香港中小型企業的業務營運和發展給予支持和配合的機構 /企業，並得到
顯著的成效和貢獻。

2.	「中小企業最佳拍檔金獎」頒授予已連續十年或以上成功獲獎之企業。
獲獎名額由評審團視乎各參選企業的背景及資格來決定。各獲獎企業均獲頒發獎座及錦旗。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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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評審日花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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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頒獎典禮照片

億達再生資源有限公司 科文實業有限公司 ANNABELLE 
INTERNATIONAL LTD. 藝術天地樂淘教育有限公司

智集團理財有限公司 潘威林測量師行有限公司莉莎美甲(香港)有限公司

2018最佳中小企業獎

捷力思光電有限公司美科護膚品實業有限公司 奇噢創新有限公司 達領設計製作有限公司

天一物流集團有限公司 STEMA ROBOT 
CODING ACADEMY 浩宏(集團)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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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頒獎典禮照片

AVATECH INNOVATION 
LTD. 博雅思教育中心有限公司 財利科技有限公司

創龍企業解決方案有限公司

千立酷有限公司

囍點文化宴會策劃有限公司 微小小鎮(亞洲)有限公司

KOREAN CORNER 
COMPANY LTD.

PHOTOGIFT (HK) LTD.

環球大眾傳播有限公司綠行俠 FUND PARK

LET'S FITNESS LTD. LINK-PRO CPA LTD. 文信互聯科技有限公司

通達網絡有限公司

2018鵬程中小企青年創意創業獎

2018鵬程中小企青年創意創業獎大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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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頒獎典禮照片

2018中小企業最佳拍檔金獎

德國寳(香港)有限公司 恒生銀行有限公司 香港上海滙豐銀行有限公司香港生產力促進局

職業訓練局 香港理工大學 東亞銀行有限公司中國銀行(香港)有限公司

創興銀行有限公司 公司註冊處 新互動媒體有限公司

渣打銀行(香港)有限公司

星展銀行(香港)有限公司

最佳拍檔金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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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頒獎典禮照片

2018中小企業最佳拍檔獎

最佳拍檔獎

BCT 銀聯集團 中華電力有限公司 上海商業銀行有限公司

香港電燈有限公司 香港按揭證券有限公司 香港出口信用保險局

香港郵政 大新銀行有限公司 機場管理局

中國建設銀行(亞洲)股份有限公司 友邦保險(國際)有限公司 新世界物業管理有限公司



最佳中小企業獎
得獎企業簡介
Best SME’s Award 
Brief Introduction

最佳中小企業獎
得獎企業簡介
Best SME’s Award 
Brief Introd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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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盛國際物流有限公司
提名人：邱斌博士

AFL高盛國際物流有限公司是一家具有創新性的國際電貿服務
供應商。追溯到 2009年的時候，我們作為一個貨運代理和物流
服務供應商，在香港 , 中國及東南亞經營。

我們年輕但發展迅速。公司網路已經遍佈中國各大城市和印尼、
汶萊、馬來西亞、泰國、臺灣、英國、法國、義大利、德國、
美國、澳洲等 , 同時我們建立 6000良好的代理網路伴遍佈全球
789個城市 190個國家提供全面性的跨境電商物流服務。

隨著電子商務的快速增長，我們為香港本地客戶提供一站式的
電子商務解決方案 (ECOSS)，其中包括：3PL倉庫管理、跨境
B2C小郵包配送、中國或海外保稅區 BC/BBC服務 ,海外網上
市場推廣，平臺管理 ,數字行銷 (Digital Marketing), 項目策劃
跨境網上銷售、產品代營運和孵化等等。如有需要的話，亦會
為客戶訂做一個滿足他們需要的特別方案。

AFL的優點是我們建立了全球電子商務物流的網絡服務覆蓋
190個國家提供訂單包裝、倉存管理、海外集運 , 香港本地和
海外的包裹快遞或智能櫃服務，與此同時通過我們在中國和
東南亞的網上平台合作夥伴協助商家將商品快速地銷售到海外
電子商務市場，為客戶解決電子商務上的物流和營銷問題 .

企業地址：

九龍觀塘開源道 54 號
豐利中心 2 字樓 211 室

企業網站：
www.aflcargo.com.hk

企業電話：
3153 5365

企業傳真：
3153 5389

企業電郵：
danny@aflcargo.com.hk

成立年份：
2009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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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寶順集團有限公司
提名人：林汛玲

中國寶順集團有限公司創立於一九九零年，擁有三十多年物流
裝備經驗。寶順集團在品質及系統管理方面都達致國際級水平，
通過國際品質管制體系認證 ISO9001。至今，集團已在亞太區－
香港丶上海丶澳洲、新加坡、馬來西亞、緬甸等地設立超過
7間全資子公司，服務由設計及生產各種專利貨櫃箱，發展至
租賃及售賣海上鑽油平台裝備，碼頭堆場服務以及物流裝備
管理服務。集團蓬勃的發展，可見市場拓展策略相當完善。 

貨櫃箱銷售地點遍佈全球三十多個國家，於多個國家例如
美國， 加拿大，紐西蘭為最大集裝箱供應商之一，擁有當地
集裝箱批發市場份額百分之二十以上。 海上鑽油平台裝備
服務在新加坡丶馬來西亞丶 澳洲丶泰國丶緬甸等地設立子
公司。為亞太區四大鑽油平台裝備供應商之一， 主要客戶為
中海油丶 Shell丶 Chevron丶 Schlumberger及 Halliburton等。

企業地址：

香港九龍新蒲崗大有街 1 號
勤達中心 507-508 室

企業網站：
www.bslcontainers.com

企業電話：
2363 3381

企業傳真：
2363 8023

企業電郵：
mkt@bslcontainers.com

成立年份：
199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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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地址：

Unit 2701-02, 27/F,
9 Chong Yip Street,
Kwun Tong, Hong Kong

企業網站：
www.ensecsolutions.com

企業電話：
2343 6884

企業傳真：
2343 3884

企業電郵：
enquiry@ensecsolutions.com

成立年份：
2008 年

ENSEC SOLUTIONS 
HONG KONG LTD.

提名人：黎綺婷

Ensec Solutions專門提供一站式保安系統服務，以專業顧問的
形式為客戶度身整合出一套適合的系統，包括設計、供貨、
安裝、維修及保養。我們以服務商業機構為主，如本地企業和
跨國公司辦公室，各大零售連鎖店舖及倉庫等，並保持中立性，
不製造自家產品，也不會偏重一兩間系統供應商，以細心及
專業知識為客人揀選最合適的產品。現正和我們合作的產品
供應商超過一百多間，客戶可以選擇最能夠切合他們個別需求及
預算的產品和系統，給予客人更多的選擇及彈性。 

Ensec Solutions除擁有保安牌照及行業專業機構的會員資格
外，為建立一套完善的管理系統，於成立初期便已經參考國際
認可之 ISO9001:2015質量管理體系認證及 ISO14001:2015

環境管理體系認證去制定各項工作流程及系統，並成功通過
認證，證明公司在保安系統的設計、供應、安裝、維修及保養
上均一致地實行卓越優質管理。並在 2014年獲選為香港新星
服務品牌及於 2017年奪得香港服務名牌，成為香港唯一擁有
這兩項榮譽的保安系統公司。 

Ensec Solutions 亦十分重視社會企業責任，除了實行家庭友善
的政策及提供舒適的工作環境給員工外，我們亦成立了義工
團隊定期為社會服務，亦會為一些社福機構提供免費的服務，
回饋社會，因此亦連續多年獲得了商界展關懷，最住僱主及
家庭友善僱主等榮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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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網站：
www.hafina.com.hk
www.facebook.com/hafina.shop

企業電話：
3547 2978

企業傳真：
3547 2700

企業電郵：
hafinashop@yahoo.com.hk

成立年份：
2015 年

夏薰娜國際香港有限公司
提名人：徐靄妍

為女性打造功能內衣  建立正確的護胸知識
創辦人 Sorry Ko ︰是一份使命	

內衣，對女性來說可以說是第二層皮膚，因此一件合適又舒適
的內衣絕對是女士們的必需品。不過香港很多女性都不了解一件
合身內衣的重要性，著錯內衣令自己感覺不舒服外，更影響到
健康。

Hafina，香港內衣品牌，創辦人高穎芝 (Sorry	Ko) 深明女性
不懂如何去選擇適合的內衣，於是創立自己的功能內衣品牌，
希望為女性提供正確的內衣知識和產品。

Sorry 發現布料和剪裁都會影響內衣的質素外，更銳意打破坊間
對功能內衣的誤解，例如束縛感、款式單調等等。Hafina 的專業
內衣顧問，協助客人選擇內衣外，更會為客人定期檢查所穿內衣
是否需要更換，和提供胸部的健康咨詢服務。

「香港內衣品牌 Hafina	唔緊而有效嘅功能內衣，精選高質的
布料，向顧客推廣正確的護胸知識，就是經營Hafina的理念。」
Sorry 這份堅持就是Hafina 得到顧客的認同，和得到「香港最受
歡迎品牌」，「友商有良」嘉許企業以及「香港中小企創新
大獎」等獎項的原因。



Hafina 於2015年誕生, 主打為台灣生
產之日系設計女性功能內衣, 首創品牌
將功能內衣和胸部通淋巴服務結合。
很多女性一直穿著不適合的內衣導致淋
巴淤塞, 形成副乳; 為教育及提高女性
對內衣的知識, Hafina提供一對一試身
服務令顧客更了解關注自己的胸部。服務令顧客更了解關注自己的胸部。
現Hafina為註冊商標, 共有9間分店及
1間美容中心。

●屯門         ●元朗         ●葵涌         

●旺角         ●沙田         ●觀塘

●銅鑼灣

www.hafina.com.hk

●粉嶺 ●尖沙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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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地址：

九龍新蒲崗六合街 8 號
六合工業大廈 13 樓 D 室

企業網站：
www.cafe100.com.hk

企業電話：
2141 0035

企業傳真：
2141 0045

企業電郵：
info@tasteofasia.com.hk

成立年份：
2007 年

百份百餐廳有限公司
提名人：黎綺婷

百份百餐廳創辦於 2007年，是亞洲國際餐飲集團旗下的旗艦
品牌，亦是集團創辦人繼建立加拿大的餐飲版圖後、首個於
香港開設的餐飲品牌。

港式餐廳與香港人生活密不可分，百份百餐廳與香港人攜手跨
步十二年，早已融入香港人的日常生活。品牌兼融懷舊和時
尚意念，從經典的港式食品，到期間限定菜式，在食材選用、
擺碟設計和烹調細節上注入創意元素，同時保持地道個性，
吸引熱愛本土飲食文化的食客光顧。

餐廳的菜式以食客健康為優先考量，於全線供應的白飯加入
藜麥，增加健康元素；又研製出先煎後焗的「半焗流心蛋」，
由於蛋白嫩熟，比傳統太陽蛋更讓食客安心。品牌在菜式烹調上
不斷精益求精，其招牌菜「咖喱牛坑腩」選用獨門配方秘製，
兩度獲被譽為飲食界奧斯卡的「飲食天王」頒發「咖喱牛腩
天王」殊榮，更被傳媒評選為同類產品推介第一位。 

百份百餐廳悉心營造用餐氣氛，以六、七十年代的懷舊香港照片
作裝飾，包括鐵皮信箱和雞蛋燈，配合天花吊扇等佈置，吸引
食客的興趣和注意。品牌在食品質素和用餐環境投放的心思，
深得食客、媒體和業界廣泛好評。於 2017年更榮獲「香港服務
名牌」的殊榮，在十二年間成為香港人認同的地道品牌，實力
有口皆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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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ST
提名人：徐靄妍	

LOST，設計出一系列真人密室逃脫遊戲，玩家們會被困在密室
房間裡，必須使用房間的元尋找線索來解決謎題，在指定時間之
內逃出密室。密室內設有多種 LOST自行研發的機關，給玩家
帶來無限樂趣及體驗，同時可訓練及加強團隊間的“ 理解 ”、
“溝通 ”、“合作 ”和“觀察 ”能力。 

LOST擁有超過二十多個不同的歷史故事主題密室，為大家提供
一個優質的場地，使玩家可以全程灌注於遊戲當中，玩家需要
進入由 LOST精密設計的遊戲房內，投入於遊戲的場景或角色
當中，使玩家可以放下手中的手提電話，與別人面對面進行
溝通，齊心協力解決難關，加強人與人之間的聯繫。 

2013年 LOST總部設於香港，並於台灣、澳洲、加拿大、中國、
菲律賓、新加坡、阿拉伯聯合酋長國和越南開設了加盟店。短短
六年間已發展到八個國家十三間分店。LOST亦與多間國際及
本地學校合作舉辦團隊訓練活動，以及香港地下鐵路公司、香港
政府、香港機場管理局等等製作移動密室。

2019年 LOST再下一城，開設全新 LOST Junior，融合 STEAM

的元素，讓 6-14歲小朋友及新手玩家更能投入及體驗密室逃脫
的樂趣。鍛鍊腦筋，培育創意解難，加強團隊合作精神。

企業地址：

香港銅鑼灣白沙道 1-3 號 1 樓

企業網站：
www.losthk.com

企業電話：
2892 2393

企業電郵：
info@losthk.com

成立年份：
2013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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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地址：

香港九龍荔枝角長義街 10 號
昌隆工業大廈 4 樓 A 室

企業網站：
www.momax.net

企業電話：
2402 3983

企業電郵：
info@momax.net

成立年份：
2004 年

摩米士科技(香港)有限公司
提名人：胡智聰

MOMAX於 2004年在香港創立，定位為智慧、時尚、高端的
品牌，在「將科技融入生活」的理念下，透過創新設計及優質
產品，不斷提升用戶的體驗。 

作為香港創意消費電子產品的領導品牌，多年來不斷推出開創
性的產品，包括流動電源、智能自拍桿及無線充電產品等。
產品屢獲世界級設計殊榮如德國「紅點產品設計大獎」，設計
及創意備受肯定。產品亦獲多項國際品質認證如 CE、C-tick、
CCC及 UN38.3航空鑒定等，品質可靠。 

憑藉創意設計及優越品質，MOMAX受全球三大手機品牌包括
「蘋果」、「三星」及「華為」的青睞，成為他們的認可合作夥伴。
MOMAX不僅是唯一獲「三星」配件合作夥伴資格的香港品牌，
更是全球首批獲「華為」認可使用「Design for Huawei」標識
的手機配件品牌。 

至今進駐全港超過 1,200個、全國超過 10,000個、全球多達
80,000個銷售點，銷售網絡遍佈世界。先後與天貓、京東、
小紅書、Amazon及 HKTV mall等網上平台合作，設立線上
品牌旗艦店，開展線上線下新零售模式。 

MOMAX一直關心社會，幫助弱勢社群。響應環保署的「充電
池回收計劃」，鼓勵用戶回收充電池，以減低對環境的影響。
MOMAX亦向不同慈善團體，如奧比斯、無國界醫生、學友社等
提供贊助及義工支援，回饋社會。 

MOMAX未來將繼續致力研發更多創意消費電子產品，將科技
融入生活，引領潮流，為用戶開創全新的流動數碼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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奧思室內設計顧問有限公司
提名人 : 黎卓斌

奧思室內設計顧問有限公司一向致力提供卓越的一站式設計
顧問服務，配合靈活高效的項目管理，於業內享負盛名，今年
首獲由香港中小型企業總商會頒發之「最佳中小企業獎」，對
管理團隊的理念及全體員工的努力予以肯定，深感榮幸及鼓舞。

憑藉優質全面的專業設計、以提高客戶生產力為本的作業策略，
20多年來我們與本地甚至海外知名客戶建立緊密合作關係，
今年首度參選「最佳中小企業獎」即勇獲該項殊榮，領導行內
業界的實力可見一斑。 

嶄新設計概念 實踐遠景

作為一間設計顧問公司，我們為客戶群提供四大服務範疇：
品牌發展策略、項目管理及諮詢、空間規劃與室內設計，及設備
管理環環緊扣為客戶帶來滿足及驚喜，為此我們尤其重視培育
新晉設計師，不斷提升素質以實踐公司遠景。 

用家角度出發 演繹優化

我們深信了解客戶所想，是引領構思走向成功的起點。除了
主動回應客戶需求，貼心從用家角度展開企劃，近年我們更走
在同行前端，積極推動室內設計及裝潢服務智能及可持續發展，
為「優化空間」付予新定義。 

客戶高度評價 引證實力

公司成立至今，完成的設計作品多達 700 個，客戶遍佈不同
機構和行業，其中包括：市區重建局、香港交易所、Sony HK 

及 LVMH Group 等，大部分新客戶亦樂意再次合作，高度的評
價正是我們擁有非凡實力的最佳例證。 

在此，奧思室內設計顧問有限公司再次感謝香港中小型企業
總商會頒予本年度「最佳中小企業獎」，我們今後將會繼續
秉承專業精神，與時並進，更創佳績回饋客戶，為同行業界
樹立更高標準。

企業地址：

九龍灣常悅道 20 號
環球工商大廈
11 樓 20 室

企業網站：
www.ops-int.com.hk

企業電話：
2780 7733

企業傳真：
2780 7793

企業電郵：
info@ops-int.com.hk

成立年份：
1998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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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地址：

尖沙咀河內道3 – 4 號
世紀商業大廈5樓C室 

企業網站：
www.starpagency.com

企業電話：
2884 0531

企業傳真：
2777 8930

企業電郵：
enquiry@starpagency.hk

成立年份：
2016 年

星之谷地產有限公司
提名人：黎綺婷

星之谷地產有限公司—星之谷按揭轉介致力於提供高質素及
免費的按揭轉介服務，由精通不同銀行批核準則的按揭顧問，
用心了解客戶的需要，從而介紹合適的銀行按揭服務，幫助
客戶獲取最優惠的按揭計劃及現金回贈，節省按揭利息。	

本著「資訊共享」的理念，星之谷亦透過報章專欄及講座推廣
按揭知識，並設立按揭專題網站「北斗星按揭網」，善用互聯網
向公眾普及按揭資訊。	

今年起，星之谷更與環聯合作，免費提供「足本」信貸報告予
客戶，使客戶能主動提供資料予銀行，爭取更快獲批按揭。	

業務以外，星之谷熱心社會公益，位於佐敦的派飯中心逢星期一
至五免費派發素食飯盒予區內長者，將部分盈利回饋社會之餘，
同時鼓勵茹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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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地址：

新界粉嶺樂業道 31 號豐隆廣場
2 期 3 樓 303 及 305 室 

企業網站：
www.skyone.com.hk

企業電話：
3511 8000 /
2919 7555 /
820 91 820

企業傳真：
2457 3380

企業電郵：
cs@skyone.com.hk /
hkg@skyone.com.hk

成立年份：
1999 年

天一物流集團有限公司
獲獎年份：2018-2019

天一物流集團於 1999年成立，秉承「天天委託、一一承諾」的
服務理念，致力於連接亞洲和世界，利用專業的知識，強大的
網路，戰略合作夥伴關係和個性化綜合物流解決方案，靈活滿足
客戶的各種需求。天一物流在貨運、倉儲、電子商務和增值服務
領域的經驗、技術支援和專業知識能夠有效地促進全球和區域市
場的共同發展。我們著重多元化發展，與時並進，近年投資發展
電子商貿項目，打造一站式跨境電子商務平台，匯集全球知名
品牌商品和海外商家，在互聯網上為國內消費者提供一站式國外
優質商品導購和交易服務，同時為跨境電子商務企業提供合法規
的銷售平台，此外，平台通過與中國頂級的網紅合作，覆蓋主流
的網絡營銷推廣渠道，為企業開展最有效的網絡營銷，加快佔領
市場的速度，將產品輕鬆打進中國內地 13億人口的龐大市場。

近來中國進口關稅的不斷調整，進口商品已經成為新的消費
熱點，國際品牌亦加速拓展中國市場。天一物流洞察需求，
通過對各方面資源的有效整合，加上多年來累積的案例操作
經驗，能為企業提供極具優勢的專業進口代理服務。業務範圍
涵蓋進口貿易代理、商品註冊備案、運輸和代理報關等，形成了
集備案、貿易、物流和供應鏈於一身的專業體系，為公司的縱
深發展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天一物流深信，業務增長不應以犠牲環境為代價。為此，我們
推行了一系列環境可持續發展策略，包括鼓勵員工積極參與公益
事務和慈善活動，注重資源節約，減低碳排放，關懷弱勢社群，
在此過程中創造更好的工作氛圍，確保客戶、員工、環境和社區
得以健康而長久的發展，致力實現最高標準的營運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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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地址：

香港新界沙田香港科學園
科技大道西16號
16W大樓310室

企業網站：
www.swivelsoftware.com

企業電話：
2760 7811

企業電郵：
info@swivelsoftware.com
 
成立年份：
1998 年

訊譜軟件有限公司
提名人：邱斌博士

訊譜軟件有限公司致力為客戶提供科技國際物流數碼化、自動化
及透視化，協助國際貨運代理解決目前人手不足，資訊混亂，
錯送錯配的困局，從而提升國際貿易效益，降低運營成本。
訊譜公司研發一系列供應鏈管理支援軟件；包括貨代管理、貨倉
管理、訂單管理、銷售管理及財務管理。

國際物流貨運公司利用（訊譜）雲端平台可以實時遠程管理海外
分公司的業務，強化貨運服務的監控及財務管理，有效大幅降低
成本，提高集團盈利。 時至今天訊譜軟件在全球三十多個國家
均有用戶。 

訊譜 360是其公司最新搭建的集成平台，利用最先進的方塊鏈
大數據及雲端技術，把一整條物流鏈不同持份者的數據整合，
提供點對點物流實時資訊分析，當中包括生產商、船務公司、
航空公司、碼頭、海關等數據。 訊譜 360突破傳統物流操作
模式，提供物流服務持份者自助自動自決的物流數據透視平台，
是全新一代物流管理系統。 

訊譜軟件有限公司總公司設於香港科學園，在美國及日本均設有
辦事處。

Swivel Software Limited provides an advanced supply chain 
visibility solution called Swivel 360. It collaborates with a 
number of logistics operations: freight management (Swivel 
ERP FM3000 Air / Sea / Road), warehouse management 
(Swivel WMS), order management (Swivel POM), as well as 
accounting systems. Swivel 360 is a Logistics Control Tower. 
Tracking with more than 60 airlines and shipping lines, Swivel 
360 allows you to access your shipment status and receive 
alerts—all in real time.  

Applying the latest cloud technology, Swivel users can manage 
their offices all over the world within a single global platform. 
How might this benefit your company? It cuts down on data 
entry and enhances management control for your operation 
and accounting department. With over 5000 users across 30 
different countries, Swivel customers report saving up to one 
third of their operation costs. 

Swivel create a digital logistics platform that simplifies 
communications among forwarders, truckers, buyers, and 
agents. Our goal is simple: to allow you to manage supply 
chains with maximum ease and efficiency. 

Swivel Software is headquartered in Hong Kong and has 
offices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Jap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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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地址：

Unit 504, 5/F Eastern Centre, 
1065 King’s Road, Quarry Bay, 
Hong Kong 

企業網站：
www.urbanairdesign.com

企業電話：
2887 1286

企業傳真：
2887 0102

企業電郵：
info@urbanairdesign.com

成立年份：
2003 年

URBAN AIR DESIGN 
LIMITED

提名人：黎綺婷

本公司於 2003年成立是一間超過十五年經驗市場推廣及品牌
設計顧問。一直以來，我們致力為客戶提供一站式品牌設計
策略及市場推廣方案，特別在企業可持續發展方面的成績尤其
突出。多年來，我們成功為客戶以度身設計形式製作過百份
可持續發展報告或網頁，亦跟不同客戶合作製作了不同大少和
型式的社會企業責任相關的活動，希望能提升公眾教育。因此
我們很榮幸曾在不同的海外設計比賽中獲取不少的獎項，得到
業界人士的認同。我們團隊的職責就是要在創作與市場中取得
平衡，在不忘社會企業責任之餘，為客人爭取最高成效！

Founded in 2003, Urban Air Design is an experienced and 

award-winning independent integrated marketing/ branding 

consultant. We are expertise in providing sustainability 

branding solut ions.  We proudly produced over 100 

sustainability reports and we created many meaningful CSR 

projects for our clients since 2006. 

We not only provide design services but we del iver 

professional knowledge including strategic plan and marketing 

campaign management. We provide all-round solutions by 

striking a balance between creativity and reality in order 

to develop innovative ideas without losing sight of what is 

appropriate for any given business scenario and without 

compromising in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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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地址：

葵涌葵昌路 78-84 號
富都工業大廈 11 樓
1101-1102 室

企業網站：
www.venture.hk

企業電話：
3529 1206

企業傳真：
3692 5980

企業電郵：
info@venture.hk

成立年份：
1998 年

宏才拓展有限公司
提名人：林汛玲

宏才拓展有限公司，於香港扎根 20年，一直致力研發和制造
無線電子家居生活安全和保安產品，並與歐美等國外多個日常
生活輔助產品品牌合作，擁有豐富的產品設計、軟件和硬件
研發及生產經驗，於 2017 年創立自己品牌『護匡』，成功
轉營成為擁有原創設計及原創品牌的製造商， 2018 年更獲
頒發「2018年香港工業家 -升級轉營優異證書」，受到專業
肯定。

 『護匡』智安居系列，百分百香港設計，從產品外觀設計到
生產製造都由專業部門一條龍服務，自設廠房及產品檢測團隊，
並通過不同國家安全驗證，產品質量絕對信心保證。 

我們的產品專為長者及視力或聽力障礙人士以及有認知障礙
人士設計，稟承企業文化「正理道行、納賢共創、穩中求拓、
得果澤社」的理念，從日常家居著手，由浴室安全警示系統
以至防游走裝置，從設計到開發都以用家日常生活所需而設，
確保產品能夠符合長者實際需要，同時，通過持續創新和研發
新科技，『智安居』系列融合物聯網技術，讓關顧者可即時
接收長者最新情況，令他們更放心。 

我們期望透過產品為長者創立一個智能家居生活產品生態圈，
讓科技融入長者生活，並協助他們提高生活的質素及獨居能力，
達到居家安老，同時喚醒社會大眾對長者的關注，做到『以
科技傳遞愛、關懷照顧每一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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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地址：

香港科學園科技大道西 10 號
浚湖樓 7 樓 709 室

企業網站：
www.re-bar.com.hk

企業電話：
2635 0768

企業傳真：
2686 8560

企業電郵：
wk@re-bar.com.hk

成立年份：
1992 年

永光鋼鐵工程有限公司
提名人：林汛玲

「永光」專注鋼筋屈紮工程三十年，憑藉於行業領導地位，推行
自動化工序、企業化管理、各層面之人才培育等，把昔日予人
傳統人力密集、體力勞動印象的鋼筋屈紮業，重新打造一個
先進、安全的工作環境給鋼筋屈紮從業員。 

為配合政府及行業的發展方向，「永光」致力推行的 Rebar 

ABC 「自動化鋼筋剪屈製作工序」已在多個地盤現場及場外
開料場採用，取代傳統工序和舊式機械設備，大幅減少工人的
勞動量和疲勞損傷，杜絕了由此產生的安全隱患。這可以降低因
技術工人短缺及天氣所帶來的影響，保持穩定的生產率，提高
品質和效率。 

長遠發展必須朝向企業化，培訓不同層面的人才，轉為知識型工
種，改變現時文化。「永光」過去於 2011年率先與建造業議會
合作舉辦首屆「鋼筋屈紥技術員」培訓班吸引新人入行亦致力
配合在職培訓，其後於 2017 年透過鋼筋屈紥業工商聯會
推動 VTC舉辦的鋼筋屈紥管理文憑課程，培訓鋼筋屈紥管理
人員。於 2018 年尾參與 Project We Can為全港約 70間中學
學生謀劃未來生涯規劃，推廣鋼筋屈紮行業的專業知識及技能，
改變社會大眾對「紮鐵」的傳統觀感。 

「永光」相信創新科技對提升工人安全有着關鍵性的因素，遂於
2017年遷往科學園營運，及在 2018年尾開設自動化鋼筋剪屈
廠房，推動行業革新，改變行業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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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地址：

香港干諾道西 118 號
10 樓 1005 室

企業網站：
www.yum.com.hk

企業電話：
2803 0833

企業傳真：
3528 0580

企業電郵：
info@yum.com.hk

成立年份：
2001 年

美味棧國際有限公司
提名人：吳宏斌

成名之道
「美味棧」秉承着「更新口味、創新口感、嚐新口福」的宗旨，
研製出多款適合大眾口味的傳統新派美食，真正做到選料嚴謹、
製作認真、品質卓越。

企業特色
美味棧國際有限公司成立於2001年，十多年來研發了超過500款
產品。	早期以行銷海外為主，地區包括歐美及亞太地區等 43個
國家，至2004年正式入主香港市場，銷售點普及全港大小超市、
日資百貨、餐飲、大小批發商、雜貨店及自家設立的八間專門
店。

最為人樂道的是適逢當時經歷沙士之後，很多人都留港消費不欲
外遊，形成很多社區團體自組香港一日遊振興經濟，公司即看準
時機，以贈送迷你頭抽作招徠，吸引旅行社帶團友到美味棧專門
店參觀選購，大收宣傳之效。

品牌風采
「一點融匯，百分美味」打從一支頭抽開始建立了美味棧品牌的
認受性，美味棧從研法產品，包裝設計至宣傳策略，確實花了
不少心思，屢屢將平凡傳統的產品，配以創新意念，稍作改良，
從新包裝，即可以化腐朽為神奇，使之味道鮮美，滋味十足的
新派食品。

加上誠邀梁文韜先生作為產品代言人，按梁先生之正面與親民
形象，配合公司之經營理念「薄利多銷」，以一傳十、十傳百
的推廣，深入民心，結果大受消費者歡迎，促使產品銷量大增，
切合公司之一貫口號「點揀都係美味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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鵬程中小企青年創意創業大獎

企業地址：

香港科學園第三期
科技大道西 12 號
三樓 306 室

企業網站：
www.sanomics.com

企業電話：
3990 0720

企業傳真：
3618 4830

企業電郵：
contact.us@sanomics.com

成立年份：
2015 年

善覓有限公司
提名人：黎綺婷

善覓有限公司於 2015年創立於香港，並於 2018年在泰國曼谷
成立分公司。秉承「病人為先」的宗旨，善覓通過提供更快、
更準、更優惠的癌症基因檢測，幫助醫生為病人制定個人化
治療方案。善覓旗下服務包括檢測「體細胞基因突變 ( 不會
遺傳下一代 )」及「生殖細胞基因突變 ( 可以遺傳下一代 )」
兩大類。

善覓使用微滴型數位核酸偵測系統技術（Droplet Digital 

Polymerase Chain Reaction，簡稱 ddPCR）、第二代基因測
序（Next Generation Sequencing, 簡稱 NGS）技術及即時聚合
酶鏈式反應技術 (Real-time Polymerase Chain Reaction，
簡稱 Real-time PCR)。 

• 第一類 ddPCR技術用作單一基因分析，好處是較簡單快速。
如「p-EGFR®」基因檢測是用作檢驗引致肺癌的 EGFR

基因變異。 

• 第二類 NGS技術可檢測樣本的整個基因群組，再加以分析
和判斷是否存在基因變異。該項技術的檢測覆蓋率較第一類
檢測高，如「OncoSnap™」腫瘤基因檢測，可檢測 130個
基因變異狀況，覆蓋乳癌、卵巢癌、皮膚癌、大腸癌、骨癌
和腦癌等癌症；及「BRCA Zoom®」用作檢測導致乳癌、
卵巢癌、前列腺癌及胰腺癌的先天 BRCA1和 BRCA2基因
變異。 

• 第三類應用 Real-time PCR技術，可以短時間快速檢測多個
基因，如「OncoSnap Nonet™」，僅需最短 3個工作天，
便可以 1個測試分析 9個肺癌常見基因變異。 

善覓作為香港和亞太地區癌症基因組學技術的領導者之一，
致力為醫療行業帶來優質的癌症基因檢測。



39
Bright Future SME’s Youth

Creative Entrepreneurship Award

2019

鵬程中小企青年創意創業獎

366關愛服務有限公司
提名人：鄒兆鵬教授

366 關愛服務有限公司總部位於香港，分公司遍佈大灣區多個
城市，包括：澳門、深圳、廣州、中山、江門等。“i 愛你 ”品牌
旗下服務、產品和公益有助長者降低因病致貧的機率，同時協
助跟蹤並改善兒童、殘疾人士的健康狀況。隨著國家大力發展
“互聯網 +”行動計畫，國內巨大的市場為移動 APP技術提供廣
闊的開發與應用平台。因應此機遇，我們利用資訊通信技術以
及互聯網平台，讓互聯網與養老服務行業進行深度融合，有效
突破社區服務市場發展瓶頸，統籌不同地區選擇社區服務對象
健康狀況信息，進一步深化以粵港澳大灣區的長者、兒童、殘
疾人士為對象的系列服務發展。 

旗下品牌 “i愛你 ”智能平安關愛服務利用全國領先的移動互聯
網與大數據技術，致力協助社會推動愛老、護幼、助殘行動。

• 提供安老護幼、助殘濟困最智能、最便捷的關愛服務：SOS

緊急救助、智能定位、代子女監護父母及無憂通話 (通話 )等；

• 體驗基於移動互聯網大數據技術及醫療、通訊、穿戴等智能
載體產品；

• 24小時智慧人工中心代為管理自己及家人的運動、飲食、
體重、血壓數據，解決後顧之憂。

我們的服務

• 優化現有平安服務

• 將移動平安服務真正引入市場，補充傳統室內平安服務之
不足，長遠替代室內平安服務

• 簡易操作模式，吸引長者、兒童、殘疾人嘗試使用，拉近
服務對象與家人的距離

企業地址：

九龍荔枝角青山道 485 號
九龍廣場 19 樓 2-3 室

企業網站：
www.366cs.com

企業電話：
5565 5366 / 2270 3309

企業傳真：
2720 0618

企業電郵：
cs@366cs.com

成立年份：
2016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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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少年生涯發展及研究專業
協會有限公司
感謝香港中小型企業總商會頒發 2019年鵬程中小企青年創意
創業獎予青少年生涯發展及研究專業協會。

青少年生涯發展及研究專業協會為註冊慈善教育團體，致力
透過以科研及學生為本的教育，結合首個以華人為研究基礎的
數據系統，

協助青少年了解自己的升學興趣、升學能力、就業興趣、就業
能力、個人價值觀及性格特質，整合出一套能配合個人發展及
華人社會關注事項的全面分析；之後再透過心理學家為學生
作個別輔導及分折其強弱項，務求為香港的青少年及學校，
建立一個能反影香港學生獨有特質的數據庫。

青少年生涯發展及研究專業協會十分著重學生發展的需要，
故此我們會透過三層支援架構及跨專業團隊，為處於不同
發展階段的學生提供能配合其成長需要的支援。本年，青少
年生涯發展及研究專業協會已展開與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 (UC 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Los 

Angeles (UCLA)、及 Saint Michael’s College (USA) 的合作
計劃，為本港學生帶來更切合其升學及就業需要的支援。 

未來，青少年生涯發展及研究專業協會必定會與香港中小型
企業總商會、本地及海外大學緊密合作，期望透過專業支援
系統，

推動生命及生涯規劃教育，達致「各展所長、社會和諧」。

企業地址：

Room A, 2/F, Hung To Centre, 
94-96 How Ming Street, 
Kwun Tong, Kowloon

企業網站：
www.alder.org.hk

企業電話：
6751 1411

企業電郵：
wslam@alder.org.hk / 
uniqueamy113@yahoo.com

成立年份：
2015 年

40



地址：香港觀塘巧明街94-96號鴻圖中心2樓A室
網站：www.alder.org.hk          電話：+852 3970 1894
電郵：wslam@alder.org.hk青少年生涯發展及研究專業協會

Association of
Professional Lifespan Development
and Educational Research for Youth

林泳施小姐
創辦人、創會會長及執行主席
美國心理學會註冊會員
美國輔導協會專業會員
香港校董學會教育主任
香港國際教賢學院價值教育顧問
及義務講師
《知識雜誌》專欄作家
《灼見名家》專欄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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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地址：

香港沙田科學園 5W
企業廣場 115B 室

企業網站：
www.camclaim.com

企業電話：
9349 3507

企業電郵：
support@camclaim.com

成立年份：
2017 年

報貝有限公司
提名人：鄭蕾

報貝公司是金融科技先駒者，為商家提供了 “安全、可靠、方便 ”

面向大灣區的移動金融科技整合方案。與國際企業合作，把
創新的技術和專業的團隊合作，推出共創共享共融的移動支付
服務與方案。我們一直致力推動智慧金融城市，實現無現金
支付。通過智能收款 App加載雲端的服務，為線下商戶提供
移動電子商務，互聯網金融，營銷促銷，商戶信息化升級，收款
等綜合服務。 

隨著近年來全球電子商務熱潮的到來，網絡銷售渠道已進入多
元化時代，包括 B2C 網上對個人用戶的銷售、B2B 網上對
企業商戶的銷售形態已經形成。廣泛與物流，醫健，保險，
銀行，教育，餐飲企業等連鎖行業機構開展合作，實現成為
線下商務服務的主要品牌的願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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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地址：

香港觀塘鴻圖道 73-75 號
KOHO 9 樓 C 室

企業網站：
http://www.snappopapp.com

企業電話：
3482 5035

企業傳真：
3015 2871

企業電郵：
marketing@snappopapp.com

成立年份：
2016 年

CONNECTAR LIMITED
提名人：邱斌博士

ConnectAR是一間位於香港科學園的專業擴增實境 (AR)流動
應用程式公司。團隊由在國際 IT 行業有超過四十年經驗的專
家領導，公司產品核心聚焦在利用擴增實境技術和電腦視覺技術
來提升用戶的移動程序使用體驗，通過科技技術給企業提供移
動營銷方案。SnapPop是亞洲首個創新流動網絡圖像搜尋資
訊平台，利用擴增實境及雲端圖像辨認技術在數秒內辨認圖像
並配對相關資訊。SnapPop以數碼媒體作為商業信息傳播媒
介，將擴增實境及圖像辨認的創新技術靈活運用於市場營銷，
為品牌和顧客從線下聯繫到線上並借助線上活動刺激消費 (O2O)。
我們更將 SnapPop 擴展並普及化，SnapPop目前巳經可以
提供 20個預先制定的互動模式，包括小遊戲、自拍、播片、
抽獎等。互動模式的設計，商戶可因應需要而作出修改並以最
迅速有效的時間推出市場。程式不但令手機用家帶來更多互動
購物樂趣，程式同時會收集用家使用數據作市場分析，再向其
推送相關的資訊和優惠，帶動用家再次消費及關注品牌信息並
刺激消費。

SnapPop在星光大道重建項目中亦被傳媒廣泛報導，只需用
SnapPop拍下李小龍或梅艷芳銅像照即可連結相關資訊，更
可將他們帶到現實與拍攝者互動，亦可模擬穿著他們的服飾。
這是我們最近的重點項目之一，為香港景點注入創新科技元素
同時為旅客增添旅遊樂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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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地址：

香港九龍尖沙咀廣東道 30 號
新港中心第一座 6 樓 601 室

企業網站：
www.doki.com

企業電話：
2302 6234

企業傳真： 
2730 0595

企業電郵：
info@doki.com 

成立年份：
2015 年

多奇科技有限公司
提名人：錢立佑，關漢光

Doki Technologies是一家總部位於香港的公司，致力於創建讓
家庭安心使用的物聯網設備。旗艦產品 dokiWatch是第一款
具有視頻通話功能的兒童智能手錶，這是一款先進可穿戴式
手機，具有 GPS和健身追踪功能。 dokiWatch於 2016年發布
時，獲得的國際新聞報導以及來自世界各地消費者的巨大反響。

dokiWatch已經行銷全球 30多個國家，公司一直與各大電信運
營商合作，將 dokiWatch帶給每個家庭。 

藉著使用 dokiWatch，孩子們可以享受一個積極的童年，而家長
們也可以更安心的確認孩子的狀況。 

有關更多信息，請造訪 www.doki.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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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地址：

香港九龍達之路 72 號
創新中心 1 樓

企業網站：
www.GoByBus.hk 

企業電話：
9214 1848

企業電郵：
info@GoByBus.hk

成立年份：
2017 年

GO巴出行
提名人：林汛玲

跨境巴士作為主要的交運運輸工具，各大營運商於 18區都分別
設置了站點，每年接載超過 6,000萬人次旅客來往香港和廣東
省各大城市。然而，行業的運作普遍較為傳統；乘客不單難以
從網絡得到相關的路線和班次資料，更要親自前往車站購買
實體車票。

Go巴出行（GoByBus.hk）是香港首個跨境巴士搜尋引擎，
結合了自家收集的數據和營運商提供的資料，使用實景圖和
地理資訊系統，協助乘客找到所有來往中港 /港澳兩地的巴士
資訊；透過二維碼車票的應用，乘客不單可於網上購買車票
並直接登車節省時間，亦提升營運商的效率和收益。此外，
利用大數據更使乘客對行程的時間更有掌握。 

Go巴出行是目前唯一與多個電子錢包合作於其交通場景提供
跨境巴士服務的伙伴，進一步推展電子支付和智慧城市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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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地址：

九龍灣宏開道 19 號
健力工業大廈 609 室

企業網站：
www.run2gather.com

企業電話：
9015 2140

企業電郵：
project@run2gather.com

成立年份：
2018 年

創意聯動有限公司
提名人：黎綺婷

Run2gather 是創意聯通有限公司旗下的一個舉辦線上跑及推廣
跑步運動的品牌。

我們的團隊在 2017年 11月成立，成員包括有跑步愛好者，
豐富營商銷售經驗的從業員，資訊科技專才，網上推廣及網上
營銷專業人士及品牌授權專家。

我們的平台在 2018年 8月正式推出第一個線上跑比賽，至今
已累積超過 8000名付費參與比賽的實名制註冊會員。通過我們
舉辦的活動，會員可以自選地點及時間來進行跑步活動，經
系統上傳他們跑步的紀錄再而獲得獎牌及禮品的鼓勵。由於
參賽者要經常上載跑步紀錄，我們的網站及社交媒體平台擁有
極高的瀏覽量及互動次數。

通過與不同的知名設計師合作推出線上跑活動，讓每項賽事
變得更有意義及更具獨特性。每一次活動，我們都會抽報名費
的 10% 作為慈善捐款，至今已經捐出接近 180,000 港元的
款項。

Run2gather 通過與不同機構協辦或舉辦賽事，來宣揚跑步
運動，推動正向思想，支持本土創作，參與公益慈善，發揮
香港創意精神。

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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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地址：

香港科學園科技大道西 11 號
生物科技中心二座 527 室

企業網站：
www.labwaybio.com

企業電話：
5510 6907

企業電郵：
info@labwaybio.com

成立年份：
2016 年

立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提名人：李明慧

我們公司的使命是在可持續性發展的基礎下，將海洋生物的健康
元素帶給全世界。而我們首個研究的海洋生物，就是在中國人
飲食文化中有幾百年歷史的海參。

香港作為全球海參集散地，每年進口海參達數千噸，我們具備
這個優勢，貨源涵蓋不同種類的海參。於 2017年，我們與香港
大學合作，進行全港首個關於海參活性成分的研究，發現海參內
含抑制癌細胞生長的皂苷（saponins）。我們將此科研所得
深入研發而成為香港首個海參保健食品，與大眾分享此豐碩
成果。

立威是香港首間海參研究初創企業，亦是於科學園唯一一間集合
創新科研、商品化及海參可持續性發展於一身的公司。我們不僅
與本港大學合作研究海參的健康元素，同時亦計劃在香港建立
首個育苗及養殖海參平台，將可持續性發展傳承下一代，實踐
「取之有道，用之有度」的文化，保持生態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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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地址：

九龍尖沙咀金馬倫道 5 號
太興廣場 11 樓 2 室

企業網站：
www.healinghands.com.hk

企業電話：
3542 5255

企業傳真：
3542 5256

企業電郵：
info@healinghands.com.hk

成立年份：
2018 年

物理治療工傷復康中心有限
公司

提名人：黎卓斌

物理治療工傷復康中心為協利康物理治療其下品牌，協利康
物理治療特別於為市場上少數為理工大學碩士及學士課程提供
臨床實習的教學診所，我們更是少數能提供中西結合治療 ( 針
灸 ) 及自家研發病人資料病歷全電子化的私營診所。

物理治療工傷復康中心除提供一般物理治療服務外，更專注於
工傷復康服務，由熟悉工傷復康物理治療師主導評估患者病情，
利用現代化系統及研究證據支持工具評估傷者身體及心理
狀況，推算傷者復工可能性及估計其復康所需時間，與保險公司
及僱主保持緊密溝通，確保工傷員工盡快康復復工，為保險
公司節省資源，解決僱主人手問題，期望讓傷者、僱主及保險
公司達致三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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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NSTECH LIMITED
提名人：鄭蕾

Luxsens 擁有奢侈品市場的 ABCDs 四大技術
AI 人工智能

Blockchain 區塊鏈

Cloud Sharing 雲共享

Data Intelligence 數據智能 

Luxsens 經專業驗證後的奢侈品買賣市場提高信任感、透明度和
智能化。 

Luxsens 擁有全球最大的個人奢侈品數據庫。 

於 2016，Luxsens 創建了全球首個以人工智能和大數據支持下
的全球奢侈品指數。 

全球奢侈品指數 (GLI)提供了以數據犠基礎的洞見和分析，為
買賣雙方做出更加準確的購買和銷售決定。GLI 提供了最合適的
售價和銷售渠道，使賣方獲取最高的利潤。買方可以比較不同
國家、不同銷售渠道線上和線下的價格，以找到最佳價格的
買賣。 

針對奢侈品行業多年來累積的數據，Luxsens 瞭解奢侈品牌方、
銷售商、零售商和買賣雙方的痛點與難處。 

Luxsens 正創建新一代買賣奢侈品的生態系統。通過人工智能
支持的驗證解決方案，我們致力於打擊假冒產品，增加個人奢侈
品市場的信任感。 

數字資產

我們通過使用區塊鏈技術和基於人工智能的驗證方案，從而創建
數字資產，以解決假冒問題。 

全球奢侈品指數

我們運用人工智能技術打造全球奢侈品指數 (GLI)，以此為基準
來衡量個人奢侈品的最優買賣價格、市場趨勢和需求。全球奢侈
品指數也幫助買方在不同國家的不同銷售渠道中找到最佳價格
的買賣。 

商業智能

基於商業智能上的全球奢侈品指數 (GLI) 為賣方提供最合適的
銷售渠道 ,使賣方獲取最高的利潤。同時，商業智能指出哪件
商品需要在何時打折，使其利潤最大化。

企業地址：

Room 25, Unit 518, 5/F, 
Cyberport 3-Core F100, 
Cyberport Road, Hong Kong

企業網站：
www.luxsens.com

企業電話：
3892 7605 / 6278 7980

企業電郵：
aidaa.wong@luxsens.com

成立年份：
2015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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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地址：

九龍新蒲崗雙喜街 17 號
富德工業大廈 13 樓 C 室

企業網站：
www.sharonsworkshop.com

企業電話：
2264 8300 / 6488 2154

企業傳真：
2384 5700

企業電郵：
info@sharonsworkshop.com

成立年份：
2013 年

Sharon Workshop 
Holdings Limited

提名人：丘德權	

Sharon Workshop Holdings Limited 於 2015 年底開始建立
Sharon’s Workshop online網上銷售平台，主力代理、銷售及
推介美容護膚產品。 創辦人為 2005年香港小姐亞軍陸詩韻
Sharon, 積極飛往日本參觀廠房亦與各大護膚品生產商、品牌接
洽，獲日本品牌 Safetier及 Lar Neo Natural 香港及澳門總代理
權；同時批發及分銷各種護膚及健康產品，包括面部、指甲、
身體等護理產品。現在 Sharon Workshop代理、批發及分銷已
超過 30個護膚品牌。 

公司理念及忠旨：於 Sharon‘s Workshop 售賣的產品必須是
經過我們親身使用，優質、安全、有效果方能帶給消費者信心，
建立健康市場環境，堅持良好企業原則，為顧客提供優質多元化
產品及服務；與此同時，與供應商建立長遠合作夥伴關係，這是
我們的長久發展方向。 

2017 年 2 月，Sharon Workshop 推 出 其 下 自 家 品 牌《 道
DOU》碳酸護膚品系列，品質上控制嚴謹，效果得到非常正面
迴響，深得各媒體、名人、明星、化妝師及 KOL等支持及愛戴。
亦得到權威美容網站「Beauty Exchange」、「Milk」、「經濟
一周」、「TurboJet飛航天地雜誌」、「都市日報」、「東方
日報」等推介。直至現在，與多個銷售平台合作，包括：香港
航空、网易考拉、Secoo詩庫、Yahoo雅虎、Goxip、九倉集團
其下Soda Mall、D2 Place (The Bran)、及各大小美容店等。《道
DOU》品牌產品同時於其他大小網店分銷，未來更希望擴大版
圖，推進至國內，以及東南亞地區。 

明白現今網絡平台的重要性、爆發力及潛力，我們不時邀請
博客、名人、化妝師等試用產品，在其平台分享用後感；拍攝
示範及介紹短片，增加趣味性令客戶留下深刻印象，將我們產品
分享予其他網絡，讓更多不同層面的用家了解產品。 

我們在營商之同時，亦關注社會事務，以創辦人陸詩韻及公司
名義支持或贊助商業或慈善機構。於 2017-2018獲成為「商界
顯關懷」機構之一。 

Sharon Workshop會繼續搜羅更全面的健美、護膚、養生產品，
由內至外，與更多其他品牌合作；同時堅首優質、安全、有效的
大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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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地址：

葵涌華星工業大廈 301M

企業網站：
www.keylock.hk

企業電話：
2215 4028

企業電郵：
ericwong@keylock.hk

成立年份：
2018 年

智能電子鎖有限公司
提名人：胡智聰

智能電子鎖有限公司於 2015 年成立，在葵涌設立公司作為

基地，以最創新產品和快捷服務為宗旨，屹立於電子門鎖行業。

隨着科技發展，我們成為在香港第一家出售 IOT 電子門鎖於

家用市場的先驅，得到客人讚譽，更在 2016 年獲得大中華智能

家電比賽香港區第一名。

我們的責任是處理客戶有關門鎖的問題，提供不同解決方案，

因此代理銷售各大品牌電子鎖，包括 Samsung、Keylock Assa 

Abloy、digi Assa Abloy、Gateman Assa Abloy、Kaadas 和

Avent。而且根據顧客需要，提供安裝及保養服務。此外，產品

亦會根據用家需求而引進香港市場，提供嶄新及多元化的產品，

以滿足不同客人選擇。 

本公司以人為本的服務態度，得到顧客推崇，亦令我們擁有龐大

的客戶羣，包括家用市場、學校、旅館和出租商務中心。家用

市場是我們主要客戶對象，全港豪宅及各大屋苑都會提供服務，

務求令戶主有一個美觀而實用的電子門鎖。過往我們亦為不同

學校更換電子門鎖，例如嶺南中學和聖公會呂明才小學，令教

職員出入方便。電子門鎖設計耐用，適合酒店及旅館安裝，因

此聖地牙哥酒店和 Apple Inn 成為我們客戶，設施更完善。SKY 

Business Center 和 Focus point Business Center 是位於人來

人往的商務中心，為保障租戶私隱安全，並信任本公司的實力，

他們將所有商鋪都設備電子門鎖，增加他們市場競爭力。 

未來香港對電子鎖的需求日益增加，加上互聯網與我們生活息息

相關，顧客追求更安全與方便快捷的門鎖，物聯網電子鎖將成

為未來門鎖的趨勢，而我們亦追隨新時代的轉變，走上時代

尖端。除物聯網電子鎖成為我們重點推介外，我們目標是將

科技溶入家中，令顧客體會智能家居，擴闊對未來生活想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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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地址：
Room 2301-2302, 23/F, 
Port 33, Tseuk Luk Street, 
San Po Kong, Kowloon

企業網站：
www.yedpay.com/zh

企業電話：
3690 8216

企業傳真：
3007 0897

企業電郵：
info@gcash.co

成立年份：
2014 年

交易寶有限公司
提名人：胡智聰

在電子消費漸趨流行的年代，Yedpay 致力成為本土電子收款
平台劃時代指標，

申請只需簡單開戶文件，並以貼地的價錢提供多種收款服務	
(Alipay、WeChat	Pay、Visa 等等 )。

藉著 Yedpay 綜合帳戶化為連接中小企業的中流砥柱，務求
成為大家業務上的最強後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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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地址：

香港仔黃竹坑深灣道布廠灣 15 號

企業網站：
www.ssyachting.asia

企業電話：
2814 0936

企業傳真：
2580 2023

企業電郵：
info@ssyachting.asia

成立年份：
2016 年

永中遊艇有限公司
提名人：黎卓斌

為節奏急速的城市製造一些距離感，讓客人在湛藍的海洋裡倘
佯，換上清新的角度，重燃對生活的熱情，就是永中遊艇的
願景。

永中遊艇有限公司專注為上市公司管理層、企業股東等提供二手
豪華遊艇買賣、租賃及管理。完整的船東交易檔案，讓客戶清晰
掌握船隻狀況；設備齊全的遊艇維修中心，為客人提供快捷的
服務，領先同行。

永中遊艇由本地第四代船廠繼承人陳翹標（William Chan）所創
立，在深厚的船舶維修保養服務基礎上，率先引入VR虛擬技術、
AED救心機及「共享船長」等嶄新服務，緊貼時代需要。

使命
• 讓客戶輕鬆享受碧波之樂

經營理念
• 以客為先，令他們倍感物有所值
• 提供卓越的售後服務，填補業界空白
• 承傳香港船業文化

獨特的商業模式：
• 二手遊艇買賣租賃 + 完善的管理維修配套服務 = 行內唯一

服務範圍
• 高級二手遊艇買賣
• 豪華遊艇租賃
• 新遊艇諮詢
• 維修保養及管理
• 海外航程策劃

貼心服務：
• 最快於 1小時內回應查詢
• 最快於 1 星期內完成二手遊艇交收
• 詳細的跟進及維修記錄
• 以 VR技術締造賞船新體驗

想深入了解各地遊艇的獨特之處，請致電永中遊艇有限公司熱線
+852 2814 0936或瀏覽 http://www.ssyachting.asia/zh-ha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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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iTech Distribution Limited
提名人：李明慧

TriTech Distribution Limited是一家專業可靠，擁有強大的通訊，網絡
基礎設施，系統整合 ，數據中心和安全解決方案的分銷商。銷售和
產品團隊擁有超過 10年的分銷經驗，並提供售前，諮詢和售後服務。
此外，TriTech Distribution Limited是 100％透過經銷商銷售產品，
代理 31個產品，專注於為其供應商和經銷商合作夥伴提供市場增長
達至三贏的局面。

理念
透過科技改變人生
透過不斷努力創新，引入及推廣更多尖端科技，希望可以以科技改變
人生，提升生活質素
國內產品國際化
將國內計算機保安產品重新包裝及國際化，推廣至國際市場
先進產品引入國內
將國外先進產品引入國內，進一步優化國內電腦營商市場

優勢
• 在適當的時間和狀態下，通過各種的推廣方式銷售產品，從而讓
我們的產品得到增值

• 為客戶提供完善售前 ,售後服務支援，提供銷售，營銷支援，技術
演示設施，更為客戶提供技術培訓

• 提供最有成本效益的資訊科技解決方案，憑著高性價比的優勢於
IT業介上佔一席位

• 配合廠商建立獨有的銷售方式，例如：為廠商濃縮功能資料讓客戶
很快了解新產品 

Tritech Distribution 的未來發展及方向 

配合一帶一路發展
• 鞏固及發展本身的創科實力，為國家的創新事業作出貢獻
• 配合一帶一路發展重點科研範疇 - 人工智能及智慧城市，建立科技
合作平台

• 透過大灣區發展和港深合作，在港深創新及科技園建立貫通創新及
科技產業的全方位發展平台，打造大灣區的國際科創中心

• 長期支援「一帶一路」沿線地區的科研合作發展
• 為傳統科技產物革新，推廣至一帶一路範圍以至於國際舞台，推動
創科發展

為企業作數碼轉型
• 革新企業的「數據策略」 - 有效管理日益複雜的數據增長
• 加速全面「採用雲端」 - 結合公有雲和私有雲的混合雲策略，在
兩種雲端平台之間共享數據和應用程序

• 為員工進行「新技能培訓」 - 關注員工在數碼轉型過程中的新定位
• 培養新型「數碼思維」模式 - 新型思維模式將能幫助企業適應商業
模式的巨變

• 信任」是數碼企業成功之基礎 - 顧全六大信任要素—包括安全性、
隱私性、可靠性、透明度、合規性和道德規範等

企業地址：

Unit K, 17/F King Palace Plaza, 
55 King Yip Street, Kwun Tong, 
Hong Kong

企業網站：
www.ttdist.com

企業電話：
3958 3018

企業傳真：
3958 3029

企業電郵：
marketing@ttdist.com

成立年份：
2014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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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地址：

沙田香港科學園科技大道西 5 號
企業廣場 5 樓 540 室

企業網站：
www.veztan.com

企業電話：
2111 0345

企業傳真：
2111 0246

企業電郵：
info@veztan.com

成立年份：
2016 年

晶益國際有限公司
提名人：陳繼宇

晶益國際有限公司 ( Veztan Limited) 成立目的是運用創新科技
協助各行各業填補當中的不足，以數據解讀行業問題並提供解
決方案。 我們察覺到建造業在科技應用上的落後情況，特地研
發出人工智能集成管理系統「智地 Aicon」。建造業是推動香
港經濟及社會發展的動力，未來 10年大型工程項目包括機場三
跑道系統及鐵路發展等，工程量龐大，勢必為建造業帶來更大
挑戰。「智地 Aicon」人工智能系統，整合現有物聯網設備、
建築信息模擬技術 (BIM) 的大量數據，配合獨家演算法及雲平
臺，協助業界提升項目管理 、成本效益 、生產力及職業安全的
表現，積極落實「建造業2.0」變革與決心鞏固香港建造業在「一
帶一路」中的領導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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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地址：

九龍土瓜灣馬頭圍道 116 號
新寶工商中心 2 期 113 號室

企業網站：
www.germanpool.com

企業電話：
2773 2888

企業傳真：
2765 8215 

企業電郵：
info@germanpool.com

成立年份：
1982年

德國寶（香港）有限公司
獲獎年份：2006	-	2019

家有德國寶  生活無煩惱
作為香港電熱水器先驅，始創於 1982年的德國寶，多年來憑藉
合理價錢、高質創新及安全可靠的產品成功樹立一流的市場
口碑，期間不斷推陳出新，從煮食小電器、生活小電器、嵌入
式電器、廚櫃以至家庭用品及保健產品應有盡有，全方位滿足
各方顧客的需求。

多元產品 拓客群
德國寶近年積極推動養生保健文化，先後推出「蟲草燕窩煲」、
「迷你麥飯石電飯煲」、「便攜燉湯壺」等多個產品系列，而
為開拓高端產品市場，德國寶特別於 2014 年打造全新副線
品牌——"The Sparkle Collection"，將設計師獨一無二的藝術
創作給合施華洛世奇 ®元素，低調奢華。

線上線下 新零售
德國寶現於粵港澳大灣區設多間一站式廚櫃電器陳列中心，
並擁有近千個銷售點遍佈港九新界，並於 2015年起致力參與
O2O業務，全面發展電商貿易，先後進駐 Secoo寺富、Big 

Big Shop、HKTV Mall等電商平台，再配合航空及郵輪購物
平台，成為全港首個能「上天下海」的香港電器及櫥櫃品牌。

屢獲殊榮 領業界
德國寶植根香港逾 37年，品牌形象深入民心，除擁有多項產品
專利外，多年來更獲頒多項榮譽，德國寶於 2009及 2014年
分別獲得《香港卓越名牌》及《香港名牌十年成就獎》，此外
更連續多年獲《Q 嘜人氣品牌大獎》頒發優質服務證書，對
推動業界的努力及成就屢獲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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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地址：

香港灣仔活道 27 號
職業訓練局大樓

企業網站：
www.vtc.edu.hk

企業電話：
2836 1000

企業傳真：
2838 0667

企業電郵：
vtcmailbox@vtc.edu.hk

成立年份：
1982 年

職業訓練局 
獲獎年份：2006	-	2019

VTC 培育技能專才 支持中小企業發展

職業訓練局（VTC）為香港具規模的職業專才教育機構，透過
13間機構成員，提供全面的職前和在職訓練，每年為各行各業
培育約 20萬名具備專業知識與技能的人才。 

VTC與業界緊密協作，提供緊貼市場需要的專業課程，為業界
注入生力軍，增強競爭優勢。在政府及業界的支持下，VTC自
2014年起為人才需求殷切的行業推出 VTC Earn & Learn職學
計劃，涵蓋機電工程、建造工程、檢測及認證、醫務中心營運、
鐘錶、印刷、汽車、零售及航空等行業，在職學並行的模式下，
培育更多具備行業知識與實操技能的優秀人才。VTC又引進
職場學習及評核，讓僱主參與評估學員的實務技能，以助提升
培訓成效。政府今年財政預算案亦投放新資源，回饋業界在這
方面提掖後進所付出的努力。除職前課程外，VTC亦為在職
人士提供各類專業進修課程，讓中小企僱員掌握行業發展趨勢，
提升技能水平，增強企業的競爭力。 

VTC屬下 25個訓練委員會定期進行人力調查，蒐集業內人力
情況的最新資訊，為企業提供人力策劃及業務發展的方向。
另外，VTC亦透過廣泛的顧問服務支援業界發展，又與商會及
專業團體合作舉辦研討會，剖析各行業的發展形勢，增進業內
人士的交流機會。 

展望未來，VTC會繼續與政府及業界緊密協作，攜手培育行業
專才，促進中小企的業務增長和行業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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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地址：

香港中環德輔道中83號

企業網站：
www.hangseng.com

企業電話：
「商伴同恒」服務專線
香港 :  2198 8000
內地（免費專線）: #
4001 20 8288

企業電郵：
sme@hangseng.com

成立年份：
1933 年

恒生銀行有限公司 
獲獎年份：2006	-	2019

中小企的蓬勃發展譜寫香港成功故事，恒生銀行亦深明此道，致力
在中小企創業及營商路上，提供高效穩健而又靈活具彈性的銀行
服務，為企業及香港注入能量。連續 14 年榮獲「中小企業最佳
拍檔獎」，證明恒生已被眾多中小企視為成功路上的可靠夥伴。 

恒生的商業銀行團隊熟悉各行各業的實際需要，亦緊貼銀行服務
數碼化和初創發展的趨勢，度身訂製適合不同行業的專屬方案，
協助中小企輕鬆處理資金管理、信貸融資、以至人力資源安排等
事宜。

提升數碼商業理財體驗
中小企爭分奪秒，需要方便快捷的銀行服務，恒生的商業智能助理
BERI、「在線通訊」網上即時對話服務、商業戶口網上申請平台、
微信官方賬號等渠道，都能讓商業客戶緊貼市場脈搏，更容易獲取
資訊及協助。

恒生亦採用更快更有效率的支付科技，提升交易銀行服務，當中
包括與香港金融管理局及業界合作開發貿易融資平台「貿易聯動」、
推出 FPS、「恒生 One Collect」等收款付款方案，協助客戶在
瞬息萬變的市況中更有效管理現金流，達致穩健增長。 

為初創企業提供動力
對於剛投入中小企行列的初創企業，恒生由開立商業戶口、收支
管理、貸款、以至日常戶口運作每個環節都盡力配合，協助中小企
在起步階段建立良好的基礎。恒生更樂於與不同的共享空間合作，
為創業者提供有用的資訊及專業的諮詢，透過工作坊、研討會及
商聚，與初創企業互動、交流，推動創新。

在過去一年，恒生與香港科技園公司達成策略合作，協助促進金融
科技方案於香港銀行界的開發及應用。同時推出 Inno Booster

計劃，為合資格的創科公司提供高達港幣 50萬元的預先批核貸款 *

及其他優惠，支持創科企業發展。

「商伴同恒」 成就中小企創業理想
中小企客戶的需要，就是恒生商業銀行業務發展的重點。恒生會
繼續堅守與客戶同步同行的理念，協助中小企抓緊商機，成就創業
理想。
#	24 小時「商伴同恒」服務專線—	內地（免費專線）讓客戶身處內地，也可免費致電與恒生
銀行有限公司聯絡。此專線只適用於查詢一般商業理財服務，並不適用於查詢／處理投資產品
事宜。透過手機、固網電話、公共電話或電話卡均可致電此免費專線。請注意恒生概不承擔
任何電話／電訊服務供應商之收費及就有關服務的所有索賠、糾紛或投訴。

*	借定唔借？還得到先好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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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上海滙豐銀行有限公司 
獲獎年份：2006	-	2019

滙豐一直致力成為中小企最佳營商夥伴，為客戶提供全面而切合
需要的銀行產品和服務。滙豐憑藉環球網絡，為客戶建立聯繫，
開拓商機 ;	同時積極開拓創新數碼理財服務，為客戶提供更
優質、更快捷的銀行服務體驗。	

為協助中小企在數碼化浪潮中捕捉商機，滙豐致力提升企業的
競爭力及提供全面支援，推出一系列創新數碼產品和服務，包括
智能助理「Ask	Amy」、「滙豐	Business	Express」商務流動
應用程式、商務「網上理財」平台和「個人對商戶 (P2M)」手機
應用程式「PayMe	for	Business」等，致力提升整體客戶服務
體驗，以配合企業與日俱增的業務發展需要。	

除了不斷強化各項數碼服務的功能，滙豐亦全方位推動創新企業
發展，在本地共享工作空間派駐專業團隊，為初創企業提供諮詢
服務。同時，滙豐特別為小型公司和初創企業推出全新商業綜合
戶口「滙豐 Sprint 戶口」，以提供更簡單快捷及智能化的銀行
服務，協助企業應付日常運作需要，並支持他們長遠的業務拓展
目標。此外，滙豐還舉辦「創科峰會」及創科營商學府工作坊，
促進各初創企業領袖與創科界先鋒之間的交流，探討各式各樣的
創新及數碼科技議題，推動香港發展成為區內的創科樞紐。

滙豐對於中小企業務的努力獲得各界肯定，如今已連續 14 年
獲香港中小型企業商會頒發「中小企業最佳拍檔金獎」。	滙豐
在未來的日子將繼續投入資源，配合客戶需要提供適切的產品及
服務，與客戶攜手面對不同營商挑戰，一路並肩向前。

企業地址：

香港皇后大道中 1 號滙豐總行大廈

企業網站：
www.business.hsbc.com.hk

企業電話：
2748 8288

企業電郵：
commercialbanking@hsbc.com.hk  

成立年份：
186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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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生產力促進局 
獲獎年份：2006,	2008	-	2019

香港生產力促進局   助中小企跨越創新
中小企是香港經濟的中流砥柱，然而近年外圍環境波動，市場
競爭亦日趨激烈，香港生產力促進局（生產力局）作為支援
本地工業發展的先驅和中小企的合作夥伴，五十多年來一直與
企業風雨同行、迎難而上。 

面對當前和未來的挑戰，生產力局配合政府政策，本局銳意
牽頭成為工業 4.0 和企業 4.0 的專家，促進香港再工業化的
發展，專注科技研發、物聯網、大數據分析、人工智能和機械
人技術、智能製造等，協助各行各業提升業務績效、降低運營
成本、提高生產力和增強競爭力。 

生產力局亦致力開拓市場，配合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
推動香港中小企「走出去」、「引進來」，鎖定創新科技發展
的優勢，搶佔內地龐大市場，致力讓香港成為國際創新樞紐。
由生產力局擔任夥伴機構和技術顧問的「BUD專項基金」，
致力協助企業發展品牌、升級轉型及拓展內銷市場。2018年
8月，「BUD專項基金」推出了優化內地計劃，並新增了東盟
計劃，鼓勵企業把握內地尤其大灣區的商機，促進香港企業將
業務擴展至東盟十國，開拓新市場、分散投資風險。 

此外，生產力局積極扶持初創企業，為本地創科發展注入新動
力。生產力局與德國 Fraunhofer IPT合作，在香港成立科創中
心（THE HATCH - INC Invention Centre），亦是 Fraunhofer

首個在亞洲設立的創新思維培訓坊。THE HATCH透過密集式
的產品設計工作坊，啟發企業人員的思維，針對消費者的
需要，構思智能產品或服務方案，並升級至更高增值的 ODM

及 OBM業務，加快智能產品及服務推出市場。

企業地址：

香港九龍達之路 78 號
生產力大樓

企業網站：
www.hkpc.org

企業電話：
2788 5678

企業電郵：
hkpcenq@hkpc.org

成立年份：
1967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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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理工大學 
獲獎年份：2006,	2008	-	2019

業界協作   知識共享
香港理工大學秉持「啟迪思維，成就未來」的教研承諾，不斷
進步。理大推出新的計劃和項目，提升教學質素，開拓科研
領域，造福世界。理大非常重視與工商及社會各界的夥伴協作
關係，積極透過各種專業服務，包括顧問服務和授權業界採用
本校研發的技術，把知識轉移到社會各範疇，進一步加強與
各界的聯繫。理大與企業的協作亦為業界增添創意和競爭力，
積極提倡企業家精神。	

在二零一七至一八年度，理大企業發展院為本地及海外機構，
包括中小企、私營機構、非政府組織及政府部門等，簽訂逾
五百三十個顧問項目，超過三百四十位學術顧問參與其中，
並與業界簽訂逾三十項技術授權協議及保密協議，以轉移
理大在多個領域的專業知識。截至二零一八年六月，累計超過
八百四十個理大研究項目已獲批專利。	

此外，理大將科技發明引入工商業界，旨為推動業界進步，
改善世界，造福人類。理大的科技轉移成功例子包括眼科視光
學院研發的光學離焦軟性隱形眼鏡，能有效減慢 8至 13 歲香港
學童的近視加深速度達 60%，並成功由理大支持的初創企業
商品化 ; 而電機工程學系研發的鐵路監測系統，以光纖光柵
傳感器持續監測行駛中列車的狀況，能提高維修和整體營運
效率。系統亦已應用於新加坡地鐵有限公司的地鐵網絡。	

理大亦致力為學生及畢業生提供各式各樣的創新活動及創業
計劃，對香港的創業生態環境持續作出貢獻。自二零一一年起，
大學與合作夥伴共同建立「微型創業基金平台」，提供多項
種子基金計劃，包括「理大微型基金計劃」、「理大科技領航
基金」等等，以資助初創企業的發展。

企業地址：

香港九龍紅磡育才道 11 號

企業網站：
www.polyu.edu.hk

企業電話：
3400 2799

企業傳真：
2865 9880

企業電郵：
pdadmin@polyu.edu.hk

成立年份：
1937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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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銀行（香港）有限公司 
獲獎年份：2008	-	2019

植根香港  與企業共成長
中銀香港植根香港，秉持「以客戶為中心」，逾百年來持續為
香港工商界提供全方位金融服務及嶄新的跨境金融產品，並積極
推動金融科技發展及粵港澳大灣區的機遇，驅動創新，全面配合
中小企的融資、支付、管理、營運的需要，助力中小企提升市場
競爭力。

全力支持中小企業獲客源、獲資訊及獲服務
• 為助力中小企業拓展客源及合作夥伴，中銀香港積極參與
母行中國銀行「中銀全球中小企業跨境撮合服務活動」，
為內地、香港及海外的中小企業搭建投資、技術交流與貿易
合作的橋樑。同時，中銀香港與香港生產力促進局合作開展
「業務擴展在東盟系列」，涵蓋研討會及實地調研考察，
向有意於東盟國家設點的工商企業提供全面的市場信息，
全力支持中小企業拓闊市場。

• 中銀香港持續推進創新科技，透過手機平台及網銀，向客戶
提供安全及即時市場動態，並與本地商會保持緊密合作
關係，讓客戶掌握最新市場及國策信息，提升市場競爭力。

• 結合母行中國銀行粵港澳大灣區逾 1,000 家機構網絡，
中銀香港不斷完善跨區域合作機制，同時，透過業務延伸
至東南亞地區，向工商客戶提供更全面的跨境服務。

積極推動創新　把握大灣區機遇
創新推出 BoC Pay及 BoC Bill，為商戶及旅客帶來簡便安全
的電子支付服務。先後推出「粵港商事登記銀政通」、「中銀
商事服務深港通註冊易」服務，提供跨境工商註冊便利。此外，
「中銀快匯」提供便捷快速的跨境資金通道及多達 47種貨幣
匯款，為客戶於境內外提供多元融資方案。

企業地址：

香港花園道1號中銀大廈

企業網站：
www.bochk.com

企業電話：
3988 2288

成立年份：
2001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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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亞銀行有限公司 
獲獎年份：2008	-	2019

「百年成就，成就百年」。擁有百年歷史的東亞銀行，是一家
具領導地位的香港金融服務集團，在香港聯合交易所上市。自
1918 年在香港成立以來，一直竭誠為本港、中國內地，以及
世界其他主要市場的客戶，提供全面的企業銀行、個人銀行、
財富管理及投資服務。	

東亞銀行龐大的服務網絡覆蓋全球，現設有約 200 個網點，
包括於香港設立的 70 間分行、54 間顯卓理財中心和 11 間 i-
理財中心，網絡為全港最大之一。而在內地，東亞銀行早於
1920 年已在上海開設分行，透過全資附屬公司東亞中國，現已
發展成為內地網絡最龐大的外資銀行之一，網點遍佈內地 44 個
城市。	

憑藉豐富的營商經驗，東亞銀行深明中小企業客戶所需，為
企業客戶提供多項靈活及度身設計的理財產品及服務，包括
營運資金貸款、跨境金融業務、貿易融資、銀團貸款、企業
電子網絡銀行服務、強積金及保險服務。	

建基於貫通中港的強大服務平台，東亞銀行亦一直發揮聯動
優勢，積極為從事跨境業務的客戶，提供專業創新的人民幣
融資方案，當中包括貿易結算及進出口貿易融資安排。	

此外，東亞銀行著力開拓創新，不斷研發及運用尖端科技，
發展安全高效的電子銀行和智能數碼服務，藉以協助中小企業
優化營運管理，減省開支，增強市場競爭力。

有賴業界的支持，東亞銀行連續 12 年獲獎，深以為傲。我們
矢志繼續肩負中小企業營商夥伴的角色，以完善稱心的服務
協助客戶緊握機遇，拓展業務，開創未來。

企業地址：

香港中環德輔道中 10 號

企業網站：
www.hkbea.com

企業電話：
3608 0628 / 3608 0638

企業傳真：
3608 6017

企業電郵：
LEPB@hkbea.com

成立年份：
1918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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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註冊處 
獲獎年份：2009	-	2019

公司註冊處主要負責實施《公司條例》及有關規例的規定，為
本地及非香港公司辦理註冊；登記公司交付的法定文件；並
提供查閱公司資料的服務。 

本處一向致力提供高效率和優質服務，提升香港的營商環境。
創業人士及中小企在任何時間均可於本處的「註冊易」網站
(www.eregistry.gov.hk)以電子方式成立公司。中小企亦可於
「註冊易」以電子形式交付表格及周年申報表；同時免費享用
「周年申報表 e提示」服務，以及協助公司監察文件存檔情況
的「監察易」服務。本處自 2017年推出「CR交表易」流動應
用程式，利便「註冊易」登記用戶使用流動裝置交付常用表格，
包括成立本地公司的申請表、周年申報表及申報公司詳情更改
的表格。 

公眾人士可隨時隨地在本處的「網上查冊中心」(www.icris.

cr.gov.hk)，或透過公司查冊流動版服務 (www.mobile-cr.gov.

hk)，以智能手機及流動裝置查閱公司的最新資料和文件的影像
紀錄，從而作出適時的商業決定，方便營商。 

在世界銀行發表的《2019年營商環境報告》中，香港在「開辦
企業」方面的國際排名為全球第五位。 

有關公司註冊處的服務，請瀏覽本處網站 (www.cr.gov.hk)。

企業地址：

香港金鐘道66號金鐘道
政府合署14樓 

企業網站：
www.cr.gov.hk

企業電話：
2867 2600

企業傳真：
2596 0585                              

企業電郵：
crenq@cr.gov.hk                               

成立年份：
1993 年 8 月 1 日成立為
營運基金部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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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互動媒體有限公司 
獲獎年份：2009	-	2019

New iMedia Solutions Limited ( 新互動媒體有限公司 )擁有
超過 11年經驗，致力為客戶提供全方位數碼營銷方案，包括
搜尋推廣服務、社交媒體宣傳方案、展示廣告、影片營銷、
以及多媒體設計及製作服務。我們與各大網上平台關係密切，
除了作為 Google卓越合作夥伴及雅虎香港搜尋推廣服務特選
授權代理商，我們亦與超過 100個本地及國際知名搜索引擎及
網站組成強大的網上媒體聯盟，包括 Facebook、YouTube、
百度等，為中小企客戶提供一站式本地及海外的網上宣傳服務。

為達至精準有效的廣告投放，New iMedia專業的顧問團隊會按
中小企客戶的廣告預算及業務需要釐定合適的廣告策略。我們
更運用大數據，幫助客戶將宣傳訊息精準傳遞予目標顧客，
包括利用自家研發的數據知識庫 Keyword Knowledge Base以
收集超過 40個行業的網上關鍵字數據，並將之轉化為珍貴的大
數據市場資訊，為中小企客戶提供更精準的市場分析，盡攬
商機。我們亦配備最新的技術及知識，利用追蹤及網站分析
工具優化數碼廣告，使每一分的廣告支出都用得其所，提高
成本效益。此外，我們更為客戶提供詳盡的分析報告，定期
評估其廣告表現及提供專業意見，協助客戶持續進步，更有效
分配有限的廣告預算。

為配合中小企的推廣需要，New iMedia亦定期舉行講座及研討
會，並透過定期客戶通訊，幫助客戶掌握最新市場資訊，緊貼
市場趨勢，與客戶共同成長。

企業地址：

香港九龍觀塘巧明街100號
友邦九龍大樓40樓4006室

企業網站：
www.newimedia.com

企業電話：
2131 0888 

企業傳真：
2133 0631                         

企業電郵：
enquiry@newimedia.com                              

成立年份：
2007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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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展銀行(香港)有限公司 
  獲獎年份：2009	-	2019

作為亞洲歷史最悠久的銀行之一，我們深信持久的夥伴關係
最為重要，因此，我們經驗豐富的業務經理團隊、業界專家及
產品專家，會為中小企度身制定理財方案，切合在業務發展
路上每一個里程碑。星展香港至今已連續榮獲十一年【中小企
業最佳拍檔獎】，作為中小企的最佳拍檔，星展香港將繼續
陪伴中小企成長，在營商環境有所改變時，更會作出充份支持。 

我們一直致力推動創新科技及數碼銀行服務，為中小企提供更
方便、快捷的理財服務。我們的網上開立企業賬戶服務，只需
約 15 分鐘便可完成網上申請及選擇與業務經理預約到分行
會面。而合資格客戶可以更有彈性地透過視像會議完成開戶
手續，節省於分行排隊時間。我們今年更推出了 DBS MAX, 

讓商戶可以通過轉數快二維碼收款，款項於當天即可使用；
商戶更可通過實時收款通知和每日結算報表輕鬆進行對帳，
提高中小企的競爭力及效率。 

我們也了解到商業網絡對業務發展的重要性，因此推出了「DBS 

BusinessClass 」- 一個專為中小企而設的綜合資訊社交數碼
平台，讓中小企在平台上獲取最新的市場動向及專家意見，
並參考其他成員的意見甚至成功案例，集思廣益，把營商
智慧融會貫通到自己的業務上。「DBS BusinessClass」亦會
經常舉辦不同類型的活動藉以提供機會讓會員連繫業界精英及
顧問。星展香港將繼續推動創新科技及數碼銀行服務，支持
中小企在這科技年代有長遠及持續之發展。

企業地址：

香港中環皇后大道中99號
中環中心16樓

企業網站：
www.dbs.com.hk 

企業電話：
2290 8068 

企業電郵：
BusinessCare-HK@dbs.com

成立年份：
2003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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渣打銀行(香港)有限公司 
獲獎年份：2009	-	2019

渣打是一個具領導地位的國際銀行集團，我們的使命是透過
我們獨特的多元性，推動商業發展和促進繁榮。集團多年來的
歷史及一直堅守的信念展現於我們的品牌承諾「一心做好，
始終如一」。 

渣打香港已於香港經營 160年，提供多元化的銀行服務，包括
信用卡、貸款、存款、投資等專業理財方案，全面滿足個人及
企業需求。作為提供全面及專業貿易服務的國際銀行，渣打
香港多年來一直照顧中小企客戶的需要，建立起全天候的產品
線，為中小企客戶提供一站式的專業理財服務，包括企業員工
銀行服務，全方位貿易融資及資金管理方案，讓中小企客戶可
輕鬆拓展業務。

近年，渣打不但重視企業客戶，亦關心企業員工的需要，積極
拓展「企業員工銀行服務」，為中小企員工提供全面的企業員工
服務，如「出糧升級組合」、信用卡、個人貸款、退休計劃、
保險等。這種度身訂造的「到戶銀行服務」新概念，除為其員工
提供額外的福利外，更讓員工感到受重視，從而提升其員工的
歸屬感。我們會繼續以服務客戶為先，堅守信念，與中小企
客戶及其員工攜手前進。

企業地址：

香港中環德輔道中4-4A號

企業網站：
www.sc.com/hk

企業電話：
2886 8868

企業傳真：
2535 4282                              

成立年份：
1859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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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興銀行有限公司 
獲獎年份：2007,	2010	-	2019

創興銀行於 1948 年成立，2014 年成為越秀集團成員。創興
銀行及其附屬公司 ( 創興證券有限公司及創興保險有限公司 ) 為
個人及企業客戶提供多元化理財方案，服務包括港幣及外幣
存款、信貸、財富管理、投資、證券、保險及各項商業銀行產品。
此外，創興銀行聯同多間本地金融機構成立 BCT 銀聯集團，
為客戶提供全方位強積金服務。創興銀行在香港共有39間分行，
在廣州、深圳、汕頭及澳門設有分行，在廣州天河、佛山、南沙
及橫琴設有支行，及在上海及美國三藩市設有代表處。	

專業服務  可靠信賴
創興銀行擁有專業的企業銀行業務團隊，每間中小企客戶均由具
豐富理財經驗的客戶經理跟進及提供合適的財務方案，確保客戶
能獲得優質的服務。本行並附設中小企業獨立專線，隨時提供
諮詢及支援服務。	

中小企業合作伙伴
創興銀行秉承與中小企業攜手合作的發展方針，全力支持香港
按證保險有限公司推出的「中小企融資擔保計劃」，以協助中小
企業把握營商機遇。本行亦簡化「中小企融資擔保計劃」的內部
申請程序，務求讓中小企業盡快得到所需之周轉融資。	

緊貼市場  優化服務
為緊貼人民幣發展之步伐，創興銀行設有企業人民幣服務，包括
匯兌及貿易融資等，為對進行人民幣交易結算需求殷切的中小企
業客戶提供「內保外貸」、「外保內貸」及「廣東自貿區跨境
直貸」等服務。本行亦提供財富管理服務，為中小企業管理層
度身設計合適的理財方案，把握投資良機。

企業地址：

香港德輔道中 24 號
創興銀行中心

企業網站：
www.chbank.com

企業電話：
3768 0222（中小企專線）

企業傳真：
3768 1722（中小企專線）

企業電郵：
customerservice@chbank.com

成立年份：
1948 年 ( 於 2014 年 2 月 14 日
成為越秀集團成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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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CT 銀聯集團 
獲獎年份：2010	-	2019

BCT銀聯集團紮根香港，是香港最大信託公司之一，亦為香港
主要強積金公司，專門提供強積金、退休金產品及退休金 / 基金
行政管理服務。我們更是全港僅有兩間為飲食及建築業提供強積
金行業計劃的公司之一，服務眾多中小企。截至 2019年 3月，
行政管理資產總值超過 1,700億港元，為超過 110萬成員帳
戶提供服務。 

BCT一直致力協助僱主履行強積金責任，減輕其行政負擔。
除了提供網上戶口及免費電腦軟件，協助僱主靈活方便處理
強積金事宜，我們亦定期提供僱員福利方面的最新資訊。此外，
BCT一直提升僱員對強積金 /職業退休計劃的關注，並完善對
成員的支援，例如提供退休策劃工具，及舉辦投資教育講座及
活動等。 

多年來，BCT的專業獲得業界肯定。最近，我們在 2018《指標》
年度基金大獎勇奪多個強積金實力大獎及最佳強積金基金獎項。
我們更在《彭博商業周刊／中文版》「領先基金大獎 2018」及
積金評級 2019年度「強積金獎項」獲得多項殊榮，肯定 BCT

作為強積金專家的多元實力。 

BCT 將不斷創造價值及加強與僱主的緊密聯繫，繼續擔任
中小企信賴可靠的最佳拍檔。

企業地址：

香港皇后大道中183號
中遠大廈18樓

企業網站：
www.bcthk.com

企業電話：
成員熱線：2298 9333
僱主熱線：2298 9388

企業傳真：
2992 0809

企業電郵：
bct@bcthk.com

成立年份：
1999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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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商業銀行 
獲獎年份：2011	-	2019

上海商業銀行作為一家商業銀行，以竭力為中小企提供忠誠
專屬銀行服務作定位。植根香港接近七十年，深明中小企業在
拓展業務的各種需要。我們一直秉持「處處為您着想」理念，
致力為中小企業客戶提供一站式及多元化的融資與理財方案，
包括商業融資、貿易融資、人民幣貿易結算服務、資金管理、
企業網上銀行、風險管理及強積金服務等，與中小企業携手
發展每個新機遇。另外，我們亦全力支持香港政府提供的「中
小企業信貸保證計劃」及香港按證保險有限公司提供的「中小企
融資擔保計劃」。透過上海商業銀行的貼身服務，中小企業可更
靈活運用資金，把握發展機會，在業務上輕鬆地縱橫馳騁。	

在跨境業務方面，上海商業銀行除了擁有豐富經驗外，更早著
先機與國內上海銀行 * 及台灣上海商業儲蓄銀行 ^合作，建立
了完善的「上海銀行」服務網絡，服務範圍覆蓋全球 400 多個
網點，包括香港、台灣、中國、美國、英國、越南、柬埔寨、泰國、
印尼等。三行共同以「三地上銀		一心為您」的精神，打造出
「綠色通道」、「慧通理財」跨境平台，提供合適、靈活的
融資方案，用心照顧中小企業客戶的各項需要，為全球忠實
客戶提供既方便有效率又可靠的服務，支持他們擴建版圖。	

上海商業銀行深明提升電子銀行服務，以及提供更佳網上跨平台
客戶服務的重要性，我們為首階段參與「轉數快」及「貿易聯動」
的銀行之一；此外，本行推出的「上海商業 JETCO	PAY」，
以及本行附屬公司上商期貨有限公司推出的「流動期貨買賣」
應用程式，亦為香港客戶提供更便捷的服務體驗。在這嶄新的
資訊科技時代，我們亦會堅守以聆聽、了解及支持客戶的服務
宗旨，為中小企業提供最優質、最全面的銀行服務，致力成為
中小企業客戶的最佳拍擋，與他們携手一起成長。

* 上海銀行為中國內地註冊之銀行，於香港設有全資子公司—
上海銀行 ( 香港 ) 有限公司。

^ 上海商業儲蓄銀行為台灣註冊之銀行，於香港設有分行。

企業地址：

香港中環皇后大道中12號
上海商業銀行大廈

企業網站：
www.shacombank.com.hk

企業電話：
2921 2060 / 2207 2207

企業傳真：
2869 8608

企業電郵：
contact@shacombank.com.hk

成立年份：
1950 年 11 月於香港註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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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電力有限公司
獲獎年份：2009,	2011	-	2019

新世代  新動力

中華電力有限公司服務香港超過一個世紀，為香港逾八成人口
提供安全可靠的電力服務，業務範圍涵蓋發電、輸配電和客戶
服務。近年智能科技發展一日千里，中華電力亦一直與時並進，
利用創新科技為客戶提供更切合需要的優質服務，支持香港
發展成為更環保的智慧城市。	

中華電力是工商業客戶的最佳能源夥伴，早於 2012 年已成立
中小企業諮詢協會，不時舉辦節能環保講座及參觀活動，為
工商業客戶提供最新的節能資訊，發掘節能空間，減低營運
開支。同時，我們不斷開發新的智能服務平台，引入各項新
科技，協助業界提升營運效能，並利用電能專業，擔起橋樑
角色，為各行各業提供交流及配對平台。	

為鼓勵及協助工商業客戶有效管理用電，中華電力推出「創新
節能企業大獎」	計劃及「電錶在線」服務，並為中小企設立
「綠倍動力」節能中心及「智能體驗館」，因應不同業界的
業務性質和需求，向客戶建議適用的能源管理方案，以優化其
營運模式及服務。中華電力亦推出「綠適樓宇基金」和「節能
設備升級計劃」，資助工商客戶進行節能改善工程及更換高能
源效益設備。中華電力的「可再生能源上網電價」及「可再生
能源證書」，更可讓工商業界參與本地可再生能源的發展。	

展望未來，我們將會繼續竭誠為各行各業推動節能環保，善用
嶄新科技協助工商界智慧用電、提升能源效益及節省營運
開支，攜手締造更綠色的香港。

企業地址：

九龍深水福華街215號

企業網站：
https://www.clp.com.hk

企業電話：
2678 2660

企業傳真：
2678 7350

企業電郵：
business.centre@clp.com.hk

成立年份：
1901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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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電燈有限公司
獲獎年份：2011	-	2019

為支持中小企在香港的發展，港燈為中小企客戶提供全方位的
增值服務，由開業支援以至能源管理，處處為客戶設想。最新
的「智惜用電能源審核」，提供免費能源審核服務，協助客戶
發掘節能機會，並提供審核報告及建議，以提升能源效益。	

「商企一站通」為中小企客戶及其註冊電業承辦商，提供貼身
及一站式的電力諮詢服務，範圍涵蓋申請電力、能源效益、
電力安全、電能質量及賬戶事宜。為縮短申請電力供應所需
時間，港燈提供由變壓器供電二百安培或以下電力裝置的即時
查核供電容量服務。中小企亦可享有預檢服務，以便註冊電業
承辦商／工程人員在進行電力裝置檢查前，解決已預先識別的
問題。為方便工商業客戶在開業初期能更有效運用時間，港燈
將 1.5 小時時段預約裝置檢查服務，推廣至所有工商業客戶。
此項服務令客戶在預約裝置檢查時，能夠即時確定他們所選擇
的時段。

港燈亦為不同行業的中小企制訂針對性的能源效益方案。服務
包括：協助安裝電能設備、評估現有能源系統，以及提供額外
的供電技術支援等。設於北角的「商電廚房」，展示了自動化
的電能煮食設備，提供專業電能煮食示範，助業界提升職安健、
改善工作環境及減輕人手不足的問題。	

此外，港燈提供流動應用程式讓中小企了解「糾正驗線問題
小貼士」，以縮短獲得電力供應所需時間；港燈網頁亦設置「中
小企全方位增值服務」專頁，讓客戶獲得更詳盡的服務資訊。

企業地址：

香港堅尼地道44號港燈中心 

企業網站：
www.hkelectric.com

企業電話：
2843 3111

企業傳真：
2810 0506

企業電郵：
mail@hkelectric.com

成立年份：
1889 年

80



2019

中小企業最佳拍檔獎

香港按證保險有限公司  
獲獎年份：2012	-	2019

由香港按揭證券有限公司 (按揭證券公司 ) 全資擁有的香港按證保險
有限公司 (按證保險公司 ) （本公司） 深明中小企是香港經濟的重要
基石，協助中小企取得穩定的融資，對推動香港經濟持續發展起着
關鍵的作用。

 「中小企融資擔保計劃」 [1]自 2011年 1月推出以來，本著市場機制
運作的形式和審慎商業原則，為合資格企業的貸款提供五成至七成的
信貸擔保，協助中小企取得銀行融資以作日常營運或購置設備之用，
並同時協助貸款機構減低借貸風險。中小企亦可為原本在計劃下獲得
擔保的貸款進行再融資。每間企業集團最多可向銀行借貸 1,200 萬
港元，最長擔保期為 5年。企業可同時以分期貸款及循環信貸形式借
貸，兩種貸款的比例不設限制。

政府於 2012年 5月 31日起透過「中小企融資擔保計劃」推出有時限
的「特別優惠措施」，以優惠的擔保費及合共 1,000億港元信貸保證
承擔額，向合資格的中小企貸款提供八成信貸擔保 (「八成信貸擔保
產品」)，以協助中小企面對不明朗的環球經濟環境及可能因信貸
緊縮而出現的融資困難。為協助面對資金周轉困難的中小企，政府
於 2018年 11月 19日起為合資格的八成信貸擔保產品推出優化措施
（「優化措施」），包括降低擔保費五成；將最高貸款額由 1,200萬
港元增加至 1,500萬港元；以及將貸款擔保期由 5年延長至 7年。
財政司司長於 2019-20年度財政預算案宣布將「特別優惠措施」的
申請期及三項優化措施延長至 2020年 6月底。 

八成信貸擔保產品自推出以來，中小企的反應熱烈。截至 2019年 3月
底，逾 15,000宗申請已成功獲批，涉及約 620億港元貸款額及約
490億港元的信貸保證承擔額，惠及超過 8,600家來自不同行業的
企業及接近 22萬名相關僱員。上述已批出貸款中，只有約百分之三
的貸款有提供實質抵押品。換言之，逾九成的貸款為欠缺「磚頭」
的中小企提供所需的營運融資，可見八成信貸擔保產品為無資產的
中小企提供了「及時雨」。企業可向參與計劃的貸款機構查詢有關
詳情，或瀏覽網頁 (www.hkmc.com.hk/sfgs)。 

為加強中小企及貸款機構對計劃的認識，本公司團隊積極向參與計劃
的貸款機構及主要中小企商會 (包括香港中小型企業總商會 )作出
推廣，包括與貸款機構管理層及商會的理事會會面講解及推介計劃、
向貸款機構發佈季度申請及索償報告、參與商會及貸款機構舉行的
研討會及通過商會的渠道向中小企宣傳計劃。聽取業界的意見後，於
2017年相繼推出優化申請及索償程序的措施，以方便及鼓勵中小企
及貸款機構使用計劃。按證保險公司會繼續透過不同渠道與業界團體
保持溝通，幫助有需要的中小企了解計劃的內容及申請安排。
[1] 自 2012 年起，按揭證券公司透過「中小企融資擔保計劃」獲中小企業最佳拍檔獎。自

2018年 5月 1日起，「中小企融資擔保計劃」之業務已轉移至按證保險公司並由其經營。

企業地址：

香港皇后大道中 183 號
新紀元廣場中遠大廈
(高座) 34樓

企業網站：
www.hkmc.com.hk/sfgs

企業電話：
2536 0085
( 一般查詢 )
2536 0392 
( 中小企融資擔保計劃熱線 ) 

企業傳真：
2536 0999

企業電郵：
sfgs_enquiry@hkmci.hk 
( 有關「中小企融資擔保計劃」)

成立年份：
2017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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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出口信用保險局 
獲獎年份：2012	-	2019

香港出口信用保險局於 1966年根據法例成立，透過為香港出口
商提供出口信用保險服務，保障他們因商業或政治事故未能收回
款項的風險，從而鼓勵及支持香港出口貿易。香港信保局根據
保險合約承擔的或有法律責任，獲香港特區政府保證。現時法定
最高負責額為 550億港元。

面對中美貿易磨擦，全球的營商環境變得不明朗。香港信保局為
香港貨物或服務業的出口商，在放帳予海外買家時，提供一系列
出口信用保險服務，包括綜合保障保單及小營業額保單，以保障
出口商避免因買家破產、拖欠貨款或拒絕提貨、貨物被禁入口、
外匯禁制、入口證被取消、延遲償還外債、天災、暴動或戰爭等
風險事故而未能收回的貨款。 

為應對中美貿易磨擦所帶來的放帳風險，香港信保局於 2018 年
6 月及 9月推出特別支援措施，包括為香港出口商免費提供增加
至 6個的買家信用評估服務；為受到美國實施關稅影響的「小
營業額保單」保戶免費提供額外付貨前風險保障；「小營業額
保單」保戶的保費提高至 7折優惠，而其持有的每個美國買家
信用限額亦可獲增加百分之二十，上限為五百萬港元。措施原訂
有效期至 2019 年 6 月 30 日，鑑於中美貿易糾紛惡化，香港
信保局延長特別支援措施一年至 2020 年中，以增強對香港出口
商特別是中小企的保障。此外，本局亦為保戶及香港出口商舉辦
貿易相關問題的免費研討會及講座，加深他們對貿易問題及影響
的認識。	 

另外，為協助香港出口商特別是中小企業，香港信保局推出全新
一站式網上信用保險平台「EC-Reach中小企信保網」，讓初創
企業及小微企出口商可以簡單便捷地在網上購買出口信用保險，
並可投保少至一個自選買家，獲得貼身合適的保障，並於 2019年
9月 30日前可享保費 85折優惠 。

企業地址：

香港九龍尖沙咀東部麼地道
七十五號南洋中心第一座二樓

企業網站：
www.hkecic.com

企業電話：
2723 3883

企業傳真：
2722 6277

企業電郵：
info@hkecic.com 

成立年份：
1966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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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郵政
  獲獎年份：2012	-	2019

香港郵政成立於一八四一年，百多年來一直與時俱進，致力為
各界提供優質服務。一九九五年轉以營運基金模式運作，經過
不斷蛻變，現已成為靈活多變、以客為本、市場主導的服務
機構。香港郵政不但網絡龐大，覆蓋全面，而且信譽昭著。
除傳統業務外，更積極開拓新興產品市場，竭誠為顧客提供
物有所值的郵政服務，實踐「傳心意  遞商機」的企業精神。 

作為本地中小企的營商良伴，香港郵政多年來主動透過不同
渠道了解他們的業務需要。香港郵政現正積極推動電子商貿的
發展，為電商經營者與跨境電商平台提供多元化的本地配送
方案。我們提供郵政局櫃位領件服務之餘，並不斷擴大「智郵
站」網絡，方便顧客在自訂地點領取網購物品，不再受辦公
時間局限。我們亦為中小企提供一站式郵務方案，從品牌建立、
業務拓展、網上銷售和配送，以至企業禮品籌劃及內部支援等，
涵蓋他們各方面業務所需，全面配合他們的營運發展。 

衷心感謝香港中小型企業總商會連續八年頒發「中小企業最佳
拍檔獎」予香港郵政，對我們服務本地中小企的工作再次給予
充分的肯定。期望來年繼續與總商會並肩攜手，為本地中小企
締造有利的營商環境。

企業地址：

香港中環康樂廣場 2 號

企業網站：
www.hongkongpost.hk

企業電話：
2921 2222

企業傳真：
2868 0094

企業電郵：
hkpo@hkpo.gov.hk

成立年份：
1841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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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新銀行有限公司 
  獲獎年份：2013	-		2019

大新銀行專注 70 多年提供靈活及快捷服務

並全力支持中小企業發展

大新銀行致力為中、港、澳客戶提供多元化銀行服務，一直以來
秉承「以客為本」的宗旨，把握市場趨勢，為客戶提供專業及
周到的理財服務。	

商業銀行處一直以來專注地為中小企業服務，提供全面的銀行
方案以便客戶可以安心處理業務。例如在過去我們積極參與政府
牽頭的各項中小企貸款保證計劃，以及近年我們全面優化現金流
管理服務，以使其更全面及有效。大新銀行企業網上銀行「DS-
Direct」，提供先進和操作簡易的網上平台、連接一籃子的商業
產品，為商業客戶提供全面現金及貿易融資管理。	

大新銀行亦提供犠為中小企業而設的 iSME。iSME 是透過網上
平台為中小企業提供配合業務需求的一個虛擬銀行服務中心，
其中一個大新首創功能為以 3 個簡單步驟去為客戶提供銀行
方案，藉此全面配合各行業的流動工作模式，與時並進。	

大新銀行重視金融科技創新，一直積極向商業客戶提供一站式
及多樣化的商業銀行服務。	我們為首批銀行率先推出同時支援
App	Store	(iOS)	和 Google	Play 下載使用的商業銀行流動理財
服務。客戶啟用「生物保安認證」或「專用密碼」服務後，
無須額外攜帶實體保安編碼器，即可使用唯一已登記的流動裝
置，以「生物保安認證」( 包括指紋認證及 IPhone	Face	ID)	或
「專用密碼」登入「DS-Direct」服務，享受安全、快捷、
一站式的流動現金管理體驗。應用「生物保安認證」登入「DS-
Direct」企業流動理財服務正切合香港客戶及市場對安全、務實
和高效率現金管理服務的需求。	

大新銀行認為中小企業的健康發展，是香港經濟的主要動力
來源，而於初創企業在起步時為其提供支援，使其有更大空間
發展業務，對未來香港經濟的可持續發展尤其重要。有見及此，
大新銀行商業銀行處針對初創企業開立銀行戶口的困難，設計出
「Inno-Start 初創易」銀行服務方案，提供開戶、設立網上理財、
開立企業信用卡以及其他有關銀行服務。	

除了「以客為本」這個銀行宗旨外，我們本著四個大原則向客戶
提供服務：專注、忠誠、靈活及快捷，希望能與客戶建立長遠的
關係。

企業地址：

35/F, Everbright Centre, 
108 Gloucester Road, 
Wan Chai, HK

企業網站：
www.dahsing.com

企業電話：
2507 8122

企業傳真：
2598 5761

企業電郵：
sq@dahsing.com

成立年份：
1947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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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no-Start 初創易」銀行服務方案

借定唔借？還得到先好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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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富財經傑出企業大獎
傑出商業交易銀行服務

香港中小型企業總商會
中小企業最佳拍檔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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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智慧城市大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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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建設銀行(亞洲)股份有限公司 
獲獎年份：2016	-		2019

中國建設銀行 ( 亞洲 ) 股份有限公司 (「建行 ( 亞洲 )」) 為
中國建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建設銀行」) 於香港地區的全
功能綜合性商業銀行服務平臺。建行 ( 亞洲 ) 目前於香港設
有逾 50 個網點，並提供多元化的銀行產品和服務，包括零售
銀行服務、商業銀行服務、企業銀行服務、私人銀行服務、
金融市場業務和跨境金融服務等。

建行 ( 亞洲 ) 的商業銀行服務一直堅守靈活快捷、專業、穩健
可靠的原則，為全港客戶提供一站式、優質的金融產品和服務，
包括：貿易信貸、資金信貸、僱主支薪自動轉帳服務、網上
商務理財平臺等。

專業服務團隊
建行 ( 亞洲 ) 專業的商業銀行團隊為商業客戶度身訂造最適合的
理財方案，務求滿足客戶業務上的需要，積極為客戶開拓商機，
致力為客戶提供一站式及多元化的融資方案，協助商業銀行客戶
拓展業務及更靈活地運用資金。

最佳合作夥伴  共拓商機
建行(亞洲)積極與本地商業客戶建立長遠互信的合作夥伴關係，
了解所需，助客戶提升自身的競爭力，拓展機遇。我們定期參與
各商會舉辦的各類座談會、商務研討會及交流活動，藉此協助
商業客戶掌握行業最新資訊，並了解商業客戶日常營運所遇到的
困難及挑戰，為商業客戶提供適切的金融意見及完善的方案。

跨境融資服務
憑借母行建設銀行於內地的強大分行網路及支援，建行 ( 亞洲 )
於中港兩地跨境金融服務方面擁有豐富經驗及市場優勢，多年來
為內地與香港商業客戶提供中港跨境融資服務，為中港企業的
香港分公司提供開戶和支薪等金融服務，推薦優質律師所或
會計師事務所等，幫助它們在香港成立註冊公司，拓展
香港業務。此外，亦不定期與大灣區一帶的企業家組織交流
活動，提供行業分析及宏觀經濟資訊。

企業地址：

香港中環干諾道中 3 號
中國建設銀行大廈

企業網站：
www.asia.ccb.com

企業電話：
2903 8366

成立年份：
1912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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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邦保險(國際)有限公司 
獲獎年份：2018-2019

友邦香港是友邦保險集團附屬公司。友邦保險集團於 1931 年
開始經營香港的業務，至今擁有超過16,500名財務策劃顧問 1，
與及獨立理財顧問、經紀和銀行保險網絡。我們的團隊為超過
300 萬客戶 2，提供專業服務及不同類型產品，包括個人壽險、
團體人壽、意外、醫療、強積金、個人財物保險及多款投資選擇
的投資連繫壽險計劃。我們亦專注為高端客戶特有的財務需要
設計超卓產品方案。	

友邦香港過去 60 多年來致力為港澳不同規模的公司提供僱員
福利方案。我們的專長和以客戶為中心的價值主張，使我們
成為業界領導者，並以旗下一站式團體保險、退休金和僱員自選
保障方案聞名，體現優越價值、多元選擇及簡易靈活。	

憑藉豐富經驗，我們致力滿足地區內不同行業僱員的醫療和退休
保障需要。我們提供的方案以靈活和具成本效益方式，協助中小
企以至跨國企業提升業務，同時達致人力資源的目標，讓客戶
受惠。	

中小企是香港經濟的命脈，我們深明中小企營商環境競爭激烈，
特意推出「全面中小企僱員福利方案」以配合中小企的獨特
需要，透過一站式的產品和服務，幫助僱主減輕行政工作，
同時滿足僱員的保障和理財所需，從而吸引及挽留人才、提升
公司競爭力，為整體社會創造共享價值，助大家活出「健康長久
好生活」。	

1 截至 2019 年 2月
2 截至 2018 年 3月 31 日

企業地址：

香港鰂魚涌英皇道 683 號
嘉里中心 16 樓

企業網站：
www.aia.com.hk

企業電話：
2200 6333

企業傳真：
2565 0001

企業電郵：
hk.cs.enquiry@aia.com

成立年份：
1931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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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信國際電訊（信息技術）
有限公司 

獲獎年份：2019

中信國際電訊 (信息技術 )有限公司 (「中信國際電訊 CPC」) 

是中信國際電訊集團有限公司的全資附屬公司 ( 香港交易所
股份代號：1883)，公司一直矢志透過先進技術及旗艦解決
方案，包括 TrueCONNECT™ 專用網絡服務、TrustCSI™ 信息
安全解決方案、DataHOUSE™ 全球統一雲數據中心解決方案
及 SmartCLOUD™ 雲端運算解決方案，為全球跨國企業提供可
高度擴展的客制化方案，以滿足他們特定的 ICT需求。 

作為香港首個獲得 ISO 9001、14001、20000、27001及 27017 

ICT服務相關認證的服務供應商之一，中信國際電訊 CPC業務
版圖覆蓋全球，包括部份亞洲、歐洲及美國高增長市場的地區；
超過 140個網絡服務據點、18個以上的雲服務中心、30個數據
中心及 2個全天候的安全運作中心，承諾給予客戶最優質的
服務。 

「創新•不斷」就是中信國際電訊 CPC一直秉持的服務理念。 

請瀏覽 www.citictel-cpc.com 獲取更多資訊。

企業地址：

香港鰂魚涌英皇道 979 號
太古坊林肯大廈 20 樓

企業網站：
www.citictel-cpc.com

企業電話：
2170 7101

企業傳真：
2795 1262

企業電郵：
info@citictel-cpc.com

成立年份：
2002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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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邦銀行（香港）有限公司 
獲獎年份：2019

富邦銀行（香港）有限公司（「富邦銀行」）是富邦金控的全資
附屬公司。富邦金控為台灣最大的金融控股公司之一，也是唯一
在「兩岸三地均擁有銀行子行」的台資金融機構，擁有最完整的
金融服務平台。富邦銀行於香港透過	21	間分行及	1	間證券投資
服務中心為客戶提供全面的優質銀行服務，包括零售及商業
銀行、財富管理、金融市場、證券及投資服務。富邦銀行獲
標準普爾授予	A-2	短期及	BBB+	長期信貸評級。該評級反映
富邦銀行資本雄厚，流動資金充裕及資產質素優良。

富邦銀行透過有效的溝通及關注客戶的利益，致力實踐以客為本
的方針。我們耐心了解客戶的需要並為他們量身訂造商業及金融
服務，以滿足客戶的期望，加深與現有客戶的關係。我們亦會
投放資源進一步提升企業電子銀行系統「富邦商務網」，例如
推出網上外匯服務。同時，我們將向企業客戶推出全面的現金
管理電子銀行服務。

憑藉富邦集團是唯一在中國內地、台灣及香港設有銀行附屬公司
的台灣金融機構之獨特地位，我們透過與富邦華一銀行及厦行
銀行的緊密合作，為客戶在貿易相關及一般銀行服務方面提供
全面及多元化的跨境銀行服務。

我們會繼續恪守「踏實專業、力求創新、以客為尊」的宗旨，
為客戶量身訂造合適的金融方案，為他們帶來切合需要，甚至
超出所想的金融服務，確保客戶對我們獨特的「富邦體驗」
感到滿意。

企業地址：

香港中環德輔道中 38 號
富邦銀行大廈

企業網站：
www.fubonbank.com.hk

企業電話：
2842 6222

企業傳真：
2810 1483

企業電郵：
cs.inquiry.fbhk@fubon.com

成立年份：
1970 年

89



中小企業最佳拍檔獎

2019

Federal Express 
(Hong  Kong) Ltd 

獲獎年份：2019

FedEx Express 聯繫本地企業
與全球各地機遇 

FedEx Express (FedEx)是全球最大的空運速遞運輸公司之一，
至今已在香港服務 35年。我們堅守 Purple Promise理念－使
每一次 FedEx的服務體驗也是頂尖卓越的，而這信念已成功為
本港企業特別是中小型企業，聯繫全球各處機遇。

為本地企業締造商機

FedEx 不斷擴充其龐大的全球運送網絡，憑藉各地的專業領域
為客戶連接國際市場。隨著跨境電子商貿急速發展，加上新興
市場日益俱增的物流需求，FedEx已提升區內的營運網絡，
同時開辦新航班為企業聯繫全球各地更多機遇。舉例，在 2018

年，我們增設新路線來往越南河內及中國廣州的 FedEx 亞太區
轉運中心以及來往澳洲悉尼和新加坡的航班，以配合區內運送
需求上升，讓客戶享受更優越和更快捷的運送服務邁向新市場。

FedEx 亦洞悉本港中小企邁向歐洲的發展趨勢。根據我們的
研究，74%的本港中小企正在出口至亞太地區以外市場，當中
超逾 40%出口往歐洲。與 TNT Express 整合後， FedEx已大
大擴展其運送網絡，特別是歐洲地區，使本港中小企共同獲益，
既能享有更多產品服務選擇，進口歐洲及往返歐洲各地市場的
託運服務也更便利。

FedEx 誠心誠意聆聽客戶的意見，致力提升我們的服務。一直
以來，FedEx不斷更新我們的網頁用戶介面設計，並增設全新
的手機付款方式，包括 QR Pay和 PayPal，藉以為客戶提供
更靈活方便的服務體驗。

頂尖的顧客服務全賴專業團隊成員

我們根深柢固的以人為本文化，建基於我們的「員工 -服務 -

盈利」People-Service-Profit (P-S-P)哲學。這套理念是贏得「中
小企業最佳拍檔獎」的關鍵之道。FedEx深信只有悉心體恤
我們的「員工」，就能讓員工投入為客戶提供卓越的「服務」，
從而提升我們的「盈利」。如是者，我們便能再投放資源在團隊
成員身上及公司的未來發展，使之循環不息。

企業地址：

26/F & 27/F, Nanyang Plaza,
57 Hung To Road, Kwun Tung,
Kowloon

企業網站：
www.fedex.com.hk

企業電話：
2730 3333

企業電郵：
hkcsr@fedex.com

成立年份：
1984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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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世界設施管理有限公司 
獲獎年份：2015,	2019

新世界設施管理有限公司致力為青年廣場提供優質的設施管理
及營運服務。青年廣場是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民政事務局的青年
發展項目，目標是將其發展成全港青年發展活動的中心。新世界
設施管理的服務涵蓋全方位的行政、管理及營運服務，包括：
旅舍管理、物業管理、租賃服務、場地及設施管理及活動及市場
推廣服務。青年廣場以藝術及文化、音樂及舞蹈和社區參與為
三大發展支柱，並於設施和活動中充分配合此發展方向。	

我們的願景是矢志將青年廣場發展成本地青年人的活動中心，
結聚全港青年發展活動。而我們的使命是以優質的管理及營運
服務打造青年廣場成為一個輕鬆、可靠、安全及充滿樂趣和
驚喜的環境，讓青年發展潛能，一展所長，成就無限可能。	

由新世界設施管理負責管理及營運的青年廣場設有綜藝館、展覽
平台、劇場、多用途空間及 Y旅舍等。除為青年人提供一系列
理想場地外，青年廣場亦為商業機構、青年團體、非牟利團體及
慈善團體提供多元化的場地、商舖以至辦公室租用服務，以便利
它們舉辦各種有利青年發展的活動。青年廣場的設施及服務價格
合乎經濟原則，多元化的設施亦能切合中小企的不同需要。

企業地址：

香港柴灣柴灣道 238 號

企業網站：
http://www.nwfm.com.hk

企業電話：
3721 8888

企業電郵：
info@nwfm.com.hk

成立年份：
2009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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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洋商業銀行有限公司 
獲獎年份：2019

南洋商業銀行（下稱 “南商 ”）於 1949年在香港開業，踏入
2019年，南商已札根於香港 70年，並在香港設有 43間分行，
為各界客戶提供全面及專業的銀行服務 , 現時並通過手機銀行、
網上銀行等電子渠道進一步服務客戶。 

南商以工商業務為核心業務，以中小企為主要服務對象，目前
超過 80% 的工商授信戶為中小企。 為配合中小企在貸款、
現金管理、商業理財、跨境融資的需要，南商提供各類度身訂
造的產品，例如「南商小企錢」為中小企提供無抵押融資高達
HKD200 萬，「商業理財賬戶」為中小企開通一站式開戶及
多項服務，內保外貸、外保內貸、內地物業抵押等服務為跨境
中小企解決資金需要。 

為更好服務中小企業，南商於本港設立了 7個工商中心，及於
17家分行派駐中小企客戶經理。 「貼身服務」是南商中小企
服務的特色，南商為每名中小企授信戶配置專業客戶經理，
貼身跟進中小企的各種需要，在以往多年的客戶滿意度調查中，
客戶經理的服務均獲得客戶很高的評價。 

跨境業務是南商的專長，南商早於 1982年在深圳經濟特區開
設分行，是新中國成立後第一家在內地經營的外資銀行，現時
全資附屬公司 –「南洋商業銀行（中國）有限公司」（下稱 “南
商 (中國 )”）於中國內地設有 39家分支行，包括於大灣區深圳
市、廣州市、東莞市、佛山市的多家分支行，南商將聯同南商
(中國 )，為客戶提供中港兩地服務，協助中小企走進大灣區。 

自開業以來，南商一直支持中小企業，與客戶結伴同途，見證了
不少中小企客戶由初創企業發展成為大型企業，是中小企業的
最佳拍檔，是次獲獎，感謝客戶及社會各界對南商品牌的認同。
踏入 70週年，南商將繼續大力支持中小企業，共同開創商機。

企業地址：

香港中環德輔道中 151 號

企業網站：
www.ncb.com.hk

企業電話：
2852 0888

企業傳真：
2815 3333

企業電郵：
nanyang@ncb.com.hk

成立年份：
1948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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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商「小企錢」

南商「小企錢」貸款方案
助您及時把握商機
南商「小企錢」提供靈活貸款方案，全力助您拓展業務。

南商 服務

靈活分期貸款

貸款金額可高達HK$2,000,000元 

特優年利率

還款期可長達60個月

毋須提供任何抵押品

公司成立滿6個月即可申請

申請手續簡便，請即申請。

客戶熱線 2622 2633   www.ncb.com.hk

註 : 上述貸款及服務須受有關條款及細則所約束。詳情請參閱相關宣傳品或向南洋商業銀行有限公司職員查詢。

重要注意事項: 借定唔借? 還得到先好借!

NCBPoster-11 (2017-02版) C&C

中國信達全資附屬公司  Wholly owned subsidiary of China Cin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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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ME Financing Guarantee Scheme
中小企融資擔保計劃
助您把握商機  拓展業務領域

申請企業須具備以下資格
‧ 根據《 商業登記條例》（   第310章）
 註冊
‧ 在香港有業務運作
‧ 已營運最少一年
‧ 良好的還款記錄

貸款種類
‧ 有期貸款
‧ 循環信貸（包括貿易融資信貸額）

貸款用途
‧ 用作提供營運資金予企業的業務運
 作、購置與企業業務有關的設備或
 資產，或向在本計劃下獲得擔保的
 貸款進行再融資

1

最高貸款額
‧ 每家企業及其關連公司根據本計劃

獲得擔保的貸款同一時間不得超過
1,500 萬港元

最長還款年期
‧ 7 年

最高貸款利率
‧ 在一般情況下，貸款總年利率不高 於
 10 厘

八成信貸擔保產品 - 擔保費
根據目前平均貸款總年利率約5厘計算
，每100萬港元的貸款額，擔保費約為
每年港幣2,250元

查詢
熱線：2536 0392

電郵：sfgs_enquiry@hkmci.hk

1. 由2018年11月19日起實施並於2020年6月底前有效。
2. 詳情請參閱中小企融資擔保計劃之條款及細則。
3.香港按證保險有限公司為一所由香港按揭證券有限公司全資
    擁有之附屬公司。

1

1

1

HKMCI - Jun 2019

C

M

Y

CM

MY

CY

CMY

K

香港按證Ad.pdf   1   10/5/2019   18:26:37

C

M

Y

CM

MY

CY

CMY

K

高盛_AD.pdf   1   23/5/2019   12:37:31



2019

年
「
最
佳
中
小
企
業
獎
」
、
「
鵬
程
中
小
企
青
年
創
意
創
業
獎
」
、
「
中
小
企
業
最
佳
拍
檔
獎
」

香
港
中
小
型
企
業
總
商
會  The H

ong K
ong G

eneral C
ham

ber of S
m

all &
 M

edium
 B

usines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