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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長序言

今年是香港中小型企業商會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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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臨最特別的考驗，
因為新冠肺炎疫情的影響，獎項的各項籌備工作受到影響。雖然
香港中小企在疫情下面對前所未有的困難，但我們樂見參賽者的
報名情況依然踴躍，反映更多表現優秀的中小企願意分享其營商
經驗，以及更多工商機構願意推出支援本地中小企發展的產品及
服務。本人在此衷心感謝現任商務及經濟發展局 (工商及旅遊科 )
常任秘書長利敏貞女士 ,	JP，以及歷任常務秘書長在過去十五年
來對獎項的支持，在百忙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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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於「鵬程中小企青年創意創業獎」在鵬程慈善基金會創辦人主
席鍾志平教授 GBS，SBS，JP 的大力支持下，本年得以繼續舉
辦，本人謹代表商會同仁，向鍾教授以及獎項的評審委員會主席
香港科學園主席查毅超博士 ,	BBS 表示崇高謝意！在「鵬程中小
企青年創意創業獎」中獲得榮譽的初創企業，不單表現香港中小
企百折不朽的精神，更表現香港青年的優秀潛質，只要有適當引
導，他們可以憑藉其創新精神，為香港的經濟發展注入源源不絕
的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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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中小型企業總商會會長

巢國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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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小企獎」籌委會主席序言

各位嘉賓、各位中小企業界的朋友：

歡迎各位參與本年度「最佳中小企業獎」、「中小企業最佳拍檔
獎」，以及「鵬程中小企青年創意創業獎」。感謝本會理事會同
仁的信任，本人榮幸獲委任為本屆「中小企業獎」籌委會主席。　

常言道：「篳路藍縷，創業維艱」。對於創業者或經營者，今年
在疫情重創香港經濟的情況下，不難更深切感受箇中的艱辛。縱
然如此，本會仍樂見眾多參與企業中 13	間獲得「最佳中小企業
獎」、	3	間獲得「中小企業奮鬥精神獎」、15	間獲得「鵬程中
小企青年創意創業獎」以及兩間分別獲得「鵬程中小企青年創意
創業大獎」及「鵬程中小企青年創意創業大獎 ( 創意設計獎 )」
的企業，在疫情下充分展現堅毅不屈、遇強愈強的精神，在難關
中尋找到合適商機及發展機會。此外，30	間獲得「中小企業最
佳拍檔獎」的企業及機構，在過去的一段時間亦發揮互助精神，
適時推出各項服務協助中小企解決營商問題。

感謝「最佳中小企業獎」、「中小企業最佳拍檔獎」評審主席商
務及經濟發展局 ( 工商及旅遊科 ) 常任秘書長利敏貞女士 ,	JP、
副秘書長 ( 工商 ) 何小萍女士，以及「鵬程中小企青年創意創業
獎」評審主席香港科學園主席查毅超博士 BBS 及各專業評審員
在百忙中付出的努力及寶貴時間，透過他們嚴謹的程序作出專業
的分析及評審，順利選出上述獎項的獲獎企業，向香港社會各界
講述他們的成功故事，勉勵香港中小企業界代表不忘初心，為香
港經濟發展作出以及的貢獻。本會亦非常感謝	「鵬程慈善基金」
創辦人主席鍾志平教授 GBS，SBS，JP 的慷慨支持，令本會本
年度能繼續舉辦「鵬程中小企青年創意創業獎」。

本人謹代表商會同仁藉此機會再次恭賀所有得獎者以及感謝所有
支持機構。期望疫情儘快結束，香港各界同心協力，在國家的支
持下突破自身，盡快走出困境，香港的中小企及初創企業能繼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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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佳中小企業獎、中小企最佳拍擋獎
及鵬程中小企青年創業獎籌委會主席

黎卓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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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最佳中小企業獎2020 最佳中小企業獎  得獎企業  得獎企業

2020

（排名不分先後）

CM BINARY LIMITED

美味棧國際有限公司創庫集團有限公司 永光 ( 合作 ) 有限公司

Wing & Kwong

源泰運輸有限公司

6

科文實業有限公司 華大北斗科技有限公司 皇冠爐具 ( 集團 )
有限公司

永豐興業有限公司 合興隆建材國際有限公司 協利康物理治療中心 裝修佬科技有限公司

美斯凱實業有限公司 諾汶室內設計有限公司 大益建築材料有限公司鴻創科技 ( 香港 )
有限公司

大 益 建 築 材 料 有 限 公 司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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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鵬程中小企青年創意創業獎2020 鵬程中小企青年創意創業獎    得獎企業得獎企業

（排名不分先後）

2020

綠壹研究所有限公司

銀髮優質生活 ( 香港 )
有限公司

石盒子有限公司 亞洲科技策劃有限公司 FONFAIR 
TECHNOLOGY LTD

暮晨有限公司

網煮有限公司

萬御科技集團有限公司

iSTEM LIMITED 鸚鵡螺軟件技術有限公司

區塊鏈科研有限公司 色彩絮語設計公司 EJJ HOLDING LTD

高瞻創新科技有限公司THE COFFEE MOMENT 
LTD.

亞 洲 科 技 策 劃 有 限 公 司

亞 洲 科 技 策 劃 有 限 公 司

亞 洲 科 技 策 劃 有 限 公 司

Logo Design - Mono Color

Logo Design - Color

Logo Design

CMYK： C88 M100 Y26 K15
RGB: R73 G14 B103

Nautilus Software Technologies

Qualife
Ensure quality of life

創意
設計獎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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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洋商業銀行有限公司 新世界設施管理有限公司

香港按證保險有限公司

2 0 2 0 中 小 企 業   最 佳 拍 檔 獎2 0 2 0 中 小 企 業   最 佳 拍 檔 獎得獎企業得獎企業

最佳拍檔金獎

最佳拍檔獎

大新銀行有限公司香港出口信用保險局

領展資產管理有限公司

香港郵政

渣打銀行（香港）
有限公司

新互動媒體有限公司星展銀行（香港）
有限公司

公司註冊處

Blue Insurance Limited 

東亞銀行有限公司

德國寶（香港）有限公司 恒生銀行有限公司

minimum logo size : 8mm

8

香港上海滙豐銀行
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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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邦銀行 ( 香港 )
有限公司

中國建設銀行 ( 亞洲 )
股份有限公司

2 0 2 0 中 小 企 業   最 佳 拍 檔 獎2 0 2 0 中 小 企 業   最 佳 拍 檔 獎 得獎企業得獎企業

2020

（排名不分先後）

友邦保險 ( 國際 )
有限公司

卓佳專業商務有限公司

BCT 銀聯集團

中國銀行（香港 )
有限公司

香港電燈有限公司上海商業銀行
有限公司

中華電力有限公司

香港理工大學

創興銀行有限公司

CHB-MktgName_HortBilingual

Colour:  Process
 Logo Orange - 45M 100Y                         
  55M 100Y                         
  75M 100Y
 Logotype Black - 100K

Fonts:   Logotype
Chi Handwriting from Bank
Eng Times Bold
 (Horizontal scale 115%) 

Federal Express 
(Hong Kong) Limited 

職業訓練局 香港生產力促進局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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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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小萍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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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工業總會主席	 葉中賢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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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P
香港中華廠商聯合會會長	 吳宏斌博士 ,	SBS,	BBS,	MH
香港理工大學專業及持續教育學院（質素保證）副院長	 趙之琨教授
香港青年聯會交流基金主席	 楊全盛先生
香港設計中心主席	 嚴志明教授 ,	JP

（排名不分先後）

20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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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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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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頒發予「中小企業奮鬥精神獎」，	
此獎項的設立，是考慮到企業在創業路甚為艱難，參與公司雖規模較小，且在同行的競爭中較缺乏明顯的優勢，
惟在激烈的競爭中，仍能屹立不倒，亦可算營商有道，其志可嘉，特頒予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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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宗旨及簡介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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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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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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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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評審團關注之重點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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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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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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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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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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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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評審日花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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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頒獎典禮照片2019 頒獎典禮照片

AFL 中國寶順集團有限公司 ENSEC SOLUTIONS 
HONG KONG LTD. 百份百餐廳有限公司

2019最佳中小企業獎

2019

美味棧國際有限公司

奧思室內設計顧問有限公司

永光鋼鐵工程有限公司

星之谷地產有限公司 URBAN AIR DESIGN LTD.訊譜軟件有限公司

LOST夏薰娜國際(香港)有限公司 摩米士科技(香港)有限公司

天一物流集團有限公司

宏才拓展有限公司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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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頒獎典禮照片2019 頒獎典禮照片

2019鵬程中小企青年創意創業獎

創意聯動有限公司多奇科技有限公司CONNECTAR LTD. Go巴出行

TRITECH DISTRIBUTION 
LTD.

SHARON WORKSHOP 
HOLDINGS LTD.

物理治療工傷復康中心
有限公司 SENSTECH LTD.立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晶益國際有限公司交易寶有限公司永中遊艇有限公司智能電子鎖有限公司

青少年生涯發展及研究專
業協會有限公司 報貝有限公司366關愛服務有限公司善覓有限公司

2019鵬程中小企青年創意創業獎大獎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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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頒獎典禮照片2019 頒獎典禮照片

2019中小企業最佳拍檔獎

德國寳(香港)有限公司

香港生產力促進局

公司註冊處

恒生銀行有限公司

香港理工大學

星展銀行(香港)有限公司

職業訓練局

東亞銀行有限公司

渣打銀行(香港)有限公司

BCT 銀聯集團創興銀行有限公司

香港上海滙豐銀行有限公司

中國銀行(香港)有限公司

新互動媒體有限公司

最佳拍檔金獎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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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頒獎典禮照片2019 頒獎典禮照片

2019中小企業最佳拍檔獎
最佳拍檔獎

香港電燈有限公司上海商業銀行有限公司中華電力有限公司

香港郵政香港出口信用保險局香港按證保險有限公司

友邦保險(國際)有限公司中國建設銀行(亞洲)股份有限公司大新銀行有限公司

新世界設施管理有限公司             南洋商業銀行有限公司

FEDERAL EXPRESS (HONG KONG) LTD.富邦銀行(香港)有限公司中信國際電訊(信息技術)有限公司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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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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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佳中小企業獎

科文實業有限公司
	提名人：林汛玲

科文實業有限公司成立於 1993年，以香港為基地，一直致力研發
啟迪思維的教育玩具，透過多元化的產品設計，讓兒童探索新知、
發掘新奇、滿足天馬行空的夢想。作為香港創意教育設計的先驅，
科文早於公司成立之時，已推出以 STEAM教育為理念的產品，讓
孩子透過玩樂及藝術創意思維（Arts & Creativity），有趣味地學習
及掌握科學（Science）、科技（Technology）、工程（Engineering）
及數學（Maths）各範疇的知識。

科文一直堅持發展自家品牌 “4M”。以不斷創新和發揮創意的宗旨，
積極建立品牌形象，屢獲殊榮，成為國際優秀益智玩具品牌之一。
銷售網絡覆蓋 80多個國家，品牌已於 70多個國家作商標註冊。
除了重視知識產權，公司將企業社會責任放在營運中，透過產品
向下一代灌輸同樣價值，企業價值被受肯定。

產品設計概念融合環保及創意，生產上著重提高產品品質及安全，
所有產品均通過香港政府、歐盟及美國政府相關的品質驗證。由
於是自家品牌，公司能做到有足夠的倉存去應付少量多款的訂單，
亦能承諾 30天的供貨期。

公司獲得多過 80個獎項，曾多次獲得「最佳中小企業獎」、「匯豐
營商新動力」相關獎項，亦連續多年獲得「香港工商業獎」、「香港
卓越名牌」、「香港傑出企業公民獎」、「香港星級名牌」、世界綠
色組織頒發的「綠色辦公室標誌及環球愛心企業」、「有心企業」、
「友商有良」、「商界展關懷 10年」標誌、「環境卓越大獎」，以
及特區政府頒發「傑出家庭友善僱主」及「家庭友善創意獎」等，
以肯定科文於社會、環保、員工各方面的傑出貢獻及成就。

企業地址	:
灣仔港灣道 6-8 號
瑞安中心 2101-07 室

企業網站	:
www.4m-ind.com

企業電話	:
3589 8200

企業傳真	:	
3589 8201

企業電郵	:	
infodesk@4m-ind.com

員工人數	:
46

成立年份	:
1993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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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佳中小企業獎

華大北斗科技有限公司
	提名人：林汛玲

華大北斗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簡稱 “華大北斗 ”），脫胎於世界 500

強企業中國電子資訊產業集團（CEC）旗下導航晶片設計業務，於
2017年 1月 17日成立華大北斗科技有限公司。華大北斗主要從事
晶片、演算法、模組和終端的技術研發；晶片、演算法、模組和終
端產品的設計、集成、測試、銷售及相關業務。華大北斗專注於導
航晶片研發，目標面向民用消費類電子市場和國家命脈行業、汽車
領域等專用終端市場，提供晶片及應用解決方案，填補北斗導航晶
片領域的空白。

經過多年的建設和積累，華大北斗擁有高素質的積體電路晶片產品
開發人才隊伍，擁有先進的 IC設計平臺、開發流程和規範，並參
與多個國家、行業標準的制定，是行業的先行者和領導者。華大北
斗在 GPS/BD導航定位晶片的基帶與射頻一體化設計、演算法研
究、產品化解決方案等方面擁有扎實的基礎，其自主設計研發了 “全
球首顆支援北斗三號信號體制的多系統多頻基帶射頻一體化高精度
晶片 ”，同時其晶片產品也是國內首顆進入國際排名前十位元的專
業導航定位晶片產品，並上榜歐洲全球導航衛星系統局（GSA）
2019年度市場報告消費類市場核心器件製造商名錄。

華大北斗擁有終端和系統解決方案的專業研發團隊，具備從晶片到
天線、終端和系統的全套解決方案。能夠通過完整解決方案快速進
入物聯網、車聯網等應用領域，並拉動與產業鏈企業的合作。掌握
核心晶片技術，同時具備配套解決方案能力，並在應用項目中實現
新的業務增長，將是華大北斗未來發展的核心動力。

華大北斗還率先提出了 “北斗晶片開放平臺 ”理念和配套開發環
境。以開放北斗導航定位晶片的內部資源為基礎，以開放的晶片
硬體為研發平臺，引入產業鏈多方研發資源，以一種全新的開放
研發模式，為晶片研發注入從演算法、固件到應用等一些列配套
核心技術，共同打造晶片研發的生態體系。通過 “北斗晶片開放
平臺 ”，以 “聚力 ”方式提升我國北斗晶片技術水準，並將為北斗
應用產品帶來更強的競爭力。

企業地址	:
Flat/Rm 1-2 7/F Lakeside 1 
No.8 Science Park West Avenue 
Shatin NT

企業網站	:
www.allystar.com

企業電話	:
3420 0999

企業傳真	:	
3758 2965 

企業電郵	:	
zhangxt@allystar.com                                                 

員工人數	:
22 人

成立年份	:
2017 年 1 月 1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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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佳中小企業獎

CM BINARY LIMITED
	提名人：胡智聰

互聯網發展一日「萬」理，網上的推廣宣傳更是層出不窮。CM	
BINARY	LIMITED	成立於 2016	年，矢志為客戶打造全方位、創新
的數碼營銷策劃。我們會跳出一般傳統而沉悶的企劃框框，靈活變
通；善用廣告預算的每分每毫，針對不同行業的客戶所需，用心設
計合適的網絡行銷，為您鎖定目標消費群，積極助您拓展業務。
	
CM	BINARY	服務範圍廣泛，服務包括網站建立、搜尋引擎優化、
社交媒體行銷、網紅行銷及影片廣告等，過去多年，我們有幸成為
多間大型企業的合作夥伴，為其提供成功的網絡行銷策劃，包括：
中信銀行、大昌行集團及新鴻基等。
	
我們以無所不能的精神迎接新的挑戰，並掌握日新月異的數位行銷
資訊和技術，公司的客戶服務團隊和行銷策略顧問都是獲認證的數
位行銷專家，並擁有管理和優化多個品牌的綜合數位行銷活動的豐
富經驗。我們相信，沒有甚麼比增長您的業績和投資回報率更有價
值和推動力！
	
「計劃趕不上變化」，科技與網絡的發展已全面改變人類生活。我
們相信，要為客戶訂製高效且「貼地」的宣傳方案，無論是專業實
力或市場洞察力方面都要與時並進。在未來，我們會不斷擴大服務
範圍，透過增加多元化服務，為客戶製訂傲視同儕的一站式策劃方
案，協助客戶在瞬息萬變及競爭激烈的市場樹立鮮明形象，與目標
受眾建立良好關係，趕上變化萬千的世界。

企業地址	:
Unit 01, 11/F, Peninsula 
Tower, 538 Castle Peak 
Road, Lai Chi Kok, Kowloon, 
Hong Kong

企業網站	:
www.cmbinary.com

企業電話	:
2668 3989

企業傳真	:	
2668 6580 

企業電郵	:	
info@cmbinary.com 

員工人數：
7 人                                                

成立年份	:
2016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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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佳中小企業獎

皇冠爐具(集團)有限公司
	提名人：胡智聰

皇冠安全爐具，擁有四十多年歷史，已成為聞名世界的燃氣（爐）
具生產商，更於 2012年重新組合新形象以 CGS皇冠牌出現，品
牌享譽港澳、澳洲及中國內地，專責經營相關業務，承傳發展皇
冠品牌，薪火相傳。

以客戶為本，為客戶提供最合適的幫助，用客戶欣喜的方式溝通
及最安全可靠的方法回應，從而為客戶提供最優質的服務及最佳
的利益。

CGS 皇冠系列爐具推陳出新創意 ·環保 ·時尚 ·信心保證 ·有逾 40 
年歷史的皇冠品牌爐具，今日起換上新妝，品牌將會重新定位，
在新產品中加入創意（Creative）、環保（Green）及時尚（Stylish）
的元素。皇冠爐具（集團）有限公司今日推出全新的高效能嵌入
式平面煮食爐和對衡式家用燃氣熱水爐，時尚節能又安全耐用皇
冠爐具（集團）有限公司推出高效能嵌入式雙頭煮食爐以及電子
恆溫熱水爐，同時宣布為旗下	CGS	皇冠品牌重新定位，從以往側
重功能性，發展至創意時尚、環保實用兼備，以迎合現今顧客的
生活模式及要求。
 
新推出的高效能嵌入式雙頭煮食爐，其專利上進風雙環內旋火爐
頭，熱效率高達 60%，較市面其他煮食爐為高。以加熱 2 公升水
為例，使用皇冠牌皇牌嵌入式煮食爐 CB-2801、火力 5.0kW，只
需 10 分鐘 35 秒內便到沸點，而其他品牌的煮食爐，即使火力高
達 6.0kW 或以上，大約用上 11 分鐘 07 秒，反映皇冠牌新爐具能
為顧客省下不少燃料開支。當然，首創「爐頭功能」10年保用，
更是行內先河。

同樣全新推出的電子恆溫熱水爐，設有背出排氣或頂出排氣兩款
選擇，其纖巧爐身設計，爐身高度只有 515 毫米；時尚焗漆面板，
優雅大方；自動分段火排燃燒操作，環保節能。與皇冠牌 CB-
2801 煮食爐一樣，全部 CGS 皇冠品牌爐具均有產品責任保險，
提供有三年保修包零件，具信心保證。

在 2012 年 12 月接掌皇冠品牌爐具的泗和棧石油工程有限公司董
事總經理葛文泰先生表示，為了承傳這歷史悠久的皇冠品牌，遂
成立皇冠爐具（集團）有限公司，致力發展全新的 CGS 皇冠系列， 
因應消費者要求日增，遂在產品中加入創意、環保及時尚的元素，
未來將會透過一系列的宣傳，確立在行內的領導地位。

務求使業務更多元化，照顧不同客戶需要，期望能將皇冠牌品牌
弘揚，推往另一高峰。

企業地址	:
香港柴灣新業街 6 號
安力工業中心 26 樓 2616 室

企業網站	:
http://www.crown-cgs.com.hk

企業電話	:
2382 8431

企業傳真	:	
2539 8112 

企業電郵	:	
cs@crown-cgs.com.hk                                                 

成立年份	:
1979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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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豐興業有限公司
	提名人：胡智聰

永豐興業有限公司主要經營東南亞食品雜貨批發及零售，開設 8

間門市。我們引進不同的東南亞食品及特色品牌，為客戶推介及
提供更多的東南亞優質食品。公司自置寫字樓、貨倉及車隊，為
提升服務質素及降低成本，透過系統化管理貨倉、運輸車隊，提
升零售及批發客戶的滿意度。近年永豐興業參與工展會、並建立
自家品牌－永豐牌及獨家代理的特色品牌食品。

我們積極開發及推行先進管理系統，建立公司文化－「以心為本」
的經營，加強良好的團隊精神及凝聚力，以配合公司的優點－貨
品類型齊備、款式眾多、供應充足、價錢實惠及服務態度優良，
滿足客戶需要，為他們提供最好。

永豐興業有限公司亦積極關懷社區，捐贈貨品予社福機構，並參
與慈善籌款活動。此外，我們亦十分關懷員工，支持公司職員持
續進修，及營造愉快的工作環境。公司很榮幸能夠連續三年獲「商
界展關懷」標誌，及「友商有良」企業嘉許。

企業地址：

香港銅鑼灣糖街 15-23 號
銅鑼灣中心 1603 室

企業網站：
www.foreverharvest.com.hk

企業電話：
3622 2768

企業傳真：
3622 1979

企業電郵：
sales@foreverhst.com

員工人數	:
40 人

成立年份	:
2006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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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興隆建材國際有限公司
	提名人：林漢威

「合興隆」於 1968年創辦，專營磁磚和潔具生意，是業內的老
字號之一，一路走來都以誠信為本，建立了難得的商譽， 並以「三
好」精神︰「好價錢、好產品、好服務」為經營之道，拓展業務。

合興隆的服務對象既有普羅大眾，還會為各大發展商提供建材，
並且是房屋署認可的裝修承建商。集團於旺角和灣仔等銷售建材
的熱門地點，設有 7間門市，近年更開設網店 homemega.hk，有
齊線上、線下的完整業務。

產品方面，雲集西班牙、意大利、馬來西亞和內地等多國名牌
（包括 Panaria Ceramica、Refin、Ascot、Colorker 和 Pamesa 

Ceramica等）磁磚，款式亦趨多元化，有齊拋光、半拋光和啞面
的地磚與牆身磚外，紋理上亦有傳統的石紋磚、淨色磚、文化磚，
以及當時得令的木紋磚，切合本地家居設計的潮流走勢。潔具方
面，就有鋅盆、鋅盆龍頭、面盆、面盆龍頭、花灑、排掣、座廁、
浴缸、企缸、鏡櫃和面盆櫃等，包羅了廚廁內的各式主要器具，
而箇中品牌來自西班牙、意大利、德國和美國等，例如 Roca、
Nobili、Hansgrohe、American Standard和 Perfect Gear等。

合興隆會不斷求進，幫助每位客戶用理想價錢，一起建立安樂窩。

企業地址	:
九龍旺角砵蘭街 318 號 5 樓

企業網站	:
www.hhlong.com.hk

企業電話	:
2391 1628

企業傳真	:	
2309 7781 

企業電郵	:	
info@hhlong.com.hk                                                

成立年份	:
1968 年 



一磚一瓦  
      皆是真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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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利康物理治療中心
	提名人：黎卓斌

協利康物理治療中心創辦於 2010年，過去十年，發展迅速。香港
人口老化，物理治療需求持續增加，我們一直以 “Healing Hands, 

Serving Hearts”為宗旨，意思是用我們治癒之手及侍奉之心盡力
盡心協助病人康復。
 

協利康的骨幹成員都是大學臨床導師，治療中西結合，管理現代
化，病人資料都電子化處理，目的是為大眾提供優質復康服務及
良好治療體驗。
 

協利康十分關注工傷復康，我們的物理治療工傷復康中心，就是
專為因工受傷的工人，提供最適切的治療，我們根據臨床病情配
合科學評估，估算復工時間，讓工人盡快復工，讓僱主及保險公
司作出更合理賠償。這個為三方面提供創新及平衡的方法，切合
市場需求，因此曾獲得「鵬程中小企青年創意創業獎」。
 

除香港業務外，我們也在深圳及東莞設立以運動醫學為本的高爾
夫球復康及表現提昇中心，為球手提供方案，以減低受傷風險，
並提昇運動體能表現。
 

協利康十分重視社會企業責任，我們為員工提供舒適的工作環境，
及家庭友善政策；我們每年都舉辦各種形式的健康講座，為基層
及弱勢市民提供健康資訊，多年來回饋社會，也因此獲得「友商
友良」等嘉許榮銜。
 

展望未來，協利康將更致力發展中港兩地優質復康服務，繼續積
極參與社會服務，並研究發展網上遙距診症，讓復康服務打破地
域界限。

企業地址	:
新界屯門屯喜路 2 號
栢麗廣場 26 樓 2603 室

企業網站	:
http://www.healinghands.com.
hk/

企業電話	:
3165 8548

企業傳真	:	
3165 8547 

企業電郵	:	
info@healinghands.com.hk                                                 

成立年份	:
201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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裝修佬科技有限公司
	提名人：胡智聰

香港一站式網上裝修平台，志在為裝修用戶提供全方位服務，改
變傳統裝修行業。

由於裝修缺乏統一標準，裝修佬提供能因應戶主選擇而不斷優化
的裝修智能配對服務，並結合線下的裝修顧問服務，分析戶主的
需求進行配對。傳統流程中，戶主無法得知裝修公司的往績及偏
好，但透過平台的大數據，每間公司都只獲配對做自己擅長和偏
好的客路生意，有助降低雙方成本、風險，提高滿意度。

裝修需要進行大量的決策，奈何網上資訊良莠不齊，實體店提供
的銷售資訊又缺乏透明度，戶主難以獲得全面可靠訊息。裝修佬
在線上提供完善裝修、維修知識庫和 24小時答問服務，另一方面，
裝修佬亦在線下創立「裝修學院」，並籌組各個專業範疇的專家成
立「學院顧問團」，舉辦多個裝修、維修相關課程及地區講座，讓
戶主及師傅都能有效率地獲得所需知識情報。

裝修佬網上商城「裝修 mall」，為師傅和用戶提供方便的購物體
驗。業界人士可以透過裝修 mall直購貨品，戶主亦透過裝修佬獲
得透明度高的正確產品資訊，放心採購口碑優良的正貨品牌。中
小企品牌可透過平台，有效建立商譽及口碑，將產品迅速打入市
場與大品牌比肩；用戶亦透過裝修佬獲得高質量產品知識情報，
兩者組成一個良性循環的生態圈，帶動市場向前發展。

企業地址	:
Room 303, Global Gateway 
Tower, No. 63 Wing Hong Street, 
Cheung Sha Wan, Kln, HK

企業網站	:
hkdecoman.com

企業電話	:
3500 5353

企業電郵	:	
hkdecoman@gmail.com / viann_
tang@hkdecoman.com                                               

成立年份	:
2015 年 





2020

38

最佳中小企業獎

Maxcare Industrial Limited
	提名人：林汛玲

Maxcare一直以具競爭力的價格，提供符合多項國際標準的產品，
並以創新、高品質的產品及優秀的用戶體驗吸引顧客。Maxcare

不斷改善市場現有同類型產品的缺點，配合用戶不斷變化的需求，
努力致力於研發、設計、生產優質的家庭健康按摩產品，為顧客
提供更優質的生活享受。
 

Maxcare實施 ISO9001質量管理體系，有效監控原材料、生產過
程和產品質量，產品不僅通過歐盟 CE、美國 UL/ETL、德國 GS、
TUV、中國 3C等國際品質和安全認證，亦獲得了多項發明專利
及外觀設計專利，榮獲中國創新設計紅星獎、港深中小企創新大
獎賽傑出獎、領展傑出商戶、2017年港深中小企創新大獎賽傑出
獎、進出口企業大獎 2018優越創新獎和英國創新企業學會 2019 

Creative Leadership Award 等獎項，更於 2017-2020年獲得香港
名牌殊榮。
 

此外，Maxcare積極履行社會責任，熱心社會公益，集團董事長
林鵬耀先生帶領公司員工積極參與慈善活動。Maxcare更成立窩
心關愛計劃，目標於全港各區送贈健康按摩產品給長者免費使用。
在 2020年疫情期間，與 THE GULU 線上合作，免費派出口罩給
市民，並參與「有種關懷之抗疫送暖行動」，為老人中心及育智中
心送上口罩支援。宣揚「無限關愛．源自點滴」的精神，回饋社會、
服務大眾。

企業地址	:
Room 1601, Kodak House II, 
No. 39 Healthy Street East, 
North Point, H.K.

企業網站	:
http://www.maxcare.net/

企業電話	:
2172 7318

企業傳真 : 
 2172 6382

企業電郵	:	
cs@maxcare.com.hk                                               

成立年份	:
2003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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諾汶室內設計有限公司
	提名人：黎卓斌

諾汶是一家近有二十年歷史的香港室內設計公司。

無論是設計或項目執行，公司始終堅持以人為本且不斷精進不斷創
新，提供給客人以領先于行業的解決方案，以及最大化貼合其需 

求的顧客服務，因此得以在不斷發展中收穫了許多與客戶之間長期
穩定的合作關係。 公司的兩位創始人始終以長遠的眼光看待事物，
在他們的帶領下公司不斷革新，朝著可持續的方向發展，以強大的
競爭力在同行業中脫穎而出。

諾汶通過 "創新和創造力 " 的設計不斷追求競爭優勢。2018年秋
季開始創建工程管理平台，此平台今年啟動不但更有效在各方面，
管理客戶的工程項目、讓客戶更有透明度地、無論何時何地也可了
解工程進度、每一個環節，在疫情新常態下，更成為一個很有效以
免費增值及客戶的服務。一般可能大機構才提供的，現在可透過我
們中小企加貼心的服務，提供更完善更想一層樓的客戶群。

我們還計畫培養更多 新一代的設計師和項目管理專業人員。

對於粵港澳大灣區 , 我們希望我們的專業服務能夠進入中國市場，提
供我們的專業設計可能是下一個重要里程碑的第一步。 

關愛社會公司一向熱心社會公益 , 獲得香港社會服務聯會連續 14

年頒發商界展關懷愛獎項，每年亦會將營業額 0.5%捐獻合資格慈
善機構以作 各方面同需要的運作及支持。公司於關愛社會方面亦
相當活躍，不但於本地理工大學課程設計設立獎學金，更身體力行
參加各項社會公益 事項如獅子會、交通安全會、青少年軍事夏令
營，香港軍事遺蹟保育團等等，並帶領員工參加社會事務。

企業地址	:
新界葵涌葵德街 15-33 號
葵德工業中心二座 10 樓 C 室

企業網站	:
www.nomadid.com

企業電話	:
2804-1689

企業傳真 : 
2272-6672

企業電郵	:	
nmdesign@nomadid.com                                               

員工人數 : 
17-18 人

成立年份	:
200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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鴻創科技(香港)有限公司 
	提名人：林汛玲

鴻創科技 (香港 )有限公司擁有超過 20年 LED行業經驗，並參加
過數十餘個全球燈飾展覽會。於 2017至 2019年間，獲頒發「日
內瓦國際發明展金獎」、「第六屆中國創新創業大賽港澳台企業組
文化創意行業一等獎」、「第一屆香港亞洲國際發明展金獎和最值
得投資獎」、「2019年香港工商業獎」 和「中國科學家論壇 -中
國科技創新示範單位」等獎項，而香港創新及科技局局長也發出
感謝信，以表揚其發明品 -柔軟和透明顯示屏幕對引領 LED行業
發展的顯著成果和貢獻。
 

香港對鴻創科技可說是情有獨鍾，其現任為鴻創科技 (香港 )有限
公司創辦人兼執行董事袁錫鴻先生希望香港可以嘗試多一點新的
東西，並成為將來創新科技的先驅。2000年頭初由成立初期主要
銷售 LED燈泡，成為首批在香港引入 LED燈的商人，到研發出軟
身可扭曲的 LED隨意造型廣告顯示屏，符合現時市場追求個性化
定制服務的能力，項目包括美國紐約時代廣場、英國 O2藝術屏和
加拿大多倫多地鐵站等。目前兩項王牌專利產品 - MagicFlex®和
TransFlex®皆是世界上第一個靈活和透明的 LED軟屏，但鴻創科技
仍致力不斷開發市場上最薄和最輕的可彎曲 4KLED軟屏，袁相信，
不進則退，多強多好的產品總有一天會被世界其他國家淘汰。
 

鴻創科技的成功之路可算是香港人的獅子山精神。1999年開始
創業到 2006年底，才開始有所突破。袁捕捉 10年後市場需求
的趨勢，開始構思做柔軟屏幕的概念。儘管當時普遍人都不相信
這個產品可以成功，袁依然堅持踏上柔軟屏幕的創業夢。最終通
過和一些大品牌和 500強的企業合作，市場上逐漸接受其產品。
回想起那時候，袁會說：「上天很公平，只在乎你願不願意，一
分耕耘，哪怕只有半分收穫。」而目前公司透過科學園計劃聘請
數位本地和內地研究生，以提升整體在產品研發上的水平。
 

如今，鴻創科技已發展成為一家全方位的 LED顯示屏專家。袁認
為，商業上，賺到的就要幫人；知識上，學到的就要教人。故此，
袁創立的「鴻創基金有限公司」致力推動香港社會企業責任，提供
經濟資助予有需要的人，務求解決求學過程中遇到的經濟負擔。

企業地址	:
新界沙田香港科學園科技大道東
2 號 2E 光電子中心 2 樓 2082A

企業網站	:
www.suirich.com.hk

企業電話	:
3956 4770

企業電郵	:	
general@suirich.com.hk                                                 

成立年份	:
2016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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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益建築材料有限公司 
	提名人：胡智聰

大益（香港）建築材料有限公司成立於 1970年，憑藉在建材業界
五十年的運營經驗，在發展和成長多年來堅守著：“把最好的產品
及服務帶給每一位顧客 ”。其宗旨成就大益在香港成為代理歐洲國
家進口磁磚最主要批發商之一。
 

大益（香港）建築材料有限公司專門代理歐州生產一級名牌
磁磚，並成功吸納到世界頂尖品牌：英國皇室御用的西班牙
PORCELANOSA和香港政府建築署（簡稱 ASD）核準工程用料
的意大利名牌 CASALGRANDE PADANA，以及眾多的頂級奢侈
品牌。
 

除香港五間直營店外，在中國大陸經濟實力最領先的四個城市：
北京、上海、廣州和深圳均設立直營店，並授權國內一二線經濟
發達的十六個城市包括瀋陽、大連、天津、長春、青島、太原、
西安、重慶、合肥、無錫、嘉興、杭州、寧波、台州、金華、福
州等經營專賣店。大益磁磚為內地消費者提供了眾多歐洲品牌磁
磚的選擇。公司秉承 “國際品牌，領先一步 ”的企業理念，憑藉著
強大的經濟實力，卓越的產品質量，完善的銷售網絡，堅持的商
業誠信，在行業中取得舉足輕重的地位。
 

履行社會責任，真誠回饋社會。一直以來都是 “大益 ”邁向成功的
動力源泉，多年來，始終身體力行地參與扶貧愛幼等社會公益活
動，傳播正能量，這就是 “大益 ”企業核心的優勢所在。

大 益 建 築 材 料 有 限 公 司
��� ����� ���� �� ��������� �� �� ��� 
 �	��

企業地址	:
旺角砵蘭街 328 號地下

企業網站	:
http://www.taiyicktiles.com/

企業電話	:
2395 6670

企業傳真 : 
2395 7831

企業電郵	:	
sales@taiyicktiles.com

員工人數 : 
23                                                 

成立年份	:
1970 年 



www.taiyicktiles.com www.poyicktiles.com

香港區 
香港 

中國區 
灣仔駱克道213號地下 Tel : 2511 3078 廣州 

北京 
上海 
深圳 
深圳  

廣州黃埔大道馬會家居首層東區1103舖
朝陽區建材經貿大廈3-13B 
徐匯區喜盈門國際建材品牌中心營業樓B038舖
羅湖區洪湖路85-86號地下
羅湖區寶安北路百利瑪國際櫥衛中心1009舖 

Tel : 2394 1993
Tel : 2395 2655
Tel : 2397 6881
Tel : 2475 6088

九龍 旺角砵蘭街328號地下
旺角砵蘭街321號地下
旺角砵蘭街323號地下

新界 元朗鳳翔路69號地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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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庫集團有限公司
	提名人：Elaine	Man	Ling	Chu

Gift Something 是 香 港 一 站 式 優 質 禮 物 平 台 包 含 了 Gift 

Something, Gift Flowers HK與 Gift Hampers HK。三個網站提
供了一系列獨特精美禮品，包括鮮花、美食禮籃、嬰兒禮籃，
以及新穎的生活禮品、電子產品和體驗服務。我們致力於在任
何特別日子與場合，也幫您找到完美禮物，給摯愛一個驚喜難
忘回憶！

企業地址	:
荃灣德士古道 220 號
荃灣工業中心 24 樓 2403 室

企業網站	:
https://giftflowers.com.hk/en/
https://gifthampers.com.hk/ghen/                                                   
https://giftsomething.com/hk-en/ 

企業電話	:
+852 2730 0885

企業傳真	:	
+852 2730 0206 

企業電郵	:	
hk@giftsomething.com                                                 

員工人數 :	
10 人

成立年份	:
2012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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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佳中小企業獎

Wing & Kwong

永光(合作)有限公司 
	提名人：林汛玲

「永光」專注鋼筋屈紮工程三十年，近年擴展業務至鋼筋供應，積
極為行業升級轉型，推行自動化剪屈、以廠房生產、場外預製紮籠
等。把昔日予人傳統人力密集、體力勞動印象的鋼筋屈紮業邁向現
代化、標準化、企業化，推動行業進步，達致可持續發展。
 

根據今年的公開資料顯示，現時的鋼筋屈紮技術工人平均年齡超過
45 歲， 其中熟練技工平均 52 歲，反影出行業正面臨嚴重的青黃
不接，在不久的將來會出現技術工人短缺問題，未能應付上升的
工程量。因此，行業需要升級轉型，改善工作環境和條件， 塑造
專業形象，吸納新一代入行，作長遠發展。
 

現時「永光」的升級轉型計劃已獲階段性的成功， 首個項目自動
化鋼筋剪屈 Rebar ABC 已在「永光」轄下的地盤全面採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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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持
穩定的生產率，提高品質和效率。
 

於 2018年尾開設的自動化鋼筋剪屈廠房已獲多方的正面評價，
效果顯著。在有蓋廠房工作的環境比地盤好，加上以自動化設備
生產，降低體力需求，創造更多工作機會予女性和年輕人加入。
 

近期的項目是因應紥籠工序容易發生意外，主要成因是建築地盤現
場條件差。有見及此，「永光」在 2020年開始承接鑽樁鐵籠工程，
推行場外預製紥籠，並以輔助機械設備取代人力抬舉，提升效率及
安全，降低體力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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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員工人數：
30 人

成立年份	:
1989 年 



鋼筋屈紮一條龍服務

	
鋼筋屈紮 2.0
「永光」憑藉着行業領導地位，引入自

動化設備於施工地盤使用、開設自動化

鋼筋剪屈廠房及加入「知識型」工種分

層管理等，把昔日傳統人力密集、體力

勞動的鋼筋屈紮業進行行業革新，大幅

減少工人的勞動量和疲勞損傷，創造了

一種低體力需求的工種，給予年輕人及

女性平等入行的機會，推動行業進步。

歡迎聯絡我們
www.re-bar.com.hk

(852)	2635	0768			/	tender@re-bar.com.hk	

香港科學園科技大道西10號浚湖樓7樓709室

鋼筋供應

自動化
鋼筋剪屈廠房

運輸車隊

現場紥鐵

場外預製紮籠

WK AD 2020 new pic.indd   1WK AD 2020 new pic.indd   1 22/7/2020   2:18 PM22/7/2020   2:18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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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佳中小企業獎

源泰運輸有限公司 
	提名人：黎卓斌

源泰運輸有限公司於 2002年成立於香港，主要開展陸路運輸服
務。 2003年設立了深圳辦事處，2004年相繼設立了南海辦事處。
及後在 2005年成立翹日天物流有限公司為母公司。2008年 3月
因業務發展需要，將深圳辦事處註冊成立為深圳市源泰運輸有限
公司。
 

翹日天物流有限公司目前主要開展的業務包括貨運代理、國內倉
儲服務、公路貨運、道路普通貨運、海關監管貨物運輸、集裝箱
運輸（包括進出口集裝箱多式聯運、倉儲、中轉、集拼）、中港貨
運（整車和散貨）和進出口代理業務等。
 

借用鹽田港和蛇口港可以影射整個華南的優勢， 2015年我司處
理的集裝箱量達到 12000櫃。除了在碼頭拖車業務，我司亦配備
了各類型箱式貨車輛以及 40尺自備櫃，可同時調動不同類型特種
車，為客戶散貨入倉提供了充足的運力。在倉儲方面我司有保稅
倉、海關出口貨物監管倉及普通倉，可在倉庫更換標籤，包裝，
箱嘜，拼貨，拼箱等；另可用集裝箱到同區多家工廠收貨，集
拼。2015年我司在倉儲方面也取得了可喜的成績，倉儲量已超過
200000CBM。
 

我司以快速、簡捷、安全、精確的運輸方式贏得運輸行業中的美
譽，獲得 DSV、Crane、Top Ocean等一些實力雄厚的公司的信賴
輿長期良好合作。隨著全球化發展趨勢不斷地衝擊貨運市場。翹
日天物流有限公司為適應市場的需求，根據市場的不斷變化致力
發展相應系統 , 務求為客戶降低成本，提高營運效率。希望成為國
際化、信息化、專業化的綜合性物流企業。翹日天物流有限公司
本著 “客戶的滿意就是我們最大的滿足 ”的宗旨，以客戶為中心，
以誠信為準則，以可持續發展為目的，期望與各客戶攜手共進。

企業地址	:
香港九龍尖沙咀東部麽地道 62 號
永安廣場 12 樓 1213 室

企業網站	:
www.anthelion.com

企業電話	:
+86 755 2521 1932

企業傳真 :	
8344 5388

企業電郵	:	
bill@yttl.cc                                       

成立年份	:
2002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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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佳中小企業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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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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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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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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鵬程中小企青年創意創業大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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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御科技集團有限公司 
	提名人：林汛玲

MatrixSense Technology Group is an award-winning technology 

expert that powers corporate client partners with the best cutting-

edge digital & A.I. solutions to uplift the sales efficiency and 

CRM engagement. The core technology and solutions include 

3D holographic imaging system Infanity3D™, 3D A.I Voice Bot, 

A.I NLP Chatbot, one-stop social eCommerce Platform, and 

social messaging CRM system MatrixForce™. MatrixSense has 

its headquarter in Hong Kong with subsidiaries in Guangzhou, 

Shenzhen, Dongguan, Foshan, Singapore and global distribution 

network among 15 counties and districts. With the rich R&D and 

corporate servicing experience, MatrixSense has been servicing 

more than 100+ corporate partners including L'Oréal Group, 

DIOR, MCM Global, Pandora, Porsche, DBS Bank, etc. 

萬御科技集團是一家屢獲行業大獎的新一代創新科技公司，專為
一線企業提供領先的數碼科技方案。集團核心技術和主營業務包
括 3D懸空影像系統 Infanity3D™、3D人工智能語言客服系統、
AI自然語言客服系統、社交電商營運平臺以及社交 CRM系統
MatrixForce™。總部設在中國香港、分公司在廣州、深圳、東莞、
中山、新加波等地，同時全球營銷網絡更已分佈 15個國家和地區。
集團擁有豐厚的軟硬件技術開發實力，以及豐富的企業管理驗
經，目前集團已經服務超過 100多間國際企業客戶和夥伴，包括
L'Oréal Group, DIOR, MCM Global, Pandora, Porsche, DBS Bank 

等等。

企業地址	:
4/F, China Insurance Building, 
48 Cameron Road, 
Tsim Sha Tsui

企業網站	:
www.matrixsense.tech

企業電話	:
3521 2907

企業電郵	:	
info@matrixsense.tech                                         

成立年份	:
2016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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鵬程中小企青年創意創業 ( 創意設計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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綠壹研究所有限公司
	提名人：胡智聰

Green One Lab成立於 2019年，是一間專門設計和研發可持續產
品的社會設計工作室，得到香港理工大學支持和培育。我們致力
將可持續和人性化的設計融入每一件產品中，為社會創造正面的
影響。
 

在 2019年，我們設計和推出兩款突破性的可拆式可重用飲管，分
別為「壹對飲管 One Pair Straw」和「壹卷飲管 One Roll Straw」。
 

有別於傳統飲管，「壹對飲管」和「壹卷飲管」可被打開作清洗，
內部每一個位置均清晰可見和可清洗，解決傳統可重用飲管難以
清洗的衛生及安全問題。我們希望透過兩款飲管，鼓勵更多持分
者共同參與環保，踏出減廢第一步，成為綠色一分子。
 

到目前為止，飲管已推廣至香港、澳門、台灣、新加坡、澳洲和
北美等市場。除了零售和分銷業務外，我們同時提供禮品定制服
務，企業和機構可按需要，定制飲管和包裝，以配合其形象。
 

我們相信好的設計，能改善社會和生活。我們團隊正研發另一社
創項目「Walkpner」。「Walkpner」為全球首個智能拐杖外掛警報
裝置，特別為認知障礙症長者設計，我們希望透過裝置為長者帶
來更優質、安全的生活。項目於 2020年榮獲「香港社會企業挑戰
賽 2019-20 - 冠軍」的殊榮，以及獲得科學園和多間大學的支持和
培育。
 

有賴各界和市民大眾的支持，Green One Lab由成立至今，曾獲得
多個國際設計及創業獎項，包括：

• 2020鵬程中小企青年創意創業 (創意設計獎 )

• 2020香港智營設計大賞 -「銅獎」
• 2019墨爾本設計大獎 -「金獎」
• 2019賽馬會低碳創聚「零碳創新提案戰」(第四期 ) -

	「最受觀眾歡迎獎」
• 2019香港理工大學微型基金

企業地址	:
Unit A8, Rm602, 6/F, Wah Sing 
Industrial Bldg., Kwai Chung, 
Hong Kong

企業網站	:
www.greenone.com.hk

企業電話	:
9850 1204

企業電郵	:	
info@greenone.com.hk                                                 

成立年份	:
2019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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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塊鏈科研有限公司
	提名人 :	Wenny	Lee

區塊鏈科研有限公司（BSL）於 2017 年在香港科技園成立，是一
家新技術初創企業。BSL致力成為區塊鏈市場內，一站式解決方
案供應商的先導者。

BSL 將區塊鏈技術銜接到客戶的業務模型中。團隊致力協助不同
公司將與區塊鏈技術相關的構思發展至實際執行項目。BSL為客
戶提供專業諮詢，並與各個行業的領導者合作，包括阿里巴巴，
IBM，R3 corda等。通過降低成本，增強安全性和提高其他業務
效率來改善業務營運流程。

除了為客戶提供服務，BSL 還以創新模式與各行業公司合作，以
技術入股方式成為其具前瞻性項目的技術合作夥伴。這種孵化器
模式使 BSL 更貼緊各行業各種新式項目，並在將來互相取得長遠
回報。此外，BSL亦經常為不同業界和公眾提供講座，讓大眾更
理解區塊鏈的應用。

BSL 在去年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公開招標的三個區塊鏈項目中，
投得其中兩項區塊鏈項目。包括：

(1) 與知識產權署合作開展的第一個香港特區政府區塊鏈項目 (試
點 )。涉及商標所有權的轉移。

(2) 與衛生署合作，推行藥品的可追溯性。

BSL 目前在已不少行業中開展區塊鏈項目工作，包括銀行業、建
築業、污染整治業等。未來會繼續拓展區塊鏈的應用領域，我們
相信區塊鏈將會癲覆性地轉變現有的生活模式。

企業地址	:
新界香港科學園 19W347 號室

企業網站	:
https://www.blkchainsolutions.com/

企業電話	:
2663 3680

企業電郵	:	
info@blkchainsolutions.com                                                 

成立年份	:
2017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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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彩絮語設計公司
	提名人：林汛玲

色彩絮語設計事務所 是香港品牌設計公司，提供多種創意概念及
設計，包括 品牌包裝設計、平面設計、商業插畫、廣告推廣、網
站設計開發、推廣文案、網店開發、攝影、宣傳片製作等等，為不
少客戶提供度身訂造的原創設計形象，曾入選 DIP III 設計創業培
育計劃公司 2017及大灣區創業孵化計劃 2019，並獲得樂風成就
您想創意創業計劃 2018-2019 – 十強得獎者獎項及 Indigo Award 

Gold in Illustration/Branding/Packaging Design 2020。

活動籌劃平台「PlanetCraft 植創工房」主打「藝術治療玩味體驗」，
推動企業藝術文化，與不同公司、機構、學校等合作開辦日式和
果子、和諧粉彩、多肉植盆、流體畫工作坊，並會因應季節推出
獨特創意的教案，如中秋節和果子、香港少見的新式的多肉苔玉
球及和諧粉彩紙燈等，維持活動的創意性及獨特性，合作機構包
括如理工大學、大學香港耀能中心、路德會長青群康中心及招商
證券國際有限公司等。 受學校、團體及企業歡迎。

另外我們亦有以多肉植物為設計原形的「Plump Planet 多肉小星
球」IP系列，可授權項目主題是、環保、健康生活，推出角色漫
畫及文具精品，藉此用可愛的植物形象，用有趣新穎方法推廣人
與植物共融概念，推廣多肉心靈治療，還生活更添色彩和活力。
IP曾獲得 CWHK44原創 Character設計大賽優異獎 (第 2名 )及 

Indigo Design Award角色設計銀獎。

企業地址 :	
46/D, Block 1, Nan Fung Plaza, 
8 Pui Shing Road, 
Tseung Kwan O

企業網站 :	
www.colorholicgossip.com

企業電話 :	
9586 7846

企業傳真 :	
3020 6145

企業電郵 :		
rita.hklin@colorholicgossip.com

員工人數：
5 人

成立年份 :	
2016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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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JJ HOLDING LTD.
	提名人：林汛玲

香港設計師品牌 Ejj Jewellery成立於 2015年。創辦人兼設計師
邵燕寧在珠寶行業擁有豐富的經驗，她更榮獲十二個獎項，當中
包括「改革與創新女性」、「2017 年香港傑出青年家」等。Ejj 

Jewellery亦榮獲「全球華人誠信企業」、「 2017年最具創新珠
寶品牌」等。品牌經常代表香港參與國際時裝周，如紐約、上海、
東京、日本等。2018 年，邵燕寧更推出 3D 首飾打印系列，與
傳統珠寶相比，3D 打印產品更精緻、特別，她認為 3D 打印將
成為品牌未來發展方向，原因如下：i）可以根據顧客個人需求
而作出調整 ii）減少工業垃圾 iii）現時客戶群比較喜歡具創新元
素的產品。2019 年，品牌與中國故宮博物館 IP 合作，推出 3D

打印耳環「融合靈魂」。設計於 2020年獲頒國際獎項 A’ Design 

Award 及 MUSE Design Award總冠軍。

邵燕寧（Elaine Shiu）是香港一位年輕企業家、時尚首飾設計師
和客席講師。她在珠寶行業擁有近十年的經驗。5年前，她決定
創立自己的設計師品牌 Ejj Jewellery，希望可以把珠寶高貴的感覺
注入時尚珠寶內。此外，邵燕寧更支持青年及婦女發展。她創新
的設計及品牌經營榮獲眾多國際獎項。
 

Year 2017 -「香港傑出青年創業家」Hong Kong Outstanding 

Young Entrepreneur 

Year 2017 -「最具創意珠寶商」Most Innovation Jeweller

Year 2018 -「華人楷模先鋒人物」Chinese Model Pioneer

Year 2018 -「亞太區企業家大獎」Asia Pacific Entrepreneur Award

Year 2018 -「亞洲感動創業人物選舉」Asia Pacific Start-up 

Entrepreneur Award

Year 2018 -「全球最具競爭力華人領袖」Outstanding Chinese 

Business Leader

Year 2019 -「改革與創新傑出女性」Outstanding Women in China

Year 2019 -「香港文化創意產業大獎」Hong Kong Cultural and 

Creative Industry Awards

Year 2019 -「君子企業超卓大獎」Junzi Corporation Awards

企業地址	:
Rm 907, 9/F, Silvercord Tower 2, 
30 Canton Road, Tsim Sha Tsui, 
Kowloon, Hong Kong

企業網站	:
www.ejjonline.com

企業電話	:
2961 4846
9633 3993

企業傳真：
3958 5639 

企業電郵	:	
info@ejjonline.com

員工人數：
11 人                                                

成立年份	:
2015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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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盒子有限公司
	提名人：Mr.	Leon	Chan

我們是數碼港的駐場培育初創，專注在企業銀行融資平台
FinMonster.com。我們成立於 2017年 7月，創辦團隊為超過十
年經驗的企業銀行家、資訊科技專才和市場推廣人員，希望透過
科技，協助市場上缺乏銀行支援的中小企在合理價格內迅速獲得
融資，支持業務發展。

經過一年多的市場調研和產品開發，首個網上融資平台於 2019年
中推出市場，對象為香港和新加坡共六十多萬間中小企。我們並
非市面上一般網上格價平台，FinMonster的企業用戶可以按照公
司的實際業務背景和財務情況，透過自家的人工智能演算法，為
企業客戶一站式搜羅、比較、配對和申請銀行融資。目前，我們
已經和來自三十多家銀行和金融機構的客戶經理合作，能夠提供
市場上不同銀行、部門、行業細分和貸款品種的報價和相關經驗
的客戶經理，讓客戶可以足不出戶連接銀行申請貸款。

過去一年，我們服務過的客戶超過一千，而且在近月數字不斷增
加。FinMonster相信，企業的存在意義，最終是令世界變得更美
好，金融業的本份，便是忠實地為企業提供各種融資、為創造社
會效益的企業提供堅實後盾。基於這份信念，FinMonster提供嶄
新、屬世界前沿的融資平台，串連企業與銀行，致力為企業提供
更美好的銀行體驗，務求令各種社會理想得以被實踐、成為眾人
生活一部份。

企業地址	:
數碼港道 100 號數碼港 3 座Ｆ區
5 樓企業發展中心４室

企業網站	:
www.FinMonster.com

企業電話	:
3590 8508

whatsapp:		
9842 9750 

企業電郵	:	
enquiry@finmonster.com                                                 

成立年份	:
2017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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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洲科技策劃有限公司
	提名人：林汛玲

EvenTech 成立於 2019年，我們主要針對活動行業，在客戶舉辦
活動時為參加者提供一站式的電子資訊及互動平台，讓參加者能
夠更容易、更快捷地接收到有關活動的資訊。我們公司以減碳減
廢為目標，希望將環保的概念帶入活動行業，減少在舉辦活動時
使用紙張的數量，讓科技為賓客帶來充滿驚喜的晚會體驗！
 

一站式活動體驗

EvenTech 旨在提供一個以環保化為概念及客制化服務的電子資訊
及互動平台，我們的服務涵蓋整個活動過程，由活動前期的準備
工作到活動後期的精彩回顧，都能一一照顧到，包括即時的資訊
傳遞、活動登記、互動體驗及分享等，利用 AI大數據的技術提升
社交效率與質量，助你集中分享活動中的大小資訊。
 

將科技融入活動策劃

EvenTech 致力將科技融入活動策劃體驗，讓你每一項活動運作更
便捷、更環保。將活動數碼化不但可以提高活動質素及參加者對
活動的投入度，當中的互動功能更可鼓勵台上表演者與參加者等
之間的互動。
 

為了加強參加者在活動上的互動體驗，我們更設有互動相簿功能
＂ FIND I＂及環保螢光棒＂ Light-up＂功能。參加者可以透過＂
FIND I＂內的人面識別功能，輕鬆找到自己的相片並下載留念，將
活動當天的精彩時刻一一記錄下來；而＂ Light-up＂功能刖能代
替了傳統螢光棒，既能夠於活動中作打氣用途，又可以實踐減碳
減廢的目標，為環保出一分力。

企業地址	:
香港西環干諾道西 144-151 號
成基商業中心 41 樓 01 室

企業網站	:
https://www.eventech-hk.com/

企業電話	:
3590 9105

企業傳真：
3013 8751

企業電郵	:	
lucas@eventech.asia

員工人數：
5 人                                   

成立年份	:
2019 年 

亞 洲 科 技 策 劃 有 限 公 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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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NFAIR TECHNOLOGY 
LIMITED

	提名人：邱斌

Ola.Tech 提供有保證的翻身電子產品網上購物平台，改變用戶對
二手電子產品，舊、殘的看法，給與用戶購買翻身電子產品也可以
平，正，好及在 Apple Store的購物體驗。除了為用戶提供在 Ola.

Tech購買的翻身電子產品一年保養及貼身客戶體驗，我們也致力
為環保及社會企業責任出一點點力，把一部分的收益捐贈予不同
慈善團。Ola.Tech也提供 Smartphone Trade-in純 online的平台，
用戶只需 5分鐘便可以獲得二手電話的準確 Trade-in價，我們立
即有專人上門回收用戶的 Smartphone，即時 cash out。另外，我
們與不同企業合作，為它們處理大量閒置或已不適用的電子產品，
在為社會環保出一分力的同時，也進一步宣揚可持續發展的理念。
立即登入 https://ola.tech/ 選購平，正，好的翻身電子產品，給予
電子產品第二生命

企業地址	:
九龍塘達之路 72 號
創新中心 318A 室

企業網站	:
https://ola.tech/

企業電話	:
3460 4446

企業電郵	:	
hello@ola.tech

員工人數 :	
8 人                                                 

成立年份	:
2019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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暮晨有限公司
	提名人：林汛玲

At Hazedawn, we have always been committed to providing innovative 
ideas and technology resources for our clients. We strive to become 
a strategic partner with industries to deliver advanced solutions based 
on customers’ requirements. 
 
As an IT company located in HKSTP, our team consists of dedicated 
developers and programmers with a passion to drive transformation in 
industrial applications. With over 10 years of experience and technical 
knowledge, we specialized in web, APP, and system development 
as well as launching marketing campaigns to help clients gain a 
competitive edge over their rivalries. Our services range from front-
end to back-end development to adapt the agile environment in 
business settings. 
 
We are in a digital era where society has transit to manage resources 
and services with high tech mechanization. Together, we assist 
businesses to automate on a greater scale, with greater intelligence. 
Integrated with system development projects such as ERP and 
accounting systems, enterprises can monitor business flow and 
maintain a high standard production at all points. On top of that, our 
professional IT team provides tailor-made web and app services to 
meet business requirements with intuitive design and functionality 
features. 
 
We also explore emerging technologies including machine learning 
and AI solutions to support our business partners. We are passionate 
about helping businesses through innovative technologies to exploit 
the true potential and accelerate business growth. It is through 
our dedication and commitment to our clients that we develop 
applications to face real-world challenges. 
 
We adopt a client-centered approach to handle the developing 
projects. We create a perfect connection between customers and our 
project leads, ensuring that our experts are capable of transforming 
product vision and client’s request into solutions that make a 
difference. Backed by flexible service and robust technology support, 
we have won loyalty and approval from countless enterprises, 
NGOs, and government organizations. We have a rich repository of 
best practice, expertise, and competencies gained over the years 
through a range of projects across different sectors. We leverage 
this knowledge base to offer solutions and services for streamlining 
business processes and foster smart utility transformation.

企業地址	:
香港科學園科技大道西
19 號 9 樓 960 室

企業網站	:
www.hazedawn.com/
hazedawn

企業電話	:
9137 5571

企業電郵	:	
info@hazedawn.com

員工人數：
10 人                                   

成立年份	:
2017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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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TEM LTD.
	提名人：邱斌

iSTEM AI Lab is an EdTech which deploys AI, VR and gamification 
enhancing students' engagement in learning and predict their learning 
performance, with the help of sentiment analysis and hand gesture 
detection for big data analysis. 

iSTEM supported over 70 schools, over 300 teachers and 50,000 
students. 

Our team is supported by Cyberport Incubation and a global 
accelerator called Launch Academy Maple Program.   And iSTEM 
achieved ICT StartUp Award 2018 and Silver in Inventions of Geneva 
in 2019. 

Our product has high comparative advantages such as instant, cost-
effective, personalized recommendations. Our uniqueness is Tech and 
Edu professionals. iSTEM is now ready to scale up and go global. 

	

企業地址	:
Unit 1150, 11/F, The Wave, 4 Hing 
Yip Street, Kwun Tong

企業網站	:
https://istem.ai

企業電話	:
9811 3576

企業電郵	:	
admin@istem.ai

成立年份	:
2018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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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煮有限公司 
	提名人：林汛玲

Kolb Life Limited在香港自設食品製造廠房，廠房亦獲得國際食品
安全體系 HACCP和食品安全管理系統 ISO 22000認證，並實行
嚴格的品質監控措施，堅守無添加生產理念，生產及銷售自家品
牌產品。產品涵蓋中西式湯品、非草本飲料及其他食品，同時亦
致力研發新產品、為客人提供代工生產服務。

此外，本公司亦提供平台予社企、地區組織、慈善機構合作發展
產品，傳承社區飲食文化。透過聘請社區有需要人士包括新移民、
聽障人士、單親家庭等人士，製造就業以增加基層家庭或貧窮戶
收入。

企業地址	:
香港域多利道 64 號廣基工廠大厦
7 樓 A-B 室

企業網站	:
https://www.kolb.life/

企業電話	:
2818 3770

企業電郵	:	
cs@kolb.life

員工人數：
20 人                                   

成立年份	:
2018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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鸚鵡螺軟件技術有限公司 
	提名人：林汛玲

鸚鵡螺軟件技術有限公司是一間由香港科學園創業培育計劃
（Incu-Tech）及香港創新及科技基金所支持的初創公司，主要研
究和開發人工智能及教育技術，為 STEM（科學、技術、工程和數
學）科目提供個性化學習移動解決方案。

我們的主要技術是開發移動智能個性化學習系統，包括移動應用
軟件和個性化學習分析。該系統由雲端技術和人工智能算法提供
支持，實現同伴學習和終身學習的 STEM技能組合，解決教育平
等問題和培養人工智能就緒型勞動力，為各種能力的學生提供自
動化學習。

我們的團隊是由具有博士學位的計算機科學家組成的。在研發方
面，我們在這兩年間亦在多個學術會議中出版多篇研究論文和相
關書籍，研究成果備受肯定。而我們亦曾與美國、香港、台灣和
中國大陸的學校和合作夥伴合作，例如谷歌、香港資優教育學苑、
香港青年協會、寓樂灣（中國 STEM教育公司）、中國數學聯盟
和台灣財團法人九九文教基金會等，所以我們的產品已經在全球
STEM活動和香港資優教育中使用。

最後，我們亦是美國太空總署太空應用挑戰賽（香港）唯一官方
認可的主辦機構，與香港天文台、美國領事館、Facebook及香港
城市大學合作，提供數據應用程序編程接口（API）及與香港天文
台和香港氣象學會合作開展有關人工智能和數據科學的創新數學
課程。

企業地址	:
Lionrock 72, 1/F, Inno Centre, 
72 Tat Chee Avenue, Kowloon 
Tong, Hong Kong

企業網站	:
https://nautilustech.ai/

企業電話	:
5116  0974

企業電郵	:	
nautilus@nautilustech.ai

員工人數：
20 人

成立年份	:
2018 年 2 月 2 日 

Nautilus Software Technolog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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銀髮優質生活(香港)有限公司
	提名人：黎卓斌

願景和使命

銀髮優質生活（香港）有限公司是一家推動藥物創新的智能技術
公司，致力於提供一個推動藥物創新的平台。我們的願景是改善
人類生活的整體福祉和質素。
 

短期目標：

•協助用戶定時服藥習慣及保持正確劑量
•減少用戶和護理人員的壓力
 

長期目標：

•加快用戶的康復時間、降低醫療成本，並減少因不定時服藥而造
成的治療失敗

•建立藥物和患者健康狀況數據庫，以改善產品和服務
•成為全球數據領域中最大的口服藥物輔助工具數據中心

為實現上述目標，我們的團隊開發了一個 “智能藥盒 ”，在第一階
段中與我們設計的手機應用程式一起使用。
 

產品定位

專注於兩個潛在客戶群 --- 長期病患者和營養補充品用家。
 

產品功能和特點：

•智能提醒
•劑量錯誤警報
 

手機應用程式：

•與健康數據進行分析
•潛在的藥物過敏和藥物相互作用警報
•健康記錄和量化表現指數
•遠程監控
•醫療知識小百科
 

用戶數據：

•初步諮詢
•藥丸有效性

企業地址	:
九龍荔枝角長順街 1 號
新昌工業大廈 6 樓 12 室

企業網站	:
www.qualife.com.hk
www.pillgo.co

企業電話	:
2708 9318

企業傳真：
3013 8689

企業電郵	:	
info@qualife.com.hk

成立年份	:
2017 年 

Qualife
Ensure quality of lif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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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OFFEE MOMENT LTD. 
	提名人：黎卓斌

「咖啡•藝術」是 THE COFFEE MOMENT特色。烘焙師精心烘
焙咖啡豆、每一杯咖啡、店內氣氛和裝潢，讓客人品味咖啡，觀
賞藝術。店內陳列精美手工玻璃藝術品，每一件都小巧精細。烘
焙師會將咖啡豆磨成咖啡粉放到玻璃藝術品中，供客人品嚐咖啡
前先聞聞咖啡香氣。享受一杯好咖啡就像欣賞一件藝術品，並且
會在腦海中停留一會兒，使您微笑，愉悅和倍感舒適。
 

客人除了品嚐咖啡和新鮮出爐烘焙食物，店內會定期舉辦國際認
可咖啡証書課程和興趣班，以豐富和推廣咖啡文化，希望咖啡技
藝得以傳承。 作為優質咖啡店和咖啡豆批發商，每季度在全球範
圍內採購優質的特色咖啡，並由香港的烘焙師精心烘焙。店內設
有漂書角，藉有心人分享交換書本，讓藝術與咖啡的氣味漂流到
各地。亦會張貼近期音樂會海報，藝術氣氛籠罩全店。

希望客人透過手中的咖啡，拉近人與人之間的距離。提供空間讓
社區中心舉辦展覽活動，咖啡店搖身一變藝廊，擺放各色各樣作
品。店內員工主要聘請實習生、再培訓人士、少數族裔，希望為
社區出一份力，回饋社區。

優質咖啡、巧手的烘焙師、獨特品嚐體驗、五觀享受。Enjoy the 

coffee, Enjoy the moment.

企業地址	:
Shop B, G/F., 38-42 Eastern Street, 
Sai Ying Pun, HK

企業網站	:
http://www.thecoffeemoment.com/

企業電話	:
2890 5088

企業傳真：
2385 2678

企業電郵	:	
info@thecoffeemoment.com

員工人數：
15 人                                   

成立年份	:
2018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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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瞻創新科技有限公司
	提名人：蔡明都	CXO,	ParticleX

高瞻創新科技 (VIT) 是一間總部位於香港科技園的初創公司，自主
研發創新微型雲台防抖 (MGS) 相機模組及提供一站式解決方案。
VIT的研發團隊有超過十年研發及生產光學防抖馬達及相機模組的
經驗，並擁有國際知名大學的工程博士及工商管理碩士學位。團隊
中的專家在世界各地發佈超過 60個專利，並在中國內地及香港榮
獲 10個工業大獎，包括香港工商業獎。
 

VIT的核心 MGS技術通過同時轉動影像傳感器及鏡頭，達致優秀
的防抖表現，比傳統的電子及光學防抖技術優勝。相對於大部份光
學防抖方案，MGS的防抖角度大至少 200%。因此，在抖動及低
光情況下，採用 MGS的相機依然能拍出清晰的影像。專利設計的
MGS採用一體式設計，體積遠比傳統及對手最新的防抖雲台至少
50%，MGS在可靠性、成本及省電方面亦有很大優勢。
 

MGS應用範圍廣泛，包括智能手機、運動相機、行車記錄儀、穿
戴式相機及抗疫產品。MGS相機模組已經在量產階段，多間來自
日本、內地、及本地的跨國企業已把 MGS的技術，應用到他們產
品中，客戶對 MGS出色的防抖效果評價正面。VIT會繼續和中國
及香港業界緊密合作，帶來更多創新專利設計，提升防抖效果及影
像質素，貢獻社會。

企業地址	:
香港新界沙田白石角香港科學園
科技大道西 19 號 19W 大樓
915 室

企業網站	:
https://www.vit.com.hk/

企業電話	:
2885 0128

企業電郵	:	
info@vit.com.hk

員工人數：
10 人

成立年份	:
2017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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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國寶(香港)有限公司 
	獲獎年份：2006	-	2020

為迎合電子商貿的潮流，「德國寶」自 2015年起全力發展「O2O」
業務，進駐 HKTV Mall、Big Big Channel、Amazon、Alibaba、
天貓、京東等多個電商平台，並配合航空及郵輪購物平台，致力成
為全港首個線上線下、「上天下海」的時尚電器及訂製櫥櫃品
牌。新冠肺炎疫情爆發之後，「德國寶」於社交平台推出直播
節目《呢度我煮場》及自家烹飪節目《民以食為天》等，與顧
客分享針對抗疫的家電知識及烹飪技巧，緊貼在家煮食的潮流。

憑藉近 40 年的堅持，「德國寶」屢獲殊榮，包括「香港名牌十年成
就獎」、「香港卓越名牌」、「卓越企業品牌大獎」、「大中華卓越貢獻
品牌大獎」、「傑出企業社會責任獎」、「香港星級品牌」、「香港超級
品牌」、「中國家電行業十大影響力品牌」及「中國廚櫃行業十大影響
力品牌」等；更獲頒「ISO」及「Q嘜」等證書，領導地位備受
肯定。

企業地址	:
香港九龍土瓜灣馬頭角道 116 號
新寶工商中心 2 期 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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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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恒生銀行有限公司 
	獲獎年份：2006	-	2020

香港的成功故事，有賴本地中小企的創業精神。恒生植根香港，
一直在各個營商範疇全力支持中小企。連續 15年榮獲「中小企業
最佳拍檔獎」，證明恒生是中小企營商路上的可靠夥伴。
 

一系列紓困措施  與中小企應對挑戰

面對充滿挑戰的經濟環境，通過客戶服務團隊與客戶的緊密溝通，
恒生主動為中小企業提供一系列紓困方案，包括「預先批核還息
不還本」安排，及延長貸款還款期和貿易融資數期等措施，與中
小企攜手面對營商挑戰。恒生亦積極參與香港按證保險有限公司
的中小企融資擔保計劃，提供「百分百擔保特惠貸款」、九成及八
成信貸擔保產品並推出網上申請連上載文件平台，簡化貸款申請
流程，加快紓緩中小企對營運資金的迫切需要。
 

商業數碼服務  用心連繫科技與你 

中小企面對瞬息萬變的市場狀況，對便捷的銀行服務需求更見殷
切。恒生以生意人及其營運需要出發，運用以人為本的設計及科
技，推出涵蓋更多產品的商業數碼服務，包括應用於貸款及商務
卡申請的「Linkscreen」屏幕共享功能、經商業智能助理「BERI」
的買賣外匯及查詢匯率市場資訊、「1 Click」定期存款，及新推出
的匯款「付款追蹤」服務，讓中小企可以更靈活快捷運用資金，
輕鬆處理業務所需。為協助中小企進一步簡化企業的現金管理營
運流程，專行專業的恒生商業銀行團隊為客戶提供專屬方案，設
計切合所需的商業應用程式介面（Corporate API）方案及其他創
新的收款方案， 加強中小企的營運效率，助企業開創業務新層次。
 

與中小企繼續並肩，迎接機遇和挑戰

客戶做生意的需要，就是恒生商業銀行業務發展的重點。客戶服
務團隊將繼續與客戶保持緊密的連繫，連接線上及線下之服務渠
道，提供無縫及簡易化的銀行服務，堅守與客戶同步同行的理念，
應對多變的營商環境。 

 

借定唔借？還得到先好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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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企業地址	:
香港中環德輔道中 83 號

企業網站	:
hangseng.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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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企業電郵	:	
sme@hangseng.com

員工人數：
逾 10,000 人

成立年份	:
1933 年

minimum logo size : 8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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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上海滙豐銀行有限公司 
	獲獎年份：2006	-	2020	

企業特色 / 優點：

自開業至今，滙豐一直與客戶建立長遠關係，並以支持企業蓬勃
發展、促進經濟繁榮為使命。過去 155 年來，無論順境、逆境，
滙豐一直支持中小企發展，與客戶並肩同行，助中小企在瞬息萬
變的市場中把握機遇。滙豐連續 15年獲香港中小型企業商會頒發
「中小企業最佳拍檔獎」，足證滙豐於中小企業務的努力獲得各界
肯定。
 

全力支持中小企抗疫紓困

因應新型冠狀病毒疫情影響香港經濟多個行業，滙豐特別為本港
企業推出不同的短期紓困措施，與中小企共渡艱難時刻，早於二
月推出全面措施涵蓋多個行業和不同規模的企業，協助本港企業
紓緩合共超過港幣 300億元金額的短期資金壓力。同時，滙豐亦
積極配合政府推出之中小企融資擔保計劃下的「百分百擔保特惠
貸款」，成立專責後勤團隊處理申請、舉辦網上研討會、視像會議
和一對一諮詢，務求簡化並加快申請過程，全方位配合客戶所需。
 

開拓創新數碼理財服務 屢創市場先河

滙豐深明中小企所需，透過網上理財及流動理財等渠道，提供多
項創新數碼方案，包括智能助理「Ask Amy」、「HSBC Identify」
電子身分認證服務、收款服務方案滙豐「智豐收」等，助客戶輕
鬆管理公司財務和維持日常營運事宜。滙豐更推出香港首個商業
遙距開戶方案，方便中小企隨時隨地開立商業戶口，不用提交實
體文件及簽名，亦毋須進行面對面或視像會議，申請開戶流程全
面數碼化及無紙化。
 

全新共享平台 「滙豐機滙」 數碼化方式凝聚中小企

除了不斷強化各項數碼服務的功能，滙豐亦以數碼化方式凝聚中
小企，推出為中小企而設的全新數碼共享平台 —「滙豐機滙」
HSBC VisionGo，讓會員互相分享營商心得，匯集真知灼見。平
台除了提供營商資訊外，用戶亦可透過參與網上諮詢環節和工作
坊，與其他志同道合的企業家進一步交流意見。
 

展望未來，滙豐將繼續以客為本，配合客戶需要提供適切的產品
及服務，與中小企攜手面對不同營商挑戰，一路並肩向前，致力
成為中小企最佳營商夥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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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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業訓練局
	獲獎年份：2006-2020

VTC 培育技能專才 促進中小企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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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多元化及緊貼市場需要的課程，為各行
各業培育專才。自 2014年起，VTC與政府及業界攜手合作，推出
VTC Earn & Learn職學計劃，結合有系統的課堂學習和在職訓練，
提供清晰的進階路徑，助年輕人投身專業。計劃涵蓋機電、汽車及
醫療服務等多個行業，並於 2019/20學年起恆常化，為行業孕育更
多生力軍。去年，VTC在政府支持下，推出職場學評計劃，鼓勵僱
主為學員提供有系統的職場學習評核，以進一步提升培訓成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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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蒐集業內人力資源
的最新資訊，為企業提供人力策劃及業務發展的方向。VTC亦推出
網上「職業資料庫」，協助學生及在職人士規劃進修途徑和專業發
展。另外，VTC亦透過廣泛的顧問服務支援業界發展，又與商會及
專業團體合辦研討會，剖析各行業的發展趨勢，促進業內人士的交
流。
 

展望未來，VTC會繼續與政府及業界緊密協作，並肩負培育行業專
才，促進中小企和行業的持續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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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員工人數（香港）：
約 5,800 人

成立年份	:
1982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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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生產力促進局
獲獎年份：2006-2020

香港生產力促進局 助中小企抗逆轉型

中小企是香港經濟的中流砥柱，然而近年內外營商環境多變，中
小企正面對前所未有的挑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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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與企業迎難而上、共同對抗逆境。
 

面對挑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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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產力局一直與香港中小企同行，針對中小企的需要和痛點，提供
全方位的創新方案，提升企業的資源效益，走上創新和轉型之路。
面對突如其來的 2019新型冠狀病毒病（COVID-19）疫情，生產
力局作出迅速回應，全方位支援中小企，包括轄下香港電腦保安
事故協調中心（HKCERT）推出一系列遙距工作貼士、透過「HKPC 

Live」網絡研討會繼續向中小企提供各類資訊、而致力為中小企配
對及介紹政府資助計劃的中小企資援組（SME ReachOut）更舉辦
「資助基金網絡互動推廣周」，以協助中小企尋找資源，應對難關。
 

此外，生產力局團隊積極與本地工商界合作，開發應用技術方案，
為產業創優增值。透過產品創新和技術轉移，生產力局成功推出
多種由市場主導的專利技術和產品，發掘本地和國際市場在授權
和技術轉移服務中的龐大商機。而生產力局亦運用創新科技發展
的優勢，協助香港中小企達到智能生產、升級轉型。如疫情期間，
生產力局為有意本地生產口罩的企業提供技術支援，加快了香港
「再工業化」的步伐，同時讓中小企在逆境出找出新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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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企業傳真：
2788 5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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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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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二零一八至一九年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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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簽訂逾五百七十八
個顧問項目，超過三百五十個全球合作夥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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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累計超過九百一十個理大研究項目已獲批
專利。

此外，理大將嶄新發明和科研引入工商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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紡織及服裝
學系黃偉強教授開發了一套名為「聰明眼」的自動布料瑕疵偵測
系統。「聰明眼」能偵測出四十種常見的布料瑕疵，偵測準確度超
過百分之九十，系統能把在製造過程中產生的損失和浪費減低百
分之九十。該技術已授權予一間紡織有限公司。另外，理大科研
人員與香港知名建築集團合作，以最新的傳感技術為基礎，研發
了香港首個實時震動監察、評估和警示系統，藉以保護敏感的實
驗室儀器，現時該系統已應用於香港多項醫院擴展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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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ife.admin@polyu.edu.hk

員工人數：
5,340 人

成立年份	:
1937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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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亞銀行有限公司
獲獎年份：2008	-	2020

擁有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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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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銀行（中國）有限公司，現已發
展成為內地網絡最龐大的外資銀行之一，網點遍佈內地超過 4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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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這段艱難時期，東亞銀行的方針是盡力支持中小企業過渡難關，
業務得以持續發展。銀行聘請了各方業務專才，夥拍現有客戶經理
團隊，務求提升銀行業務表現，繼續與中小企同行。加上憑著在中
國的强大分行網絡，實行跨境聯動，協助企業轉型。
 

此外，東亞銀行著力開拓創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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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年獲獎，深以為傲。我們將繼
續擔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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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786

企業傳真：
3608 6010

企業電郵	:	
LEPB@hkbea.com

員工人數：
大約 10,000 人

成立年份	:
1918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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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銀行(香港)有限公司
	獲獎年份：2008-2020

携手並進 與企業共成長

中銀香港以「建設一流的全功能國際化區域性銀行」為目標，深
耕香港市場，積極拓展東南亞業務，並結合母行中國銀行於中國
及海外的龐大網絡，為客戶提供全面、專業及優質金融及跨境的
服務，全面配合業務發展的需要，致力成為中小企的最佳拍檔。
 

同心抗疫 全程守護

•中銀香港率先推出多項抗疫防疫金融支持措施，包括為按揭貸款
延期還本安排、中小企抗疫專項貸款和服務優惠等，迅速為廣
大客戶提供適切的支援。本行配合金管局推出的「預先批核還
息不還本」計劃，為合資格客戶辦理貸款延期，及時協助客戶
紓緩資金週轉壓力。

•積極配合政府對中小企融資擔保計劃的優化措施，包括新增「百
分百擔保特惠貸款」及優化八成、九成信貸擔保產品，安排特
快審批通道，組織行業客戶專隊，設立行業查詢專線，網上及
電話熱線預約貸款申請等，全力協助客戶申請貸款，以解燃眉
之急。

•積極參與及支持由政府機構、商會及社團主辦的支援中小企研討
活動，講解各項抗疫支援服務，助企業應對疫情。

 

助力中小企開拓客源及市場

中銀香港連續多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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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中國內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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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助中小企業開拓商機。
 

推動創新　持續優化電子銀行服務

中銀香港推出全功能電子交易銀行服務平台 iGTB NET及 iGTB 

MOBILE，為企業客戶提供新一代企業網上銀行服務，讓中小企能
夠隨時隨地一站式管理賬戶，提升資金管理效率，提供更佳用戶
體驗，結合 BoC Bill及 BoC Pay等電子銀行服務，為中小企帶來
簡便安全的電子支付服務。

企業地址	:
香港花園道 1 號

企業網站	:
www.bochk.com

企業電話	:
3988 2288

員工人數：
> 14,000 人

成立年份	:
2001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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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註冊處
	獲獎年份：2009	-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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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協助公司監察其文件存檔情況的「監察易（自行監
察）」服務。本處於 2017年推出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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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地公司的申請表及周年申報表等。

公眾人士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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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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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營商環境報告》中，香港在「便利營
商」方面的整體表現排名為全球第三位，在「開辦企業」指標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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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員工人數：
523 人

成立年份	:
在 1993 年 8 月 1 日成立
為營運基金部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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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展銀行(香港)有限公司
	獲獎年份：2009-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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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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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讓中小企理財更輕鬆，專注發展業務，我們致力以創新科技，提
供更快，更便捷的數碼銀行體驗。為節省客戶親臨分行的時間，客
戶足不出戶便可於網上開立企業銀行帳戶及申請網上理財服務。我
們更推出了一套全面的貿易融資數碼服務業，客戶可透過星展商業
網上銀行平台 IDEAL，上傳所有貿易融資申請及所需證明文件，上
傳文件功能適用於 11項日常貿易融資服務涵蓋信用證、託收以及
賒銷在的全產品線解決方案，如信用證、進口賬單、信託收據、銀
行擔保及運輸擔保。除網上遞交貿易融資申請外，客戶亦可利用數
碼化方式上傳及重新載入任何所需文件，如貿易合約、發票、海關
申報表及採購訂單。客戶亦可透過電郵及短訊即時獲得其申請狀態
的通知。
 

廣受歡迎的「DBS BusinessClass」中小企營商學院更提供線上學
習，最新的市場動向及專家意見，客戶更可參與一系列由融資到品
牌及市場營銷、以致創新設計思維的培訓課程，讓中小企僱主及員
工進一步提升技能。詳情請參閱：https://www.dbs.com.hk/sme-zh/

businessclass.p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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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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互動媒體有限公司
	獲獎年份：2009	-	2020	

New iMedia Solutions Limited (新互動媒體有限公司 )擁有超過
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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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子商貿以及
多媒體設計及製作服務等。我們與各大網上平台關係密切，除了
作為 Google卓越合作夥伴 (Premier Google Partner), Facebook 

Blueprint Certified Professional Agency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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ouTube和百度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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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合獨
家自建的智能廣告管理系統與關鍵字數據庫 Keyword Knowledge 

Base，將超過 40個行業的網上關鍵字數據轉化為市場資訊，提供
更精準的市場分析，助中小企客戶將宣傳訊息精準傳遞予目標顧
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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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全天
候數碼廣告表現及洞察平台 – iMedia Platform，定期評估其廣告表
現及提供專業意見，協助客戶持續進步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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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定期舉辦講座及研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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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https://www.newimedia.com/

企業電話	:
2131 0888

企業傳真：
2133 0700

企業電郵	:	
enquiry@newimedia.com

員工人數：
130 人

成立年份	:
2007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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渣打銀行(香港)有限公司 
	獲獎年份：2009	-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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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繁榮。集團多年來一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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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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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業需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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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資金管理方案、全方
位中小企業貸款及商業貿易融資方案，並持續精益求精，推出一
系列的無抵押貸款產品以方便客戶按實際情況選擇合適計劃，簡
化中小企開戶流程，並創立 eXellerator金融科技創新中心，推動
銀行利用創新科技，探索金融科技和工作模式，以改善顧客和用
戶體驗。 

渣打香港一直致力成為中小企業客戶至可信賴的合作夥伴，隨著
中美貿易糾紛，本地經濟放緩，加上近期新型冠狀病毒疫情，中
小企業客戶的經營前景越趨不明朗。渣打香港明白中小企業面對
的困難及需要，特意推出一系列支援措施，包括剛推出的中小企
融資擔保計劃 -「百分百擔保特惠貸款」，與客戶攜手應對挑戰。 

渣打香港同時亦於 2012年與香港生產力促進局聯合推出了「渣
打香港中小企領先營商指數」，該指數為針對香港中小企業營商
狀況的季度調查，調查團隊每季均訪問超過 800家來自不同行業
的本地中小企，了解他們對來季的營業狀況及盈利表現，投資及
人才招聘的意向及環球經濟情況對他們的影響，為中小企業提供
極具前瞻性參考價值的市埸資訊，讓他們作出適當的部署及資源
調配。

企業地址	:
香港中環德輔道中 4-4A 號 32 樓

企業網站	:
https://www.sc.com/hk/ 

企業電話	:
2886 8868

企業傳真：
2856 9129

企業電郵：
customer.feedback@sc.com 

員工人數：
超過六千名員工

成立年份	:
1859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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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興銀行有限公司 
	獲獎年份：2007,	2010	-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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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包括創興證券有限公司及創興保險有限公司 )為個人
及企業客戶提供全面商業銀行及金融服務，服務包括港幣及外幣存
款、信貸、外匯交易、財富管理、投資、證券、保險等各項產品及
服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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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興銀行在香港設有超過 30間分
行，在廣州、深圳、上海、汕頭及澳門設有分行，在廣州市天河區、
佛山市南海區、佛山市禪城區、南沙及橫琴設有支行，及在美國三
藩市設有代表處。
 

支持客戶  共抗疫情

創興銀行全力支持香港金融管理局聯同「銀行業中小企貸款協調機
制」推出的企業客戶「預先批核還息不還本」計劃，在疫情期間減
輕企業面對的現金流壓力，協助他們渡過經濟困境。
 

中小企業  合作伙伴

創興銀行秉承與中小企業攜手共進的發展方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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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助中小企業把握
營商機遇。創興銀行亦簡化該計劃的內部申請程序，務求讓客戶儘
快得到所需之周轉資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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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中小
企業客戶提供「廣東自貿區跨境直貸」等服務。創興銀行亦為中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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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68 ( 中小企專線 )

企業電郵	:	
customerservice@chbank.com

員工人數：
約 1,800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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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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電力有限公司

	獲獎年份：2009.	2011-2020	

新世代  新動力

中華電力有限公司（「中華電力」）在 1901 年成立，是香港公用
事業公司，由在香港交易所上市的中電控股全資擁有，為亞洲規
模最大的私營電力公司之一。中華電力在香港經營縱向式綜合電
力業務，為供電地區範圍內 600	萬人提供高度可靠的電力供應及
優質的客戶服務。

過去多年來，中華電力與香港一起茁壯成長、邁步向前，同享努
力耕耘的豐碩成果。我們堅守本份並努力不懈，提供穩定可靠的
電力供應，致力促進社會繁榮，提升市民的生活質素。

商業客戶方面，中華電力是客戶的最佳能源夥伴，成立中小企
業諮詢協會，並舉辦節能環保講座及參觀活動，為商業客戶提
供最新的節能資訊。為鼓勵及協助商業客戶提升能源效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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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匯」，糅合智能營商及
節能方案，展示全方位的嶄新產品及服務，助中小企客戶提升
營運及能源效益。為提升安老業界的營運效率，中電透過舉辦
「耆樂智活開放日」等活動，為安老業界和服務供應機構提供交
流及配對平台，推動業界提升能源效益。最近推出的創優增值
服務包括：提供中電「可再生能源證書」、可再生能源上網電價、
綠適樓宇基金和節能設備升級計劃等等。

展望未來，我們一如既往群策群力，將會不斷開發及展示嶄新的
節能技術及措施，希望能協助工商各界改變用電習慣，節省營運
開支及減少浪費，攜手共創更綠色的香港。	

企業地址	:
九龍深水埗福華街 215 號

企業網站	:
https://www.clp.com.hk 

企業電話	:
2678 2660

企業傳真：
2678 3450

企業電郵：
business.centre@clp.com.hk 

員工人數：
4,299 人

成立年份	:
1901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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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CT銀聯集團
	獲獎年份：2010	-	2020	

BCT銀聯集團紮根香港，由「銀聯金融有限公司」及「銀聯信託
有限公司」組成，是主要強積金供應商及香港最具規模的信託公
司之一，提供卓越的退休金產品及基金行政管理服務。BCT更是
全港僅有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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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底，行政管理資產總值逾港幣 1,800億，
成員帳戶數目超過 110萬。
 

BCT一直致力協助僱主履行強積金責任，減輕其行政負擔。憑藉強
大的電子平台，公司提供網上戶口及多元化電子工具，協助僱主靈
活方便處理強積金事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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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在 20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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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在「理
柏基金香港年獎 2020」及積金評級「2020強積金獎項」獲得多項
殊榮，足證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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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298 9800

企業傳真：
2520 0303

企業電郵：
bct@bcthk.com

員工人數：
400 人

成立年份	:
1999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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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商業銀行
	獲獎年份：2011	-	2020	

上海商業銀行成立於 1950年，植根香港 70年，為香港歷史悠久
的本地華人銀行，竭力為中小企提供忠誠專屬銀行服務作定位，
業務網絡遍及香港、上海、深圳、三藩市、洛杉磯、紐約、倫敦
等地，擁有超過 50間分行，提供一站式多元化的零售及企業銀行
服務及產品，包括存款、貿易融資、資金管理、證券交易、一般
及人壽保險、黃金買賣、財富管理、人民幣貿易結算、信用卡、
強積金服務等。

上海商業銀行重視本地社區，與客戶保持長遠關係，提供度身訂
做的解決方案，同時發掘更多有利於雙方的交叉銷售機會。我們
專業的團隊一直憑著實力及信譽，深入了解每位客戶的切身需要，
協助他們分析當前形勢，擬定合適合時的融資及理財方案，為他
們把握機遇，或共渡時艱，實踐「上海商業銀行 處處為您着想」
的服務理念。

我們的團隊以專業見稱，在跨境業務及貿易方面擁有豐富的經驗，
利用海外及跨地域優勢，幫助客戶擴展業務，支持香港企業投資
海外。加上中國內地、美國、英國分行，以及龐大的「上海銀行」
網絡，覆蓋全球 400多個網點，協助中小企業拓展跨境業務。而
「一帶一路」及「大灣區」為企業帶來更多跨區域的新機遇，我們
會針對不同客戶的業務需要，提供多元化商業貸款及貿易融資方
案，支持企業的資金周轉及業務發展。

上海商業銀行的願景是成為最值得客戶信賴的銀行，積極連繫，
用心「聆聽、了解、支持」，為客戶及股東增值創富，與合作伙
伴建立長遠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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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員工人數：
超過 1800 人

成立年份	:
1950 年 11 月於香港註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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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電燈有限公司 
	獲獎年份：2011-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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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處為中小企客戶設想。「智惜用
電能源審核」為港燈客戶提供免費能源審核服務，實地視察營業場
所，協助他們發掘節省能源的機會，並提供審核報告及建議，以提
升其營業場所的能源效益。
 

此外，「商企一站通」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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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電力負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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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需的時間，當電力裝置是由變壓器供應 200安培或以下 / 由供電
電䌫供應 60至 125安培之間，港燈能為客戶進行即時查核供電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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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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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港燈亦是中小企與電能設備供應商的重要橋樑，為不同行業制訂針
對性的能源效益方案。服務包括：提供最新商電廚房資料、協助安
裝電能設備（如：煮食、熱水器）、評估現有能源系統，以及提供額
外的供電技術支援等。

在溝通方面，港燈具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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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時間；而港燈網頁亦設置「中
小企全方位增值服務」專頁，方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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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員工人數：
約 1800 人

成立年份	:
1889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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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按證保險有限公司 
	獲獎年份：2012-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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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 2011年 1月推出，為合資格企業的貸款提供
五成至七成的信貸擔保，協助本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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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府於 2012年 5月起透過「中小企融資擔保計劃」推出有時限的特別優惠
措施，以極優惠的擔保費及合共 1,000億港元保證額，向合資格的中小企
貸款提供最高八成信貸擔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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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進一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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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出優化措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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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支援企業面對不明朗的環境，財政司司長於 2019年 8月宣布
將「八成信貸擔保產品」的申請期及優化措施延長至 2022年 6月底。

立法會財務委員會於 2019年 12月 6日通過有關撥款，本計劃下的九成信
貸擔保產品已於 2019年 12月 16日推出。九成信貸擔保產品旨在協助一
些規模較小、經營經驗尚淺的企業，或有意獨立執業的專業人士取得融資。
九成信貸擔保產品下的信貸擔保申請期至 2022年 6月底，擔保費優惠及額
外擔保費優惠適用於九成信貸擔保產品。

隨著 2019冠狀病毒爆發及擴散，營商環境急速惡化，政府於 2020年 4
月 8日公佈進一步優化八成及九成信貸擔保產品的措施（「進一步優化措
施」），為處於水深火熱的企業提供財務支援以紓解其現金流問題。立法
會財務委員會於 2020年 4月 18日通過進一步優化措施的撥款。按證保
險公司於 2021年 5月 31日或之前收到的八成及九成信貸擔保申請，(i) 每
家企業的最高貸款額增加至 1,800萬港元（適用於 8成信貸擔保產品）及
800萬港元（適用於 9成信貸擔保產品）；(ii) 申請資格放寛至涵蓋可由直
接或間接持有 50%以上股權的個人股東提供個人擔保的本港上市公司；及 
(iii) 政府為擔保貸款提供利息補貼，以把貸款年利率降至與「百分百擔保特
惠貸款」的貸款年利率看齊（現時為 2.75% [2]）。利息補貼年利率為貸款
年利率減 2.75%[2] ，補貼上限為 3%。每宗合資格貸款可於一年補貼期內獲
最多 12個月的利息補貼。

另外，本計劃下的百分百擔保特惠貸款已於 2020年 4月 20日開始接受申
請。百分百擔保特惠貸款旨在紓緩該等企業因收入減少而無法支付薪金或
租金的壓力，有助減少企業倒閉和裁員，申請期至 2021年 4月 19日。貸
款年利率為港元最優惠利率減 2.5%[3]，擔保費全免。

有關詳情可瀏覽本公司網頁 (www.hkmc.com.hk/sfg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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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2.75%是根據按揭證券公司的最優惠利率（截至 2020年 5月 29日為
5.25%，會不時調整）減 2.5%計算，並會不時因應按揭證券公司最優惠
利率變動而調整。

[3]申請貸款時，各貸款機構會根據按揭證券公司的最優惠利率（截至 2020
年 5月 29日為 5.25%，並隨時調整）計算貸款年利率（截至 2020年 5
月29日為2.75%，並隨時因按揭證券公司的最優惠利率的變動而調整）。
之後，貸款年利率或會根據貸款機構本身的最優惠利率變動而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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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員工人數：
約 90 人

成立年份	:
201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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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新銀行有限公司
	獲獎年份：2013	-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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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新銀行亦提供專為中小企業而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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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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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ong Kong

企業網站	:
www.dashing.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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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出口信用保險局 
	獲獎年份：2012	-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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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信保局於 2020年 4月推出一系列支援措施，在 2019冠狀病
毒病疫情下支持香港出口商安心拓展出口貿易市場，包括豁免所
有保單年費、增加買家信用限額的付款限期至 120日、免費提供
額外信用評估服務等。香港信保局亦會定期透過網頁的市場週訊
及網上研討會等渠道，為出口商提供最新與 2019冠狀病毒病相
關的市場訊息。
 

同時，香港信保局為了支援出口商把握 2019冠狀病毒病疫情後
的商機，更於 2020年 6月推出「百分百信用限額提升計劃」，
主動提升其保戶的買家信用限額一倍，上限至一億港元。目的是
加強對香港出口商的支持和保障，減輕出口商面對的放帳風險，
協助他們安心放帳，渡過逆境。

企業地址	:
香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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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員工人數：
105 人

成立年份	:
1966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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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郵政 
	獲獎年份：2012	-	2020

香港郵政成立於 1841年，於 1995年轉以營運基金方式運作，現
已成為以客為本及市場主導的服務機構。香港郵政一直以來以合理
的收費，提供可靠、高效和貫通全球的郵政服務。香港郵政所處理
的郵件大部分來自工商界，足證香港郵政在促進本港工商業發展方
面，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香港郵政不但網絡龐大，覆蓋面廣，且信譽卓著。作為本地中小企
的最佳拍檔，香港郵政多年來主動透過不同渠道了解他們的業務發
展方向，並積極推動電子商貿以配合中小企所需。我們的「智郵
站」網絡到 2020年年底將增至超過 100個地點，以便網購客戶在
指定地點領件，不受辦公時間局限。我們並正積極拓展與網上銷售
商及集運商的合作，以「智郵站」作為網購客戶的取貨選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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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地和
跨境物流，以至企業禮品籌劃及內部支援等，涵蓋他們各方面的需
要，全面配合他們的營運發展。

香港郵政由衷感謝香港中小型企業總商會連續 9年頒發「中小企業
最佳拍檔獎」給我們，充分肯定我們對中小企的支持及貢獻。期望
來年與香港中小型企業總商會繼續合作無間，為本地中小企締造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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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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建設銀行(亞洲)
股份有限公司 

	獲獎年份：2016	-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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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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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力提供一站式及多元化的融資方
案，助客戶拓展業務。為與客戶建立長遠互信的合作夥伴關係，
助客戶提升競爭力，我們定期參與各類商會舉辦的座談會、研討
會及交流活動，藉此協助客戶掌握行業最新資訊，瞭解客戶日常
營運遇到的挑戰，提供適切的金融意見及方案。

憑借母行中國建設銀行於國內的強大分行網路及支援，我們於內
地與香港跨境金融服務擁有豐富經驗及市場優勢，多年來為兩地
商業客戶提供跨境融資服務，為企業的香港分公司提供開戶和支
薪等金融服務，幫助它們在香港成立註冊公司，拓展香港業務。

企業地址	:
香港中環干諾道中 3 號
中國建設銀行大廈 28 樓

企業網站	:
www.asia.ccb.com

企業電話	:
3918 6939

成立年份	:
1912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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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邦銀行(香港)有限公司 
	獲獎年份：2019	-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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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擁有完整多
元的金融服務平台。富邦銀行於香港為客戶提供全面的優質銀行
服務，包括零售、企業及商業銀行、財富管理、金融市場、證券
及投資服務。

富邦銀行一直著重與客戶的溝通，致力實踐以客為本的方針。我
們因應客戶需要而推出不同的產品和服務，以吸納新客戶。同時，
本行亦透過與富邦集團其他成員之緊密聯繫，提高市場滲透率及
深化與現有客戶的關係。此外，我們透過與富邦華一銀行及厦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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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面且多元化的跨境銀行服務。

未來，我們將進一步提升企業電子銀行系統「富邦商務網」，並
計劃推出創新的現金管理電子銀行服務、網上開戶及網上申請等
服務。我們會繼續恪守「踏實專業、力求創新、以客為尊」的宗旨，
為客戶帶來切合他們需要，甚至超出所想、與科技結合的金融服
務，帶來獨特的「富邦體驗」。

*  辦公時間為星期一至五：上午 9時至下午 7 時，星期六：上午 9 時
至下午 1 時（公眾假期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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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566 8181* 

企業電郵	:	
cs.inquiry.fbhk@fubon.com

成立年份	:
197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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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ederal Express 
(Hong Kong) Limited

	獲獎年份：2019	-	2020

FedEx Corp.（紐約證交所股份代號：FDX）專門為全球客戶及企
業提供最全面的運輸、電子商貿和商業服務，每年營業額為 690

億美元，在享譽市場的 FedEx品牌下，公司藉由旗下多家公司聯
合競爭、協同管理並致力提供綜合業務應用方案。FedEx Corp. 屢
次獲選為全球最受尊崇和信任的僱主，旗下 500,000 多名團隊成
員均秉持最嚴格的安全、道德和專業標準，並且以滿足客戶和社
會的需要為本。如欲瞭解更多，請瀏覽 about.fedex.com。
 

FedEx Express 簡介

FedEx Express是全球最具規模的速遞運輸公司，在全球 220多個
國家及地區，致力於提供快捷可靠的速遞服務。FedEx Express運
用覆蓋全球航空和陸運的網絡，確保分秒必爭的貨件可於指定日
期和時間前迅速送達，並且設有準時送達保證 [1]。

[1] 受相關條款和條件所限。
企業地址	:
26/ F & 27/F, Nanyang Plaza, 
57 Hung To Road, Kwung T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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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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洋商業銀行有限公司 
	獲獎年份：2019	-	2020

南洋商業銀行（下稱 “南商 ”）於 1949年在香港開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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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南商以工商業務為核心業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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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商除了提供各類度身訂造的產品，亦設立 7個工商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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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客戶滿意度調查中，客戶經理的服務多年來獲得很高的
評價。

跨境業務是南商的專長，南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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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區的多家分支行。今年，南商（中國）深圳分行獲深圳市市場監督
管理局批准加入商事服務「深港通註冊易」（試點項目）， 通過南
商在香港的指定網點，為香港中小企提供在港一站式註冊深圳前海
企業的服務，全力協助香港投資者拓展大灣區業務。
 

2020年新冠肺炎肆虐，南商推出多項中小企抗疫支持措施包括還
息暫不還本、延長還款期、「百分百擔保特惠貸款」、金管局「預
先批核還息不還本」安排、「SFGS八成及九成擔保貸款利息補貼
計劃」等，旨在紓緩中小企的資金壓力，與本港工商企業同心抗疫，
共渡時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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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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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https://www.ncb.com.hk/

企業電話	:
2852 0888 

企業電郵	:	
nanyang@ncb.com.hk

員工人數：
1,600 人

成立年份	:
1948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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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世界設施管理有限公司 
	獲獎年份：2015,	2019-2020

新世界設施管理有限公司為新世界集團成員（香港股份代號：
00017），屬旗下非牟利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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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廣場的設施包括設有 643個座位的 Y綜藝館、Y劇
場、多用途場地及設有 148間客房的 Y旅舍等。新世界設施管理以
培育及發展青年潛能為任務，支持青年貢獻社會，矢志將青年廣場
發展為鼓勵全港青年交流知識及經驗、培訓領袖才能及有利青年探
索潛能的平台。

新世界設施管理的服務涵蓋全方位的管理及營運服務，包括：旅舍
管理、物業管理、租賃服務、場地及設施管理，以及活動策劃及推
廣服務等，為商業機構、青年團體、非牟利團體及慈善團體提供活
動場地、商舖以至辦公室，設施亦切合中小企不同需要。踏入第十
年營運之際，青年廣場自啓用以來分別圍繞三大主題 -「音樂與舞
蹈」、「文化與藝術」及「社區參與」舉辦活動，致力凝聚青年人
的力量，結集全港的青年發展活動，讓青年人擁有理想的場地以發
展潛能，一展所長。

6G是青年廣場的重要指導原則，包括悉心培訓 (Groom)、培育成
長 (Grow)、發揮所長 (Glow)、環保綠化 (Green)、環球視野 (Global 

Vision)及回饋社會 (Give Back)，我們在策劃各類型活動及計劃時均
堅守 6G，致力培育青年多元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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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企業傳真：
3721 8882

企業電郵	:	
info@youthsquare.hk

員工人數：
83 人 ( 截至 2020 年 5 月 31 日 )

成立年份	:
2009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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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lue Insurance Limited 
	獲獎年份：2020		

Blue - 香港首家網上人壽保險公司

面對日新月異、信息龐雜多變的數碼化時代，客戶對保險產品及
服務的需求亦隨著社會和個人發展不斷改變，因此他們更追求個
人化及數碼化的產品與服務。

Blue 為香港首家網上人壽保險公司，由擁有豐富經驗的投資公司
高瓴資本，以及領先的互聯網增值服務供應商騰訊控股有限公司
合資組成。Blue 專注於透過網上平台提供簡易便捷、靈活自主、
物有所值的保險方案。公司致力為客戶提供最適切的服務，讓他
們可自主掌管保險方案，為生活帶來輕鬆便利。

自成立以來，Blue 以數碼科技為基石，不斷突破創新，滿足消費
者需求，為保險業訂立新標準。公司運用創新科技推出市場首個
全網上保險平台，客戶只需於網上回答數條簡單問題，便可以直
接購買保險。公司亦提供清晰易明的產品，直接回應客戶核心需
求。

「疫轉希望」項目  協助中小企共度時艱

2020 年發生的疫症為社會帶來不少轉變和挑戰。為共同抗疫，	
Blue	推出免費的新冠肺炎保障，其後亦延長繳付保費期限。有見
疫情困擾各行各業，作為香港首家網上人壽保險公司，Blue 在這
關鍵時刻踏出重要一步，推出「疫轉希望」項目。

「疫轉希望」項目向受疫情影響的行業免費提供	HK$1 億人壽保
額，當中包括受疫情影響的中小企。項目是 Blue 為回應疫情而
推出的延續支援，旨在通過提供免費的人壽保障，減輕有需要人
士的焦慮。

感謝香港中小型企業總商會一同推動此有意義的項目。Blue 深信
只要大家各出一分力，定能「疫轉希望」。

企業地址	:
香港九龍灣宏遠街 1 號

「一號九龍」30 樓

企業網站	:
www.blue.com.hk

企業電話	:
3929 3929

企業傳真 :	
N/A

企業電郵	:	
enquiry@blue.com.hk

員工人數：
100 人

成立年份	:
2018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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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展資產管理有限公司 
	獲獎年份：2020	

領展房地產投資信託基金（香港股份代號：823），由領展資產管
理有限公司管理，是環球市場上前領的零售物業房地產投資信託
基金，以市值計屬亞洲最大。領展於2005年成為首家在港上市的
房託基金，基金單位全屬公眾持股，由私人和機構投資者持有，
並為恒生指數成份股。領展以香港為基地，投資和管理涵蓋多種
資產類別的物業組合，包括零售設施、停車場和辦公室，物業
遍布香港，北京，廣州，上海，深圳和悉尼。為了實現中期目標
「2025願景」，領展積極在不同市場開拓可增長業務的機會，致
力把握不同市場的擴展機會。

Link Real Estate Investment Trust (Hong Kong stock code: 823), 

managed by Link Asset Management Limited, is a leading retail-

focused REIT in the world and Asia’s largest REIT in terms of market 

capitalisation. Listing in 2005 as the first REIT in Hong Kong, Link 

has been 100% held by public and institutional investors and is 

a Hang Seng Index constituent stock. From its home in Hong 

Kong, Link manages a diversified portfolio including retail facilities, 

car parks and offices spanning Hong Kong, Beijing, Guangzhou, 

Shanghai, Shenzhen and Sydney. Link seeks to extend its portfolio 

growth trajectory and grasp expansion opportunities in different 

markets in pursuit of our medium-term target Vision 2025.

企業地址	:
香港九龍觀塘海濱道 77 號
海濱匯 1 座 20 樓

企業網站	:
Linkreit.com / Linkhk.com

企業電話	:
2175 1800

員工人數：
973 人

成立年份	:
2004 年



107

中小企業最佳拍檔獎

2020

卓佳專業商務有限公司 
	獲獎年份：2020		

卓佳 (香港 )成立於 2000年，是亞洲領先的業務拓展專家。我們
擁有 700多人的專業團隊，為超過 10,000家來自不同行業的客戶
提供服務，當中佔了超過 50%香港上市公司，及來自中港兩地的
家族辦公室。

卓佳 ( 香港 ) 的一站式業務拓展解決方案包括：綜合商務管理
諮詢，企業管理和公司秘書事務，信託和受信服務，及人力資
源諮詢。我們獨特的業務拓展理念「卓爾同行」能夠協助客戶
由初創到上市至無限的每個階段，帶來創新的解決方案。

卓佳 (香港 )致力引領客戶同步邁向業務成功的第一步，想了解更
多信息，請瀏覽 www.tricorglobal.com。

企業地址	:
香港特別行政區九龍觀塘道 348 號
國際貿易中心 15 樓

企業網站	:
www.tricorglobal.com

企業電話	:
2980 1888

企業傳真：
2861 0285

企業電郵	:	
info@hk.tricorglobal.com

員工人數：
700人

成立年份	:
200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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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邦保險（國際）有限公司 
	獲獎年份：2018	-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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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7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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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月
2 截至 20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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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aia.com.hk

企業電話	:
2200 6633

企業電郵	:	
hk.cs.enquiry@aia.com

員工人數：
約 300 人

成立年份	:
1931 年





支持媒體

秘書處

支持機構

地址：香港九龍紅磡馬頭圍道39號紅磡商業中心A座10樓1003室
電話：2325 9189 傳真：2329 3749
電郵：info@hkgcsmb.org.hk 網址：www.hkgcsmb.org.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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