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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下，香港的營商環境帶來翻天覆地的變化，香港中小企業在
疫情中掙扎求存的勵志故事，以及工商機構想盡辦法協助中小企
業在度過難關的例子，都充分展現本屆「最佳中小企業獎」及「中
小企業最佳拍檔獎」選舉的參賽者中，我們期望，透過對各位獲
獎中小企業及機構的宣傳，能為社會帶來正能量。

在此，本人衷心感謝現任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副局長陳百里博
士 ,JP，以及歷任常任秘書長在獎項成立十七年以來對獎項無間
斷的支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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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席鍾志平博士 ,GBS,JP 的大力支持下，本年得以繼續舉辦，本人
謹代表商會同仁，向鍾博士以及獎項的評審委員會主席香港科技
園主席查毅超博士 ,BBS,JP 表示崇高謝意！國家及香港近年來積
極推動青年創業的風氣，鼓勵青年敢於創新、發揮創意，正正配
合「鵬程中小企青年創意創業獎」設立的宗旨，既展現香港中小
企業百折不朽的精神，更表現香港青年的優秀潛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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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小企業最佳拍檔獎」
和「鵬程中小企青年創意創業獎」的得獎者能作為同業的借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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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嘉弘

會長序言



「中小企獎」籌委會主席序言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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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營商環境持續受到疫情以及外圍複雜多變的國際局勢所影
響，中小企業無可避免的繼續面對各種挑戰，但透過進行數碼轉
型，不少企業在挑戰中尋機遇、謀發展。大型機構亦透過各種創
新科技，為香港中小企業提供更適切的服務，協助他們的逆境中
增客源、拓商機。在此，我謹代表商會同仁，衷心祝賀 16	間獲
得「最佳中小企業獎」、	1	間獲得「中小企業奮鬥精神獎」、17	
間獲得「鵬程中小企青年創意創業獎」以及 1間獲得「鵬程中小
企青年創意創業大獎」的企業，以及 26	間獲得「中小企業最佳
拍檔獎」的企業及機構，在疫情中展現香港人百折不朽、香港中
小企業堅韌不拔的精神。

感謝「最佳中小企業獎」、「中小企業最佳拍檔獎」評審主席商
務及經濟發展局副局長陳百里博士 ,JP，以及「鵬程中小企青年
創意創業獎」評審主席香港科技園主席查毅超博士 ,BBS,J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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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時
更要感謝「鵬程慈善基金」創辦人主席鍾志平博士 ,GBS,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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衷心香港各界同心協力及國家的大力支持下，疫情得以受控，市
民回復正常生活，香港發揮好「背靠祖國、聯通國際」的優勢，
香港中小企業以及工商機構都能在國家持續的開放與發展中繼續
扮演積極的角色，創造更大輝煌，與祖國人民一起共享中華民族
偉大復興的榮光！

「中小企獎」籌委會主席

鄭蕾

「中小企獎」籌委會主席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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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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上市公司是以中小企業規模運作，也能參與有關比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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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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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宗旨及簡介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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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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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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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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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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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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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TBus Limited

日暉貿易有限公司Rosy Sky Employee 
Engagement Agency

啟智媒體有限公司 三美 ( 立信 ) 建材
有限公司

2022 最佳中小企業獎2022 最佳中小企業獎  得獎企業  得獎企業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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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豐設計工程有限公司 施特偉科技 ( 中國 ) 
有限公司

緻創家居有限公司

濤寶創意文化工作室
有限公司

友貨運控股有限公司 高科光纖有限公司

廸泩智能居有限公司 南鵬科技開發有限公司名策專業商務有限公司

美味棧國際有限公司

福滿臨珠寶集團有限公司

同昌環保顧問有限公司



（排名不分先後）

萬想科技有限公司

2022 最佳中小企業獎2022 最佳中小企業獎  得獎企業  得獎企業 2022 鵬程中小企青年創意創業獎2022 鵬程中小企青年創意創業獎    得獎企業得獎企業

開心仔有限公司 創意世紀科技有限公司 INNOVATIVE DIGITAL 
HEALTH LTD.

創新進領有限公司

DIREACH (H.K.) 
LIMITED

川上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火訊科技有限公司 篋敲擊樂團

RIGHTPICK 
TECHNOLOGY LTD.

諾達科技機械人有限公司創飾 ( 香港 ) 有限公司 音樂綠洲有限公司

綽駕有限公司香港數碼市場策劃有限公司創意工程控股有限公司 以信知識產權有限公司

同盟國際發展有限公司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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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0 2 2 中 小 企 業   最 佳 拍 檔 獎2 0 2 2 中 小 企 業   最 佳 拍 檔 獎得獎企業得獎企業

最佳拍檔金獎

（排名不分先後）

中華電力有限公司

德國寶（香港）有限公司 恒生銀行有限公司 職業訓練局

公司註冊處 星展銀行（香港）
有限公司

上海商業銀行
有限公司

大新銀行有限公司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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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世界設施管理
有限公司

中國建設銀行 ( 亞洲 )
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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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佳拍檔獎

友邦保險 ( 國際 )
有限公司

AXA 安盛

中國銀行（香港 )
有限公司

香港電燈有限公司

香港理工大學

BLUE INSURANCE 
LIMITED

香港按證保險有限公司 香港出口信用保險局

東亞銀行有限公司

亞洲聯合財務有限公司

香港郵政

大新保險 (1976)
有限公司

理慧銀行有限公司

香港生產力促進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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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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評審主席：
商務及經濟發展局		商務及經濟發展局	副局長	 陳百里博士 ,	JP

委員：
香港特別行政區立法會 -工業界 (第二 )	議員	 吳永嘉議員 ,	BBS,	JP
香港工業總會	名譽會長	 葉中賢博士 ,	JP
職業訓練局	執行幹事	 唐智強先生 ,	GBS
香港生產力促進局	總裁	 畢堅文先生 ,	MH
香港工業專業評審局	創會主席		 陸地博士 ,	M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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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年「鵬程中小企青年創意創業獎」
評審委員會

〈鵬程中小企青年創意創業獎〉

評審主席：
香港科技園		主席		 查毅超博士 ,	BBS,	J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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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永遠名譽會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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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互聯網專業協會		會長	 冼漢迪先生 ,	MH
香港青年聯會	主席	 梁毓偉先生 ,	JP
香港青年工業家協會	會長	 戴	 麟先生

（排名不分先後）

2022年「最佳中小企業獎」、
「中小企業最佳拍檔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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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評審日花絮



2021 頒獎典禮照片2021 頒獎典禮照片

2021最佳中小企業獎

星妍國際有限公司 歐達傢俱有限公司 沛達管綫及專業測量有限公司 聰誠會計師事務所有限公司

MCL品牌策劃設計顧問有限公司 派概念設計有限公司OWL SQUARE GROUP 
HOLDING LTD.

同昌環保顧問有限公司中大中鳴(香港)有限公司進業清潔器材有限公司 香港攀石訓練學會有限公司

名策專業商務有限公司

智能電子鎖有限公司 雅士能基因科技有限公司東華搬屋服務有限公司信華集團有限公司

美味棧國際有限公司盛德樂電子有限公司

14



2021 頒獎典禮照片2021 頒獎典禮照片

2021鵬程中小企青年創意創業獎

星格創意藝術有限公司Market Maker LimitedJPER Technology Limited 樂旼共融教育有限公司

研先創展有限公司天盛道場

Broadwood Innovation Limited 
(WOOM) 小君子有限公司朝創科有限公司Arical Limited

2021鵬程中小企青年創意創業大獎

2021

覓光遠程醫療有限公司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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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頒獎典禮照片2021 頒獎典禮照片

2021中小企業最佳拍檔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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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職業訓練局

香港生產力促進局 香港理工大學 中國銀行(香港)有限公司 東亞銀行有限公司

公司註冊處 星展銀行(香港)有限公司 渣打銀行(香港)有限公司 創興銀行有限公司

香港電燈有限公司BCT銀聯集團 中華電力有限公司 上海商業銀行有限公司

香港按證保險有限公司 香港出口信用保險局 香港郵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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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頒獎典禮照片2021 頒獎典禮照片

2021

2021中小企業最佳拍檔獎
最佳拍檔獎

友邦保險(國際)有限公司大新銀行有限公司

新世界設施管理有限公司聯邦快遞(香港)有限公司富邦銀行(香港)有限公司

中國建設銀行(亞洲)股份有限公司

AXA安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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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
恒生大學、香港職業訓練局、香港專業教育學院、
香港知專設計學院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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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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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志豐設計工程有限公司
	提名人：林汛玲

志豐設計工程有限公司是香港領先的綜合室內設計公司之一，
擁有逾十年的專業室內設計及裝修工程經驗。我們了解不同類
型的項目，包括商業設計、辦公室、餐廳、學校、診所、美容
院等，除了豐富的知識與經驗，我們還堅持嚴格的品質管制及
標準的安全守則，藉以提供始終如一的優質的服務，以及滿足
每位客戶的需求。

作為中小型企業，每位同事均為我們重要的資產。志豐希望透
過凝聚力，維繫公司上下、左右的關係，拉近大家之間的距離，
我們深信，做好溝通，減少不必要誤會，公司便有力量走更遠
的路。故此，志豐致力完善福利的安排，同時舉辦運動日、行山、
燒烤、酒聚、節日派對等不同類型的活動，以提升同事間的
默契以及對公司的歸屬感。

中小企業普遍要求同事一職多能，志豐為了培訓同事成為更有
競爭能力的人，定期舉行工作坊，邀請專業人士到場分享工程
知識、市場營銷策略、嶄新科技、客戶服務技巧等課題。透過
不斷學習實用的知識，不但令同事溫故知新，亦對工作產生更大
的熱誠。

志豐設計工程有限公司將以「誠信為本	•	專心做好每件小事」
為原則，再接再厲，發揮中小企業永不放棄的精神。

企業地址	:
香港荃灣青山公路 459-469 號
華力工業中心 5 字樓 D-G 室

企業網站	:
www.bwteam.com

企業電話	:
2127 4915

企業電郵：
sales@bwteam.com

成立年份	:
2009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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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佳中小企業獎最佳中小企業獎最佳中小企業獎

施特偉科技(中國)有限公司
	提名人：林汛玲

始創於 1987 年，施特偉	(Cityray) 作為一家專注開發人力資源
科技企業，在過去 35 年來，以「強化人力資本」(Enhancing	
Human	Capital) 為願景	(Vision)，	從業務及培訓方面實踐用科技
服務大眾的使命	(Mission)。以施特偉四大核心價值 (Value)，
STEP	( 其代表服務、科技、經驗和專業 )	履行使命。

服務方面，施特偉紮根於香港市場，締造策略性的優勢於 1996 年
開拓國內市場，領軍國內人力資源管理資訊化，並迅速擴張銷售及
技術支援網路至中國各大城市，包括北京、上海、蘇州、長春、
廣州和深圳。擁有過百名專業的系統工程師、人力資源管理業務顧
問及開發團隊，持續為各行各業提供快捷與穩健的人力資源管
理資訊化方案，為社會及人力資源行業產生更有建設性影響。時
至今日，施特偉服務過千家來自各行各業及跨國企業及上市公司，
當中也有世界五百強的企業。而其中有 50%以上的客戶使用本企
人力資源管理系統超過 15 年。本地市場方面，全港約有 13.1%酒
店使用施特偉的科技方案，而 5星級或以上酒店的使用率更高達
30.8%。

科技方面，一直致力採用高度靈活性設計開發不同架構的人力資源
管理系統，由 DOS 版本至 C/S 架構、B/S 架構，及至今時今日手
機版及雲端版本，並將其體現於人力資源管理需求中，本系統同時
可兼容香港、中國各地以及全球其他地方的合乎法定條例的薪酬政
策。除大型企業市場外，施特偉亦開發主打中小企市場的雲端人力
資源管理系統 SaaSHRPLUS，以降低企業成本使用自動化人力資
源管理系統。

經驗及專業方面，施特偉以 PMP項目管理方法去管理每項項目，
利用過去的經驗和眾所周知的市場標準 PMP制定有效的項目管理
實踐，並監督項目顧問，確保項目以合格的方式執行。施特偉的
員工需具備人力資源領域的知識。這確保項目顧問和工程師可在
充分了解客戶要求和情況，快速識別問題，即時應對並提供解決
方案和執行項目，是本企業對客戶的專業。此外，本系統開發團隊
也具備人力資源知識，以便將人力資源市場需求納入系統設計。

施特偉憑藉高品質的系統和專業的服務贏得客戶信賴及支持。
除了在業務上穩定發展，施特偉也積極實踐企業社會責任，透過
與 NGO 及或學術機構等夥伴開展各項項目合作，例如中學生
暑期實習、派發愛心包贈予有需要社群等，以回饋社會及為保護
環境出一分力。施特偉現時榮獲多項獎項及嘉許，包括商界展關懷
5+、企業公民嘉許、ERB 人才培訓 Grand	Award、ERB 人才
企業、開心企業 5+、社會資本動力獎、家庭友善僱主嘉許、HR	
Distinction	Award	–	Excellence	 in	CSR	Strategy 及友商有良
嘉許等。

企業地址	:
香港九龍新蒲崗大有街 1 號
勤達中心 2 樓 201-202 室

企業網站	:
https://cityray.com/

企業電話	:
2111 7111

企業電郵	:	
enquiry@cityray.com                                                

成立年份	:
1987 年



高靈活性設計

全方位
人力資源管理系統

Cityray iHRPLUS

創建你的人力資本

從創業 1987 年至今，施特偉盡心盡力為 3000+家各行各業提供高靈活性人力資源
管理科技。施特偉自家研發的系統平台AQUA，使用配置開發各種軟件系統。同時
，施特偉自家研發的研發平台 Cityray Web Service，提供 API 方式銜接第三方系
統。iHRPLUS® 是施特偉主打人力資源管理系統。 其系統以 6 大核心模塊組成， 
可添置量身定制的功能／ 模塊， 打造符合你所需的 HRMS 。

組織架構管理
簡潔樹形組織結構圖
詳細組織人才分佈

全方位人事信息存檔
多元化人事信息／業務圖表

準確薪酬核算及預算成本控制分折
有彈性員工福利設計及控制
可同時兼多國的薪酬政策

日歷式排班
配置多種考勤／假勤規則

多維度自定績效表格
內／外部培訓記錄監管

整合及分析企業業務數據
多款圖表及報告

薪酬管理管理

人事信息管理

6
大
核
心
模
塊

®

Enhancing 
      Human Capital

考勤假期管理

商業分析管理

人才發展管理

ENHANCING HUMAN CAPITAL | YOUR HR TECH PARTNER

Unit 201-202, 2/F, Midas Plaza, 1 Tai Yau Street, San Po Kong, Kowloon

cityray.technology cityray-technology cityray.com

(852) 2111 7111 enquiry@cityray.com

HONG KONG  |  BEIJING  |  SHANGHAI  |  SUZHOU  |  GUANGZHOU  |  SHENZHEN  |  CHANGCHU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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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佳中小企業獎最佳中小企業獎最佳中小企業獎

CTBus Limited
	提名人：吳家榮

	
CTBus 是一間多元化的客運服務公司。可以用「老」、「中」、
「青」三個不同元素來形容。

「老」代表老字號。始創於 1973 年，明年迎來我們 50 週年金禧
紀念。歷史悠久說明我們經驗豐富，以及擁有超卓的適應能力。

雖已年屆 50，但仍然堅持不斷成長。老中青的「中」就是這個
意思。我們永不停步！ 50 年的公司，車隊平均車齡只有 5 年！
且陸續引入更新、更高環保標準的設計，去蕪存菁。近年甚至
探究各種新能源替代方案，包括電動及混能巴士，期望可以為
綠色環境出一分力。

管理方面，多年前我們經已自行研發「雲端車輛管理系統」，
不僅可以大幅提升車隊效率，同時亦能監察司機的駕駛狀況，以
定期作出適當的調整與改善。

「經歷協助我們成長，創意帶領我們開拓未來」。「青」意味著
活力和創意。作為一間老牌公司，我們竭力將創意轉化成實際
行動。近年，我們積極參與政府推出的【智慧出行】交通網絡，
促使「人、車、路」之間互相溝通，以發揮協同效應，提高整體
車隊的效率。

此外，人材培訓，顧及員工的身、心健康發展亦是不容忽視，
因為我們深信只有充足的訓練，加上高昂的士氣，團隊才能迎難
而上，成就各項「不可能的任務」。明年便是我們的金禧慶典，
承先啟後，繼往開來！ CTBus	 一如既往，「以客為尊	安全
惠民」！

企業地址	:
香港新界葵涌貨櫃碼頭 88 號
永得利廣場一期 2612 室

企業網站	:
https://www.ctbus.com.hk

企業電話	:
2323 1999

企業電郵	:	
online@ctbus.com.hk                                           

成立年份	:
1973 年



以客為尊 安全惠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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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佳中小企業獎最佳中小企業獎最佳中小企業獎

緻創家居有限公司
	提名人：胡智聰

緻創家居有限公司	E	 i	Home	Limited	由一群熱情的人所組成的團
隊，藉由破壞性創新的產品，致力於提升每個人的生活。	

我們的產品是為提升效能的中小型企業所設計，榮獲	ISO	
9001:2015	品質管理系統證書，更是集美觀、安全、多功能的
新加坡品牌 Eubiq 專利電力軌道的獨家總經銷商，以提升每個人
的生活質素，貼身與大家分享優質生活的設備，優化產品，佈置
更完美舒適的居住環境。

團隊亦不忘貢獻社會，積極參與不同社區服務，如香港綠色素食
扶輪、粵港澳大灣區青年協會。	

E	i	Home	Limited	建造絕佳的產品來解決您的企業及家居問題。

企業地址	:
葵興葵昌路 1-7 號禎昌工業大廈 B
座 3 樓 B23-B25 室

企業網站	:
https://eihome.com.hk

企業電話	:
3619 0601 / 6256 7728

企業電郵	:	
info@eihome.com.hk                                               

成立年份	:
2018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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濤寶創意文化工作室有限公司
	提名人：黃敏兒

我們是一個將企業夢想實現的夢工場，自 2017 年成立以來為不少
企業度身訂做宣傳策劃方案。我們相信無論大小企業，都該擁有
自己獨特的品牌故事。我們為客戶構思別出心裁點子，透過公關
及活動企劃呈現，把品牌帶至全港、內地及東南亞地區。

我們為客戶提供活動策劃及製作，我們擁有籌辦各類型及大小
規模的活動。活動類型包括:	周年晚會、新聞發佈會、產品發佈會、
嘉年華、頒獎禮、就職禮、運動會、演唱會、展覽等。

此外，我們提供全面公關管理服務，包括媒體邀請及管理、藝人
及知名人士安排，為客戶制定及選擇最有效的渠道推廣品牌訊息，
創造引領巿場潮流話題。除了線下活動，結合線上活動及社交
媒體威力，我們能夠為客戶打造品牌故事，建立忠實顧客群，
讓品牌影響力轉化成營收。

近年我們致力發展商善共融理念，我們相信商業及慈善能夠並行。
一項推廣活動能夠成功協助品牌提升價值及知名度，亦可由此
幫助慈善及社福機構，令社會上的弱勢社群及有需要人士，從
各種宣傳策劃方案中得到受惠，達至多贏局面。我們會將此理念
繼續發展至可持續概念，讓更多人受惠。

企業地址：

九龍佐敦上海街 80 號
華海廣場 21 樓 01 室

企業網站：
https://www.evermind.asia

企業電話：
2116 1978 

企業電郵：
carmen@evermind.asia

成立年份	:
2017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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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滿臨珠寶集團有限公司
	提名人：羅谷如

	
福滿臨珠寶集團有限公司于 1994 年成立，在香港東區柴灣一個
不足 150 尺地方創立了福滿臨珠寶金行，絕對是百分百香港土生
土長品牌，至今屹立香港二十八年，更成為香港自家品牌少有的
實體連銷店，靠誠信、真誠、口碑專業服務每位元尊貴客戶，現
集團在香港擁有 8 個銷售點，其中有些店鋪更是自設物業，用來
來鞏固集團根基，長遠發展。	

集團擁有一群專業管理人材全心全力醉心經營各類主流珠寶產品及
包括新式黃金工藝產品、A級天然翡翠飾品、寶石系列、GIA 證書
高級鑽石首飾，集團採用垂直式管理生產，直接採購原材料到自己
廠房生產，集團相信這樣可以做到嚴格監控，能達到品質保證、
價廉物美大眾化價錢售給廣大顧客，真正做到香港人的珠寶店，
集團更為客人提供「一對一」設計，獨一無二的鑲嵌珠寶首飾，
進而深受大眾歡迎。此外，我們的營運代表均受過專業珠寶知識培
訓，能夠滿足每位顧客提供優質專業寶貴意見	。我們的採購員會
定期嚴選最優質及時尚珠寶，集團深知道優質產品是品牌靈魂
所在，才確保將最好的送到客人手上，並以誠懇親切的服務態度以
客為先提供優質專業的服務，為每位客人承諾做「禮。應當如此」。

福滿臨珠寶集團過往曾奪得多個獎項，包括「2015 年星級優秀品
牌大獎」、「	2014 年最佳中小企業獎」和連續 10 年榮獲香港旅遊
發展局認可的優質商戶等等。但我們不會自滿，並繼續力求改進。
福滿臨珠寶感謝廣大客人多年支援和信任，但隨著時代的改變，
我們即將全力開拓網媒體市場方向發展，希望大家一如既往支持
我們，期待將會更多顧客認識到我們「禮。應當如此」服務精神。

企業地址	:
觀塘海濱道 151-153 號
產生行中心 13 樓 1306 室

企業網站	:
www.fookmoonlam.com

企業電話	:
2897 8722

企業電郵	:	
admin@fookmoonlam.com.hk                                                

成立年份	:
1994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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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貨運控股有限公司
	提名人：林汛玲

 

FreightAmigo	
FreightAmigo	=	物流科技	(FreighTech)	+	金融科技	(FinTech)	

以科技貿易更輕鬆	

FreightAmigo 是亞洲一站式供應鏈金融平台的先驅，以高質量
的 PaaS（平台即服務）模式提供全方位的供應鏈金融解決方案，
無界限連接全球托運人、金融機構、保險公司和物流服務提供商
等。	利用大數據分析、人工智能運算、API 對接等技術，將國際
貨運搜價流程由以往的 168 小時縮短至少於 3分鐘，加快您在供應
鏈中的物流，信息流和現金流，助中小企客戶提升競爭力，讓貿易
更輕鬆！	

一個平台，從貨運報價比較到管理	

由寄文件、包裹、到一整個貨櫃 ,	可以透過 FreightAmigo 平台
1-CLICK 比較及預訂國際快遞、空運、海運、鐵路及貨車的門到門
貨運方案。平台亦支援一站式安排報關、貨運及出口信用保險、
貿易融資。下單後，平台的自動化運單、追蹤標籤和商業發票等
貨運文件服務可以助中小企客戶減省文件處理時間，並提供 24x7
推送實時更新貨運狀態的服務。	

節省人手及成本之餘，享受更可靠完善的供應鏈管理服務	

目前FreightAmigo平台已經連接全球300多家航空公司和船公司，
提供超過 250 個國家及地區的貨運安排，每季度處理過百萬個的
搜價查詢，減少80%搜價查詢成本，協助企業提升98%的生產力。
透過貨運流程數碼化，可減省 85%耗電、減少超過 99%二氧化碳
排放，助中小企客戶輕鬆實踐 ESG策略。	

企業地址	:
九龍塘達之路 72 號
創新中心 506 室

企業網站	:
www.freightamigo.com

企業電話	:
2812 1686

企業電郵	:	
marketing@freightamigo.com                                               

成立年份	:
2017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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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科光纖有限公司
	提名人：余家榮

高科光纖有限公司	(www.go4fiber.com)	於 2000	年成立，植根於
香港，為電訊及數據通訊接駁提供解決方案，更是亞洲首家
網上光纖通信商城。在過去 20 多年，我們協助用戶把光纖網絡從	
10Mbps	發展到	800Gbps，把移動網絡從	2G	發展到	5G。

我們的工程師團隊憑藉多年豐富經驗，在光纖安裝、熔接、測試、
驗收和調試服務等領域為客戶提供專業建議。另外，我們是少數在
本港設置光纖線生產工場的公司，可以在本港生產客制化的光纖
產品，幫助客戶解決與網絡相關的突發及應急等問題。

過去多年，	我們引入多樣化創新網絡解決方案，	例如衛星網絡
模擬器、汽車以太網測試系統、無人機偵測方案、	實時頻譜測試、
Cyber	Security 和區塊鏈解決方案，為迎接Web	3.0	做好準備。
我們也提供互補的	Solutions	as	a	Services	（SaaS）服務，令
客戶可以選用到世界最頂尖的網絡設備和服務，以提高效率和提升
生產力性能，並達到國際同業標準。

在培育人才及科研方面，多年來我們一直與各大專院校合作，
提供最先進的技術及設備用於培訓及研究。另外，今年本公司
十分榮幸能再次協助香港代表隊出戰十月在京都舉辦的世界技能
大賽	(WorldSkills	Competition	2022)，希望香港隊可以為港爭光，
凱旋歸來。

本年度能榮獲最佳中小企業獎，	公司上下員工均感十分榮幸。
高科光纖有限公司全體同仁會繼續努力，抱著勇於創新、樂觀進取
的精神，繼續為香港科技發展出一分綿力。

企業地址	:
觀塘開源道 55 號開聯中心
B 座 8 樓 807 室

企業電話	:
2414 2894

企業電郵	:	
sales_group@go4fiber.com                                              

成立年份	:
2000 年



領先科技伙伴，昂然迎向未來!  

5G & Wi-Fi 6/6E 系統安全
Network Security

環境、社會和治理 
ESG Solutions

高速以太網
High-speed Ethernet

物聯網 IoT
定位導航
Positioning & Navigation

網絡安全
Cyber Security

智能汽車
Automotive

UV-C 防疫方案
UV-C Disinfection

光纖通訊 
Fiber Communication

數據中心
Data Center

雲和虛擬化
Cloud & Vitual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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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地址	:
香港新界火炭坳背灣街 57-59 號
利達工業中心 8 樓 808 室

企業網站	:
www.jlockhk.com

企業電話	:
3845 5600

企業電郵	:	
admin@jlockhk.com                                             

成立年份	:
2017 年

廸    智能居有限公司
	提名人：胡智聰

 

•	 多年電子門鎖經驗，能為客戶提供專業的安防解決方案。

•	 飛利浦智能鎖港澳區唯一總代理，產品服務領先全行。

•	 擁有全港最大的電子門鎖安裝團隊，安裝提供優秀的客戶服務
及 365/24 緊急服務熱線。

•	 一站式服務包括接單，送貨，安裝，讓客戶隨時查詢到訂單
情況，並不需購買後自行帶走 6-8 公斤的門鎖。

•	 代分銷商存倉服務，可滿足分銷商的倉庫不足問題。

•	 為香港市場設計專用的門鎖配件，迎合所有可能性。

•	 引進品牌不同新類別智能產品，讓全港進入智能家居生活。

•	 與不同大企業合作，拓展公司不同領域的可能性。

•	 不同類型的推廣活動，觸及不同方位的潛在客戶。

•	 發佈相關產品的資料，讓客人購買前後了解更多。

•	 重視內部溝通，了解個人特性發揮其專長，讓工作事半工倍。

•	 重視員工身心健康，提供工作以外的福利。

•	 重視工作環境的氣氛，提高員工間的融洽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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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昌環保顧問有限公司 
	提名人：林汛玲

 

同昌環保顧問有限公司於 1995 年創立。到現時已成功完成超
過 200 個項目。同昌環保以生化科技為主導，綜合世界各地大
中小型城市污水 / 工業廢水處理技術及經驗，提供專業污水顧問
服務包括工程技術指導及產品研究開發、生化污水處理工藝流程
設計、提供安裝、測試、管理以及日常營運等，致力保護及協助
提高海港水域水質，持續參與改善污水處理設施項目，及發展優
質再造水資源，協助中國香港污水處理達到綠色及可持續發展
目標。

企業地址	:
荃灣海盛路 9 號有線
電視大樓 38 樓 10 室

企業電話	:
2612 2817

企業電郵	:	
maggie@ekignsford.com / 
kel@ekingsford.com                                                

成立年份	:
1995 年 



KINGSFORD ENVIRONMENTAL 
同昌環保 
Consultancy Engineering and Contrac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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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vironmental Consultancy Services 
! Wastewater	Treatment	Systems	
! Air/Noise	Pollution	Control	Systems	
! Environmental	Impact	Assessment	
! Environmental	Auditing	&	Monitoring	
!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System	
 

Wastewater Treatment Engineering Services 
! Turnkey	Services	for	Plant	Design,	

Installation	Testing	&	Commissioning	
! Retrofit	&	Upgrade	of	Existing	Facilities	
! Plant	Operation	&	Maintenance	
! Equipment	Supply	

₋ Variable-Speed	Surface	Skimming	
Decanter	

₋ PLC	Control	Systems	
₋ Aeration	Systems	

Suite 3810, Cable TV Tower, 9 Hoi Shing Road, 
Tsuen Wan, N.T. Hong Kong 

香港荃灣海盛路 9號有線電視大廈 3810室 
Tel: (852) 2612 2817       Fax: (852) 2614 7012 

E-mail: kel@ekingsford.com 

環環保保顧顧問問服服務務  
• 廢水處理系統 
• 空氣/噪音污染控制系統 
• 環境影響評估 
• 環境審核和監測 
• 環境管理系統 

 
廢廢水水處處理理工工程程服服務務  
• 系統設計、安裝、起動測試全套服務 
• 改良現有裝置 
• 廢水廠日常運作及保養 
• 設備供應 

" 可變速撇水器 
" 電腦程式控制系統 
" 曝氣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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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策專業商務有限公司
	提名人：Jeffrey	Lam	Kin	fung

國內是否有業務發展

2017 年 7 月在深圳前海自貿區設立一家港澳獨資企業	-	名策專業
商務 ( 深圳 ) 有限公司，為國內、國外及港澳客戶提供專業企業、
會計及稅務等服務。名策專業商務 ( 深圳 ) 有限公司是深圳外商
投資企業協會及廣東省總會計師協會副會長單位。

企業特色 / 優點

名策是一家扎根於香港的領先企業服務提供商。業務提供定制的
公司註冊、會計服務、稅務服務、企業管理、流程管理、上市諮詢、
人力資源和支薪服務，以及信託和授信等服務。名策持有香港
公司註冊處發出的信託及公司服務提供者牌照，香港執業特許
稅務師事務所，名策旗下機構有名策會計師事務所有公司、名策
專業商務 ( 深圳 ) 有限公司及持有新加坡公司服務代理牌照之名策
專業商務私人有限公司。

在 2021 年 1 月，國家稅務總局深圳稅務局發布了關於《港澳涉稅
人士在中國 ( 廣東 ) 自由貿易試驗區區深圳前海蛇口片區執業管理
暫行辦法》。名策與一家國內稅務師事務所合資成立全國第三家
深港聯營所 -	名策高頓稅務師事務所 ( 深圳 ) 有限公司，為客戶
提供專業的境內、外稅務服務，並作出更深入的發展。

名策是 XERO 雲端會計系統的專業合作夥伴和認可顧問，同時也
是香港稅務學會特許稅務師	(Chartered	Tax	Adviser)	認可僱主、
澳洲會計師公會	(CPA	Australia)	全球認可僱主夥伴及國際會計師
公會	(Association	of	International	Accountants)	認可僱主。

企業地址	:
香港上環文咸東街 78 號
華東商業大廈三樓

企業網站	:
www.lioncglobal.com

企業電話	:
3749 3948

企業電郵	:	
info@lionhk.com                                               

成立年份	:
2012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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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鵬科技開發有限公司 
	提名人：黃敏兒

 

南鵬科技成立於 1990 年代初期，始於香港。初期核心業務主要為
大型企業設計及提供音響設備，同時處理智能控制系統應用開發
及分銷	。於中國主要城市 --- 北京、上海、深圳、成都和廈門亦
設立辦事處，以確保產品在所有地區都享有高質量售前或售後
服務。

近年將業務範疇整頓為Commercial,	Cinema,	Education 及 Smart	
Living。

Commercial 協助各類型企業提升影音系統，幫助各行各業發展。

Cinema 提供影音器材銷售及設計，為顧客提供高品質影音設備。

Education 為學校設計及提升影音系統，例如，禮堂，操場，多用
途室等，讀書時間佔據童年大部份時間，透過提升校園影音器材
及系統，從而提升師生在校的生活體驗，別具意義。

Smart	Living 是近年一個非常熱門的話題及需求，為企業及家居
提供智能系統。

南鵬科技希望透過影音及智能系統，令人類生活有更好體驗和
享受。我們利用專業的影音知識，為不同客戶設計專屬的影音
系統。創辦人一直秉承以人為本，將心比心，用家利益優先的
精神服務大眾，同時成為南鵬科技的價值觀。

南鵬科技一向主張「適才適所」，發掘願意投身影音行業的人材
加以栽培，回饋社會。

展望未來不同界別的人士或團體都可接觸到專業影音產品，透過
影音及智能系統提升大眾生活體驗和享受。

企業地址	:
九龍灣宏照道 11 號 A 座
室寶隆中心 9 樓 903 室 

企業網站	:
www.nanpeng-tech.com.hk

企業電話	:
3104 3010

企業電郵	:	
contact.hk@nanpeng-tech.com

成立年份	:
199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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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sy Sky Employee 
Engagement Agency

	提名人：林汛玲				

Rosy	Sky	Employee	Engagement	Agency 是全港首間專注發展
Employee	Engagement 及 Employee	Experience	(EX) 的 企 業。
Rosy	Sky 的核心理念是「Reimagine	Your	Corporate	Culture」，
透 過 四 大 主 要 業 務， 包 括：1)	Employee	Communications	
Strategies；2)	Event	Management	and	Production；3)	 Internal	
Engagement	Initiatives；4)	Learning	&	Development，協助企業
重新想像及定位企業文化。

自 2016 年創立以來，Rosy	Sky 擅長於細節著手，打破固有思維模
式，以 Edutainment	（Education	+	Entertainment）和體驗式旅
程為核心藍本，替客戶度身策劃實體、虛擬或混合式形式（Hybrid）
的活動，打造不一樣的頒獎典禮、週年宴會、大型商務會議、團體
培訓、商務午餐會、專題分享會、發佈會、影片製作、本地或海外
獎勵旅遊等活動。	同時亦為企業設計年度性的內部員工活動，
包括節日派對、親子日、運動日等，讓員工在每一個重要時刻，
都能對公司產生共鳴感及記憶點，提升歸屬感及生產力。

除了獨具匠心的 Employee	Experience 設計方案外，Rosy	Sky
更具備卓越執行力及嚴謹品質管理，因此贏得眾多國際知名
奢侈品牌及跨國企業的喜愛跟信任，包括Christian	Dior、Gucci、
Bulgari、Bottega	Veneta、Salvatore	Ferragamo、Pandora、
Swarovski、L'Oréal、Shiseido、Medtronic、Nestlé、CSL	
Behring、Danone	Nutricia	 (ELN	HK)	、AIA、HSBC、PayPal、
China	Mobile	International、HKTV、JOS、JLL、Towngas 等等，
至今受服務的僱員超過 5萬人，致力協助他們提升職場心理安全
感，從而鞏固企業文化，提升工作表現及吸納人才，增強企業競
爭力。

Rosy	Sky 深明「員工是企業最寶貴資產」的道理，故此不斷在香
港推動Employee	Engagement的發展，在可持續發展目標	(SDGs)	
中「目標 8：體面工作和經濟增長」出一分力，協助企業投放資源
關愛員工，因而獲得 SDG企業大獎，以彰表揚。

Rosy	Sky 期望將 Employee	Engagement 這種管理模式推廣至
香港每一間企業，令每一位員工都能夠感受企業對其關愛跟重視，
達至相互理解，攜手打造一個更美好的工作環境。

企業地址	:
A5, 10/F, TML Tower, 3 Hoi Shing 
Road, Tsuen Wan

企業網站	:
www.rosysky.com.hk

企業電話	:
3421 0320 / 2110 0206

企業電郵	:	
enquiry@rosysky.com.hk                                     

成立年份	:
2016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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啟智媒體有限公司 
	提名人：林汛玲

 

Round	Media 啟智媒體有限公司於 2017 年成立，是全球專業廣告
及數碼營銷中介，業務遍佈本地、國內及馬來西亞，客戶包括多間
國際知名品牌、國內外公司、非牟利機構及政府部門。我們致力
幫助不同行業度身打造網上營銷方案，建立、重塑、鞏固品牌形象，
進一步創造品牌價值，與客戶同行，締造成功之路。

深耕細作多年，我們獲得各項成績及獎項，包括 JCI	TOYP	2021	
設計伙伴、「友商有良	2019」嘉許、Facebook	Marketing	Partner	
及	Google	Partner 等專業認證，印證我們強韌的實力。

【全方位多元服務 滿足市場需要】

Round	Media 實事求是，通過制定一站式、創新、專業的策劃，
力求全方位優化客戶所有類型的營銷活動。

•	數碼轉型（Digital	Transformation）
•	網上行銷（Digital	Advertising）
•	設計製作（Design	&	Production）
•	活動策劃（Event	Management）

【線上到線下營銷一條龍】

Round	Media 為不同行業提供一站式專業網上行銷方案，另外亦
擴展服務，全面覆蓋線上到線下營銷活動，讓品牌更有效率擴闊
客戶、擴大曝光率、提升市場上的競爭力。

【疫市下因時制宜 彈性推出套餐任選服務】

在疫市下，市場客戶業務難免受到影響，除了以往一次過簽訂長期
合約，我們亦突破傳統框架，就各項方案推出點餐式服務套餐，
網上和實體行銷活動細項一一包含，例如設計、投放廣告、活動
人手物流安排等，彈性配合客戶實際所需，同時彌補市場上的
缺口，希望於艱難時刻和客戶同行，優化及擴展業務。

【鼓勵年輕新活力 跳出框架新思維】

Round	Media 積極培育年輕新一代，與多間大專院校合作，為
學生提供工作實習機會，將行內知識傳承，亦與年輕人互相交流，
務求激發出新火花。同時，公司注重深化團隊精神，實踐「Work	
Life	Balance」的概念，尊重員工的想法與工作節奏，體貼員工
所需。

企業地址	:
九龍牛頭角觀塘道 342-344 號
泉源工業大廈 7/F A3 室

企業網站	:
www.roundmediaint.com

企業電話	:
3106 0658  

企業電郵	:	
marketing@roundmediaint.com                                              

成立年份	:
2017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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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美(立信)建材有限公司 
	提名人：鄭蕾

	
三美 ( 立信 ) 建材有限公司致力搜羅設計精美、價格相宜、品質
優良的建材。無論家居或商業空間，都輕易散發出獨特的品味與
風格。由 1999 年起，憑著良好的服務及合理的價格，於工程及
室內設計公司行內建立優良口碑，更於 2020 年起開設元朗及灣仔
分店！

經營 23 年 ,	累積的經驗令我們在激烈同業的競爭中脫穎而出。
建立品牌的良好形象，一改外界對建材行業守舊的印象。除投放
電視、車身廣告之外，更活躍於社交媒體，與大眾更緊密接觸，
令客戶留下深刻印象。

優質的客戶服務是我們的優點之一，由顧客走入店舖開始，我們
都熱心了解客人的需要，提供專業意見，配搭、選材及新產品的
介紹。完善的售後服務，如有安裝問題或損壞，我們都認真跟進。

除了磁磚，我們更引水磨石，木門，石塑板等多元化產品。其中
包括有自家設計款式，獨家代理的產品，打造難以取代的獨特性。

分店遍佈港九新界，引入更多產品類型及款式，令客戶不需遊走
多間店舖都可以買到心水貨品。與廠商保持良好溝通，做好品質
與價格控制，自設運輸團隊，確保產品安全及準時送到，令客戶
更安心！

企業地址	:
Shop J-L, G/F Lucky Horse Ind'L 
Bldg, 64 Tong Mi Rd, Mong Kok, 
KLN

企業網站	:
www.tilestorehk.com

企業電話	:
2114 3344

企業電郵	:	
tilestorehk@gmail.com                                     

成立年份	:
1999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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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暉貿易有限公司 
	提名人：林汛玲

日暉貿易有限公司主要零售東南亞食品雜貨，在香港開設 13 間
門市。我們售賣不同的東南亞食品及特色品牌、參與工展會、
展銷市集等。公司自置寫字樓、同系公司	( 永豐興業有限公司 )	
經營批發業務、自置貨倉及自設車隊，發揮協同效應，提升服務
質素，降低成本及價格，透過先進的管理系統提升客戶的滿意度。

我們積極推行公司文化	-	「以心為本」的經營及「利他精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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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滿足顧客需要，
為他們提供最好。

日暉貿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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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亦積極參與推廣香港與
印尼商貿的協作活動。

企業地址	:
香港銅鑼灣糖街 15-23 號
銅鑼灣中心 16 樓 1603 室

企業電話	:
3622 2768

企業電郵	:	
admin@suryahk.com                                      

成立年份	:
2015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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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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味棧從研發產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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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企業電郵	:	
info@yum.com.hk                                  

成立年份	:
2001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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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想科技有限公司 
	提名人：林汛玲

成立於 2019 年 8 月，Pantheon	Lab	Limited	是一間香港科技初創
企業，亦是香港科學園「科技培育計劃」的培育公司之一。

我們致力把深度學習的技術應用到不同範疇及行業之上，為我們
客戶提供更多元化、更智能的資源解決方案。與此同時我們亦
不斷發展一個獨一無二且可持續發展的生態系統。

以深度學習為基礎 
致力完善內容合成技術
創建獨有虛擬生態

公司成員

現有軟件、人工智能、研發團隊等。同時持續地擴大團隊，積極
招攬各方人材。

重點項目

adsly.ai,	AIVO.AI,	AIDOL	Studio

業務亮點

專有核心技術，致力創建獨有虛擬生態
專業團隊，深入了解核心技術
緊貼市場需要，為客戶提供多元化「軟件即服務」（SaaS)
具前瞻性，率先研究元宇宙技術
有效並可持續發展的營運模式及營銷策略
人工智能及深度學習市場發展潛力無限、商機處處

企業地址	:
新界白石角香港科學園科技
大道西 19 號 19W 大樓
9 樓 947 室 

企業網站	:
www.pantheonlab.ai

企業電郵	:	
info@pantheonlab.ai                                  

成立年份	:
2019 年 



56

鵬程中小企青年創意創業獎鵬程中小企青年創意創業獎

2022

鵬程中小企青年創意創業獎

DIREACH (H.K.) LIMITED
	提名人：林汛玲

DIREACH	創立於 2020	年，專注於銷售流動數碼產品配件，包括
音響、流動電源、充電器、線材及無線紫外線消毒盒等產品，並以
「用家為先」為設計理念，使產品既貼心及實用。DIREACH	產品
已進駐多間本港、中國內地及澳門的大型線上及 / 或線下商舖，
銷售網絡更遍佈全球20個國家及地區，滿足不同層面的客戶所需。

DIREACH	 已連續兩年榮獲 e-zone	「e	 世代品牌大獎	2020 及
2021」、亞洲商業創意內容平台	Business	Innovator	《2020 年度
卓越創新企業大獎》最佳消毒配件品牌、電訊盈科 PCCW	及黃頁	
Yel low	 Pages	《星級優秀品牌大獎 2021》及	GS1「貼心
企業	2020-2021」殊榮等多個獎項。DIREACH	亦於 2021 年 12 月
獲《Hong	Kong	Business	Magazine》頒發	「Designed	in	Hong	
Kong	Awards」大獎。這些獎項不但肯定了DIREACH	在品牌設計
的理念，也表揚了我們在經營品牌時的努力與用心。

DIREACH 會繼續努力以貼心又創新的理念，為消費者帶來新的
選擇，成為最受歡迎電子消毒產品及流動數碼產品配件品牌之一。

社會責任

面對新冠疫情，DIREACH肩負社會責任，推行「同心抗疫」活動，
派遣義工到訪社福機構，捐贈由 SGS 權威認證的消毒盒及銀離子
抗菌充電線。

作為電子品牌，我們積極推動環保工作，以環保物料包裝產品，
所有產品都符合 RoHS 合規標準，有效減少對人體的負面影響和
保護生態環境。我們也參與了環保署的「充電池回收計劃」，鼓勵
用戶回收電池。

另外，DIREACH 與 Stripe 付款公司合作，客人在網店消費後，
DIREACH會捐獻	1%	的收入，支持減低大氣中的二氧化碳排放。

未來，DIREACH 將會繼續致力於履行社會責任，踴躍參與各類
公益活動，關愛社會，為持續發展的目標而努力。

企業地址	:
香港上環干諾道西 28 號
威勝商業大廈 21 樓 12 室 

企業網站	:
www.direach.com.hk

企業電話	:
3467 1911 / 6429 9064

企業電郵	:	
sales01@direach.com.hk                                           

成立年份	:
202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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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上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提名人 :	林汛玲

川上生物科技公司成立於 2018 年，是香港首間以昆蟲”黑水虻”
來轉化廚餘的環保企業。我們不斷與工商界、政府合作，為食品廠、
餐廳、商場、企業回收、處理廚餘 ,並以加工後的廚餘養殖黑水虻。
以廚餘為食的黑水虻，可以將廚餘的養分轉化成自身的營養，消化
廚餘期間，可以迅速減少廚餘的水份和體積，而且不會產生有害的
污染物、臭味，同時減少本應送去堆填區的廢物量，減輕了香港
垃圾堆填區的壓力。

黑水虻含有豐富的蛋白質和優質的脂肪，可作為不同動物的高營養
飼料，特別是魚類、豬、雞、爬蟲類。虻蟲飼料是相較魚粉、魚油、
肉類蛋白而言，更健康的蛋白質和脂肪來源，不但能促進發育，
同時改善腸道健康、增強免疫力、減少患上腹瀉、心血管疾病、
傳染病，而且不含抗生素、病原體。

黑水虻進食後排洩的蟲糞是非常好的農作物肥料，蟲糞沒有臭味，
不含病原體，富含植物所需的氮、磷、鉀 , 能促進植物健康成長、
長葉、生根、開花結果。虻蟲的蟲皮含有甲殼素，加進蟲糞肥料中，
可以令肥料兼具抗菌、防害蟲的效果，有效抑制蒼蠅滋生。蟲糞
肥料中含有大量有機質和益生菌，能有效改善土壤的質素，中和
泥土酸性，增加土壤的團粒結構，從而加強土壤的鎖水性、透氣性，
防止土壤結塊。

蟲塑廚餘新出路，重建永續食物鏈

企業地址	:
上水缸瓦甫

企業網站	:
efb.com.hk

企業電話	:
5361 2847

企業電郵	:	
contact@efb.com.hk                                               

成立年份	:
2018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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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訊科技有限公司
	提名人：NG	Ka	Chun

火訊科技有限公司在提供人工智能物聯網系統方面處於領先地位。
我們的旗艦火災警報監控系統火訊可監控建築物 / 設施的火災
警報，並通過智能手機向用戶提供實時警報，並提供完整的火災
警報詳細信息。

我們相信，數字化和採用我們的創新技術可以確保消防安全系統和
設備更加有效、可靠和可持續。

火災致死，早期火災預警可以挽救生命。

火災威脅的早期預警使人們有足夠的時間撤離房屋並尋求幫助至關
重要。與傳統的現場火災報警系統不同，火訊是一個基於雲的智能
火災報警監控系統，可通過手機向所有用戶實時發送火災報警
通知。火訊為消防員提供火災事件的	360	度智能，提供火災事件
詳細信息，例如火災警報設備狀態、火災全球定位系統位置、平面
圖和設備詳細信息。消防員可以在他們的移動設備上以交互方式
獲取實時火災信息，並與他們的同齡人協調他們最好的滅火行動。

讓我們幫助消防員來幫助我們。
企業地址 :	
香港數碼港道 100 號數碼港 3 座
F 區 5 樓企業發展中心 15 室

企業網站 :	
https://www.firealert.com.hk

企業電話 :	
3166 3938

企業電郵 :		
cs@firealert.com.hk

成立年份 :	
2021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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篋敲擊樂團
	提名人：胡智聰

意大利敲擊樂大賽首名華人冠軍 Gip	Chan	陳永業。畢業後創立
篋敲擊樂團	Gip	Percussion	Ensemble	現為全港最活躍敲擊樂團。
GPE 為唯一榮獲創意創業大賞之敲擊樂團；Coray	Percussion	
Artist	和	Asia	Pacific	Percussion	Society	香港區代表。青年委員會
成員入讀海內外－包括	波士頓大學／香港演藝／中大／浸大／
港大／教大／中央音樂學院等頂尖學府。

樂團是由一群	16-36 歲的人組成，透過策展和演奏敲擊樂藝術
活動，從而訓練自己、貢獻社會的青年領袖培訓藝團。樂團致力
推動香港敲擊樂發展，為本地光芒初綻的年青音樂家提供更多演奏
機會，同時亦為香港樂界提供更多元化之表演活動。

Coray	Percussion（安達敲擊樂器）為 GPE 旗下品牌。其設計
理念隨亞太地區演奏者需求打造，願景透過大眾價格高質樂器
能讓全民享受敲擊藝術，雅俗共賞。於 2021 年獲得香港青年發展
委員創業基金，準備進駐大灣區，致力拓展東盟及亞太市場。品牌
近年獲多所主流海內外敲擊樂機構選用，包括西澳洲大學馬林巴
藝術節、菲律賓 PAS打擊樂協會、亞太敲擊樂薈等。

企業地址	:
香港葵涌葵豐街 1-5 號
葵芳盈業大廈 B 座 1620 室

企業網站	:
www.gippercussion.com

企業電話	:
2889 6362

企業電郵	:	
GCpercussionHK@gmail.com                                           

成立年份	:
2017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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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心仔有限公司
	提名人：WONG	KAI	YIN

現時的網紅 (KOL) 行銷過於依賴經紀人或廣告中介本身對於市場
上網紅 (KOL) 及相關資訊的了解，在配對 KOL 給商家時，廣告
中介相當依賴他們的經驗及判決，而市面上有成千上萬的不同
種類的 KOL，他們的粉絲群也各有不同，只依賴行內人自身經驗
去配對廣告品牌與 KOL 未免過於落伍及欠準確，亦導致市面上
絕多 KOL 行銷活動成效其實並未最佳化。

Look4kol 獨創大數據 KOL 分析，為廣告行銷活動從成千上萬個
KOL 中計算出最適合的 KOL，並透過多達 5000 萬數據的資料庫
分析出 KOL 粉絲群和將要推廣商品的潛在興趣，讓廣告資金一擊
即中！

企業地址	:
新界白石角香港科學園 19W 大樓 
9 樓 940 號

企業網站	:
www.look4kol.com

企業電郵	:	
team@look4kol.com                                                

成立年份	:
2019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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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意世紀科技有限公司
	提名人：Jennifer	Lee

Innocorn	Technology 是一間數碼港的公司，	由一群對電腦程式
設計的愛好者創立—專注研發人工智能、語言識別和機器人解決
方案方面的專家。我們研發團隊的成員經驗豐富，範疇包括︰智
能家居、機器人、人臉識別、模式識別、骨骼檢測、人工神經網絡、
語言識別、人工智能和機器學習。

我們的人工智能解決方案，在過往兩年曾獲多個獎項，例如零售
科技大獎、金融科技大獎、HK	Tech	300 等

現時的人工智能顧客服務大多僅專注於語音相關支援，我們的創
新人工智能大使則旨在改變常規，引入動畫化角色，伴隨表情及
手勢，以加入人性化元素到虛擬協助範疇，旨在為使用者提供人
性化的虛擬協助服務。藉著人性化的加入，我們希望提供更全面
的客戶服務解決方案，以取代以往的人工客服，並可根據內容，

應用於不同行業的線上線下商務形式，包括購物中心、零售店、
餐廳、咖啡館、電信、銀行、酒店、政府、教育等。

對客戶的好處：

•	數碼化客戶支援	-	投入人工智能
•	客戶體驗	-	靈活切換
•	收入增長	-	多功能顧客服務對話機器人
•	推廣代理	-	全面發展

企業地址	:
銅鑼灣軒尼詩道 489 號
銅鑼灣廣場一期 22 樓 2202 室

企業網站	:
www.innocorn.com

企業電話	:
9888 6745

企業電郵	:	
info@innocorn.com                                           

成立年份	:
2019 年 



62

鵬程中小企青年創意創業獎鵬程中小企青年創意創業獎

2022

鵬程中小企青年創意創業獎

INNOVATIVE DIGITAL 
HEALTH LTD.

	提名人：林汛玲

Gofever 高燒屬於本地一站式醫療資訊及購物平台，提倡以娛樂
輕鬆方式為市民提供最新及最貼地的醫療資訊，並為大眾搜羅
全球熱賣的多元化保健及家居用品，以致力打破大眾對醫療健康
守舊、沉悶的一貫印象，重塑有趣鮮明的健康醫療平台，為你
打造屬於你的健康人生。

我們團隊由本港專科醫生、數碼科技專家以及社交媒體營銷專家
主理，結合醫療及數碼科技技術，讓醫療業界主動走進市場，
積極創造及推動本港的智慧醫療發展。

另外，我們團隊致力透過 SEO 搜尋引擎優化、數碼內容及網站
分析工具增加網站流量，分析消費者的行為及興趣，以達到醫療
資訊及服務操作數據化。我們亦設有全港齊全的醫生、診所及
醫院搜尋器，加強消費者及醫療業界互動，建立一個屬於你與
我的智能醫療生活。

企業地址	:
鰂魚涌海澤街 28 號
東港中心 7/F, 796-707 室

企業網站	:
www.GoFever.com.hk 

企業電話	:
9686 9656

企業電郵	:	
cs@gofever.com.hk

成立年份	:
2019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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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新進領有限公司
	提名人：林汛玲

創新進領有限公司是香港城市大學的子公司，我們致力研發用於
獸醫學診斷的智能影像轉換技術。我們的 AI 染色	雲端介面相比
傳統的染色方法更為快捷。傳統的診斷方法需時一天或更長時間，
但我們的程式則可以將這過程縮短至數分鐘甚或更快。一些沒有
設備去完成傳統染色診斷的獸醫實驗室也能使用我們的技術去做
相等的診斷。

根據估算，全球貓狗的淋巴瘤市場值每年高達５０００萬港元，
而且數值也因為愈來愈多人飼養寵物而有上升的趨勢。我們的
目標市場也逐漸擴大。

我們創新進領有限公司除了研發獸醫學上的技術介面外，也在
致力研發用於人類病理學上的技術。我們獲得大學及不同合作
機構超過五百萬港元的資助，包括香港城市大學、香港創新科技
署、民政事務局、香港科學園及香港數碼港。

企業地址	:
ROOM 20, BLOCK D, FLOOR 8, 
MAI TAK INDUSTRIAL BUILDING, 
221 WAI YIP STREET, 
KWUN TONG, KOWLOON

企業網站	:
www.ai-stain.com.hk 

企業電話	:
5182 0578

企業電郵	:	
support@ai-stain.com.hk

成立年份	:
2019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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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地址	:
No.15 5/F, Lin Wai Building 
13 - 15 Hillier Street, Sheung Wan, 
Hong Kong

企業網站	:
jdclab.com

企業電話	:
2544 8492 / 6939 8327

企業電郵	:	
jdclab@jdclab.com

成立年份	:
2019 年 

創飾(香港)有限公司
	提名人：邱斌

願景：

打造跨國高級珠寶市場的線上交易平台。

使命：

用技術革新驅動整個傳統高級珠寶行業，輕鬆連接全球高級珠寶
的買賣家．

定位：

讓買賣家們意識到，通過使用我們以下的兩個核心系統，能夠為
他們提供更廣泛的產品選擇和全球商機：

1) 按需系統：

此系統使買家能夠對他們所追求的高級珠寶（鑽石、寶石、珍珠、
純貴金屬、維修首飾），向市場上的賣家提交訂單。買家使用
系統中的預定表格，提交首飾資料，例如寶石類型、首飾的參考
圖片或視頻、購買預算、金屬類型、文字描述等等。

然後，該資料將通過我們的人工智能配對技術，從手機程式和電子
郵件立即發送給我們的賣家。如果賣家有所需的珠寶產品，他們
會在我們的平台上提供他們的產品資料。此資料將通過我們的電
子郵件和手機程式發回給買家。最後，買家可以透過我們的	JDC	
聊天系統（類似	WhatsApp	的系統）聯繫這些賣家並繼續討論並
完成付款。

通過這種方式，買家不僅可以非常便捷地收到眾多賣家提供的
產品選擇，而且賣家還可以接收到來自不同狀況、地點、文化和
時間的買家的訂單，一舉兩得。

2) 多供應商市場系統：

此系統是一個網上交易市場平台，使珠寶賣家能夠以具有成本
效益的方式建立擁有實用功能的網上商店，並進行珠寶成品、
定制珠寶以及珠寶拍賣銷售。此系統亦能為買家通過使用我們的
人工智能配對技術瀏覽以及購買各種類型的首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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諾達科技機械人有限公司 
	提名人：鄭蕾

諾達科技機械人有限公司於 2019 年成立，是移動機械人領域的
領導者，利用 AI、VSLAM、IOT、5G和自動駕駛技來克服最嚴峻
的機械人挑戰；	提供一站式機械人解決方案。

諾達科技機械人有限公司是智能和可持續生活的先驅推動者，
是 2021 年可持續發展目標企業獎的獲獎者之一。

企業地址	:
新界白石角科學園科技大道西 19 號
19W 大樓 10 樓 1065 室

企業網站	:
www.noveltebot.com

企業電話	:
6384 9399

企業電郵	:	
info@noveltebot.com                               

成立年份	:
2019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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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樂綠洲有限公司 
	提名人：林汛玲

Omusis 開發出全自助網上預約音樂室系統，用網絡平台作為連繫
現實中供求雙方的橋樑。設身處地，從本地客戶角度出發，全面
解決其音樂創作、教學、學習相關的難題，盡可能貼合不同老師和
學生的需要。並且配合共享概念，致力將三角琴、豎琴、專業器材
普及化，讓香港人不受住所空間束縛、不為家境局限達致三角琴
普及化。並且免費提供地方給予義教機構、弱勢社群和非牟利
機構，讓低收入家庭都可以彈三角琴，從而發掘學生的演奏天份與
音樂潛能，培養出更多年輕演奏人才。

Omusis	Academy 結合線上學習與實體課堂，開創獨一無二的鋼琴
教學方式。超過 300 個學生在世界各地報讀線上鋼琴課程，自己
編制的由 0-5 級程度的鋼琴教材，提供清晰學習藍圖，為不同學生
找回音樂的興趣。現舉辦香港老師音樂協會，聯繫不同的音樂老師
交流教學心得。致力提升整個香港音樂教學業界的水平，並以推廣
音樂教育及本地音樂文化為使命，解決本地音樂空間分散的問題，
為行業開拓嶄新發展路向。

企業地址	:
Suite 4002A, 40/F, Tower 1
Lippo Centre, 89 Queensway, 
Admiralty

企業網站	:
www.omusis.com

企業電話	:
9259 8818

企業電郵	:	
info@omusis.com

成立年份	:
202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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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IGHTPICK TECHNOLOGY 
LTD. 

	提名人：香港城市大學

RightPick 利用 AI 及演算法，從大學生及畢業生提供的一百萬個
數據點分析出最適合 DSE 學生的大學 JUPAS 學系。大部分學生
都將 95% 嘅力放在讀書，但從來沒有學生或教師會將相約的精力
放在揀科上。RightPick 希望學生們能透過平台了解自己，找到最
理想的人生路向。這一至兩年不斷收集大學生、362 學系、11 間
大學、各行業大數據。同時我們會使用 NLP 擷取招聘網站的關鍵
詞，以得到當下最新的職業需求和趨勢，再加上招聘公司的數據，
準確匹配用戶職業取向方面的屬性。亦會使用社交媒體分析 AI 對
用戶的長期行為數據進行分析，提高用戶數據的準確性。亦會
利用面部表情識別 AI，根據學生在填寫問卷時從相機捕獲的面部
表情圖像和感受來提高準確性。最終 RightPick 會根據用戶的
屬性和需求推薦 20 個最適合的 JUPAS 選擇。

企業地址	:
Room G, 10/F, Block 1, 
Tseung Kwan O Plaza, 
1 Tong Tak St, TKO, NT

企業網站	:
rightpickhk.com

企業電話	:
9131 6441                      

成立年份	:
202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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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意工程控股有限公司 
	提名人：Vincy	(Green	One	Lab)

Stemhub 是香港科學園公司，由一群教育從業者和電腦科學家
組成。	我們了解 STEM教育對年輕人的未來之影響力，我們希望
推動學校、教師、家長和學生能獲得最好的	STEM	教育。我們渴望
通過先進的數碼科技推廣 STEM學習和教學。我們的主要使命是為
世界各地的學生提供最好的	STEM	互動教育平台。

我們研發了一套“車聯網	(IoV)”教育平台，這是一個創新、富
互動性和具協作空間的一站式 STEM	教育平台，供學生和學校在
智能城市的模擬設置中了解	STEM	與車聯網	(IoV)。目前市場上還
沒有一個操作簡單的合教學平台能結合 STEM教育和	IoV，讓學生
可以輕鬆掌握智能城市與	IoV 之間的互動及其概念。學生將透過
我們的平台、智能城市的豐富部件及 IoV 創建日常生活中的城市及
各路面狀況，讓學習內容與生活接軌。

我們在香港設立了 STEM 教育中心教授 STEM 課程，學生已
開始透過 STEMHUB	IoV 教學平台和學習工具套裝學習 STEM。
我們不但為學校及 NGO提供 STEM	onsite 課程，我們更會配合
STEMHUB	IoV 教學平台和不同產品舉辦 STEM工作坊。各使用者
和家長都對我們的產品及平台很滿意，均認為產品及平台能有效
模擬出智能城市與車 IoV，深化學生對未來智能城市及 IoV的了解。
產品及平台也能有效協助教師將智能城市呈現於學生眼前。

企業地址	:
香港科學園 , 科技大道西 19 號 
19W 大樓 6 樓 661 室

企業網站	:
www.stemhub.com

企業電話	:
6673 3887

企業電郵	:	
info@stemhub.com

成立年份	:
2019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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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地址	:
香港九龍長沙灣永康街 9 號 
28 樓全層

企業網站	:
https://sdmc.com.hk

企業電話	:
3110 8262

成立年份	:
2016 年 

香港數碼市場策劃有限公司 
	提名人：林汛玲

SDMC 是一間全方位數碼行銷科技公司，透過洞察數碼市場大
數據、剖析搜尋引擎資訊及行業用戶行為，為各行各業公司提供
以目標為本、度身訂造、可持續最佳化的網上營銷方案。

作為一間著重績效的數碼營銷公司，我們善用超過 30 種行銷
科技，透過分析用戶行為數據，創造更精準的投放與更有效的
互動，並持續監察營銷活動效能，協助客戶達成營銷目標。

我們網上宣傳服務範圍全面，過往與香港金融發展局、科學園、
順豐快遞、多間大學及過百間企業合作，更成為 HKTDC	認可
服務供應商及	Google	Partner。

為幫助客戶擴展數碼市場及提升品牌形象，我們度身訂造一站式
網上營銷策劃方案服務，包括：科技解決方案、搜尋引擎優化、
社交媒體管理及優化、數碼媒體廣告、素人宣傳、線上線下解決
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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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信知識產權有限公司 
	提名人：黃敏兒

TMCR	是一所專營知識產權的公司，其理念是「以信待人，不信
思信」，以誠實守信的態度對待每一位客戶，致力為客戶提供高效
而優質的全球商標註冊服務、版權保護及管理、專利申請等等，
協助他們保障、管理其知識產權財產，免於承擔被侵權的風險。
為了確保我們公司的客戶充分了解他們的品牌保護，我們會事先
安排會議以了解公司的更多細節。除了客戶現有的服務或產品外，
我們還會建議客戶申請在未來將涉及的服務或產品類別，全面保障
其業務發展，並增加他們對知識產權的認識，了解其背後的潛力，
專注發展業務。

我們擁有超過十多年經驗的知識產權及法律顧問，成員在國際知識
產權實務方面具有豐富的學識和經驗，並以專業知識及豐富經驗
成為橋樑，持續累積並建立龐大的合作夥伴網絡，為客戶提供多
方面的知識產權服務意見，甚至因應他們的需要介紹相關合作
夥伴，務求與客戶建立長遠良好合作關係，陪伴客戶一般成長。

我司曾為各行各業的客戶提供服務，包括 Coffee	Lam 林芊妤、
四喜 Say	Hey 四喜麵包西餅、異度空間工作室、ZEPPELIN	HOT	
DOG	SHOP 等。我們曾為協助「見字飲水」的品牌持有人進行
香港商標註冊，以及侵權索償，成功於 8 個月內取得超過 30 萬
港元賠償。

此外，有別於一般的傳統知識產權公司，我們除了實行公司無紙化
外，還建立了公司雲端系統，隨時隨地為企業提供知識產權訊息
查詢。即使在工作時間以外，客戶仍然可以通過Whatsapp 與我們
的顧問取得聯繫，以獲得最快速、最可靠的跟進。此外，從提交
文件到完成申請，所有程序都可以在線進行，讓服務體驗更順暢
省時，快捷方便。

企業地址	:
香港九龍長沙灣長裕街 8 號
億京廣場 25 樓 2505 室

企業網站	:
www.tmcr-ip.com

企業電話	:
3188 4726 

企業電郵	:	
IP@tmcr-ip.com

成立年份	:
2019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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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地址	:
香港沙田白石角香港科學園
19W 6 樓 621

企業網站	:
vetrackr.com

企業電話	:
5648 2341

成立年份	:
2020 年 

綽駕有限公司 
	提名人：蕭國煒

綽駕	(VeTrackr)	是一家金融科技初創公司，現為香港科學園網動
科技培育計劃之培育公司、香港人工智能及數據實驗室（HKAI	
LAB）成員公司，並獲香港城市大學	HK	Tech	300	天使基金投資。
綽駕亦是「第十屆中國創新創業大賽港澳台賽」新一代電子信息
產業初創企業組總決賽六強之一。

綽駕旨在利用遠端訊息處理系統收集汽車資料，透過區塊鏈技術將
資料儲存並利用人工智能加以分析。綽駕希望通過完善汽車保費及
風險評估，為汽車保險增值，並使汽車保險公司、財務機構、車隊
管理人以及汽車行業的其他持份者受惠。

綽駕首要持份者是汽車保險公司，為保險公司挑選好客戶，經人工
智能分析的數據會與保險公司共用，用於核保過程，降低承保
風險。

此外，綽駕也為財務機構更好地監控按揭中的車輛，對該些車輛的
運行和司機的收入進行數據分析，並通過數據驅動的警報為財務
機構降低違約風險；也同時為汽車出租平台及車隊管理人監控司機
的駕駛行為，從而獲得更好的保險方案及降低租出車輛予魯莽司機
的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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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盟國際發展有限公司
	提名人：林汛玲

現今的 B2B 銷售模式仍然非常傳統，例如電話營銷、展覽、渠道
合作等，而且要擴大規模絕非易事。WeExpand	的使命是協助
中小企業通過社交內容分享連接更多實體的銷售人員，並通過更
具成本效益的方式助中小企業擴建更大規模的銷售聯盟，增加
銷售機會，創建一個徹底改變	B2B	銷售生態系統的虛擬銷售
平台。

客戶只需要利用現有的通訊應用程序，例如	WhatsApp、微信、
Facebook/IG	等分享在平台上自動生成的產品網址鏈結即可。
只要分享越多，連接的虛擬銷售人員就越多，就像建立一支銷售
聯盟軍隊來銷售你的產品一樣。隨著虛擬銷售聯盟網絡的擴大，
我們將能夠為客戶構建大數據，幫助他們查詢和了解更多的行業
情報，從而製定更好的銷售策略，幫助中小企業創造更多的銷售
機會。除此之外，我們的功能還包括但不限於：與銷售人員私信，
零成本交替銷售人員，與銷售人員處理銷售訂單和佣金等。

有研究估計未來全球各地對虛擬銷售需求將增加，這是因為虛擬
銷售的彈性極高，應用層面非常廣泛，無論任何行業和背景，
銷售人員只需根據其人際網絡便可創造銷售機會，大大增加成本
效益。在疫後經濟和工作新常態下，數碼化轉型和社交銷售對
提升企業市場競爭力更趨重要。

企業地址	:
香港科技園 19W 大樓 9 樓 913 室

企業網站	:
www.WeExpand.co

企業電話	:
9354 1069

企業電郵	:	
raymond.mak@weexpand.co                                 

成立年份	:
2019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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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國寶(香港)有限公司
獲獎年份：2006	-	2022

始創於 1982 年的德國寶，憑優質德國進口即熱式電熱水器建立
口碑，40 年來不斷推陳出新，產品種類涵蓋熱水器、煮食及生活
電器、廚櫃、現成傢俬及訂製傢俬等。德國寶多年來一直秉承
「創新時尚、節能環保、優質安全、貼心易用」的理念，為顧客
打造「衣食住行」全方位優質生活。

德國寶現於香港設有多間一站式陳列中心，並在粵港澳大灣區
擁逾千個銷售點，包括電器連鎖店和百貨公司等。而佔地面積達
27,000 呎的德國寶全新 Lifestyle	Flagship	Store 已於去年年末
進駐香港黃金地段銅鑼灣 Fashion	Walk，為全港最大型的一站式
家電、家品、傢俬、廚櫃體驗店，更特設 Happy	Kitchen	Cafe，
是一家大細的食、買、玩好去處。

在拓展 B2B 業務方面，德國寶亦不遺餘力，特別推出商用專業
電磁爐系列，囊括中西式廚房設備，並設太陽能發電系統及符合
食環署空清設備規格的專業空氣淨化系統，為食肆、地產發展商
等提供一站式傢俬、廚櫃、電器及空氣淨化方案，將產品線進一
步拓展至商業項目層面。

德國寶把握先機，自 2015 年起全力發展 O2O 業務，進駐
Alibaba、Lazada、天貓、京東等多個國際電商平台，配合航空及
郵輪購物平台，為全港首個線上線下、「上天下海」的時尚電器
傢俬品牌。而自新冠疫情爆發後，德國寶緊貼疫情新常態，於
社交平台推出自家製直播節目《呢度我煮場》及烹飪節目《民以
食為天》、《揀飲擇食》等，與顧客分享家電知識及烹飪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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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22

中小企做生意的需要，是恒生商業銀行發展的重點。恒生從中小企
用家角度出發，運用以人為本的設計及技術，令中小企由開戶、
營運、到貸款都可以更快更方便。專業的服務團隊與客戶保持緊
密的連繫，為中小企提供最適切的服務。

恒生商業銀行於去年推出超過	250	項的數碼創新及功能提升
服務，包括網上開戶、新客戶網上開立商務卡服務，以及網上
貸款申請平台，客戶毋須再到銀行分行親身簽署文件，真正做到
全網上開戶，申請商務卡及貸款。而網上貸款申請平台，更可三
分鐘知道原則性批核結果，令中小企的擴展大計更能心中有數，
把握經濟復甦的商機。

恒生亦推出了多項數碼營商方案，包括全港首創的手機入票服務、
全方位電子收款方案、虛擬卡服務，希望於每個營運細節，提升
生意營運效率，迸發營商力。

除了數碼配套方便中小企營商，恒生亦重視線下的實體支援渠道，
恒生龐大的分行網絡及專為商業客戶服務的商務理財中心，
其中尖沙咀及觀塘商務理財中心更設櫃位服務，讓客戶兼得數碼
便利及實體銀行服務全面支援。

恒生今年能連續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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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恒生會繼續與中小企並肩，支持
中小企提升營運效益，迸發營商力，生意 Level	Up ！

借定唔借？還得到先好借！
* 服務受條款及細則約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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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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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上海滙豐銀行有限公司 
	獲獎年份：2006	-	2022	

滙豐一直致力與客戶建立長遠關係，積極支持企業蓬勃發展、促進
經濟繁榮。中小企業是香港經濟的命脈，而滙豐作為香港中小企業
的主要銀行夥伴之一，為客戶提供適切的支援和創新方案，幫助
企業應對挑戰、加快轉型，以把握新機遇。滙豐連續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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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業務的領先地位獲得各界肯定。
	
支持中小企面對不同的營商挑戰
在疫情下，滙豐明白各行各業的中小企面對更多不同的營商挑戰，
而滙豐作為香港中小企的好拍檔，定必竭盡所能，提供全面的營商
支援。自 2020 年 2 月起，滙豐已安排很多不同針對疫情的支援，
涉及總共超過3,300億港元的貸款金額，助中小企重拾增長動力。
除此之外，為方便中小企適應新常態，即使在家工作，足不出戶，
也可以透過滙豐數碼平台—滙豐商務「網上理財」及流動應用
程式，處理各種商業理財營運，包括：遙距開戶、跟進款項狀況、
進行支付及外幣交易，以至管理薪資等。在面對疫情，滙豐從未
停步，致力為中小企提供全面並更適切的支援。
	
助香港中小企把握大灣區新機遇
滙豐一直致力助商界連繫大灣區的發展機遇，透過滙豐於大灣區
的完善網絡及專業團隊，以及適切、創新的商業理財方案，可以
全面支持客戶在區內的業務需要。為配合區內與日俱增的跨境
支付需求，滙豐已全面提升由廣東省到香港的支付服務速度，
匯款指示最快可於兩分鐘內完成。另外，滙豐亦設立大灣區專責
服務團隊，通過專屬熱線以及線上聊天功能，即時解答客戶對
大灣區產品及服務的查詢，以及跨境銀行服務相關問題。

展望未來，滙豐將繼續以客為本，不斷提升服務，全方位配合
中小企所需，助他們在新常態下提升競爭力，致力成為中小企
最佳營商夥伴。

提示：「借定唔借？還得到先好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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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22

VTC 培育新世代專才  助中小企提升競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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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為約 20 萬名學生提供全面的職前和在職訓練，
為各行各業培育具備專業知識與技能的人才。

VTC與業界緊密協作，並提供多元化的職業專才教育課程，緊貼行
業發展需要。自 2014 年起與政府及業界合作，推出 VTC	Earn	&	
Learn 職學計劃，結合有系統的課堂學習和在職訓練，為對人力需
求殷切的行業培育技能專才，並在政府支持下於 2019/20 學年起將
計劃恆常化，同時推出職場學評計劃，鼓勵僱主為學員提供有系
統的職場學習評核，以提升培訓成效。而為進一步配合行業發展，
VTC 由 2021/22 學年起為中三以上程度學生推出職專文憑—職學
計劃，為不同志趣的年輕人提供更靈活的升學出路。

此外，VTC亦為在職人士提供各類專業及持續進修課程，鼓勵中小
企僱員終身學習，提升專業技能，以增強企業競爭力。今年，VTC
開辦首個達香港資歷架構第五級的「大師級專業文憑」課程，為
升降機及自動梯技術人員提供職業進階路徑，持續發展。

VTC 屬下二十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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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企業的人力策劃和培訓策略，提供具價值的
參考。此外，VTC 設有網上「職業資料庫」，包羅香港五百多項主
要職業的資訊，助學生及在職人士規劃進修途徑和事業發展。VTC
亦透過不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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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強與內地及大灣區的
聯繫，培育更多實幹專才，支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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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立年份	:
1982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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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生產力促進局
	獲獎年份：2006	-	2022

關於香港生產力促進局	

香港生產力促進局（生產力局）是於 1967 年成立的法定機構，
專業技術和知識涵蓋多個不同範疇，致力以世界級的先進技術和
創新服務，驅動香港企業提升卓越生產力。生產力局作為科技
創新、應用科技和價值創造的賦能者及促進者，利用工業 4.0 和
企業 4.0，加速香港再工業化發展；同時致力發展智能及綠色生活
應用技術，全面促進香港成為國際創新科技中心及智慧城市。	

如欲了解更多詳情，請瀏覽生產力局網頁：www.hkpc.org。

About HKPC 

The	Hong	 Kong	 Productivity	 Council	 (HKPC)	 is	 a	multi-
disciplinary	organisation	established	by	 statute	 in	1967,	 to	
promote	productivity	excellence	through	relentless	drive	of	world-
class	advanced	technologies	and	 innovative	service	offerings	
to	support	Hong	Kong	enterprises.	Being	a	key	enabler	and	
catalyst	of	 innovation,	applied	 technology	and	value	creation,	
HKPC	 facilitates	Hong	Kong’s	 reindustrialisation	empowered	
by	Industry	4.0	and	Enterprise	4.0,	as	well	as	to	develop	smart	
and	green	 living	applications	 for	bolstering	Hong	Kong	as	an	
international	innovation	and	technology	hub	and	a	smart	city.

For	more	information,	please	visit	HKPC‘s	website:	
www.hkpc.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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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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銀行(香港)有限公司
	獲獎年份：2008	-	2022

中國銀行（香港）有限公司（「中銀香港」）堅持可持續高質量
發展理念，發揮作為香港主要商業銀行集團的優勢，持續深耕
香港市場，緊抓大灣區發展機遇，並積極拓展東南亞業務，致力
為客戶提供全面、專業及優質的服務。踏入智慧銀行新紀元，
我們致力以創新科技提升客戶體驗，為其提供智能化產品和服務，
打造以客戶為中心的數字銀行，助力中小企應對營商新常態。

支持中小企 攜手應對挑戰

•	加大抗疫防疫金融服務支持力度，包括投入港幣 500 億元信貸
資源，支持中小企應對疫情。

•	全力配合及支持特區政府「中小企融資擔保計劃」及其他支援
計劃，為中小企提供資金周轉便利。

•	積極參與香港金融管理局「商業數據通」試行計劃，運用商業
數據簡化中貸款申請及審批流程，為中小企提供更便捷及合適
的貸款及金融服務方案。

推動科技創新　助中小企數碼營商

中銀香港提供穩妥便捷的線上金融服務，包括 iGTB	NET 及 iGTB	
MOBILE 企業電子銀行服務、BoC	Bill 綜合收款服務、免費供企業
使用的	ERP	雲服務—雲會計、以及線上貸款申請等，協助中小企
更便捷獲得營運資金及便利數碼營商。

夥伴同行 助力中小企開拓商機

中銀香港致力發揮集團優勢，持續推進區域內的協同化發展，
針對客戶跨境財務需要制定全面的銀行服務方案，並積極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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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宣揚綠色及可持續發展

中銀香港積極開展多項綠色金融服務，包括綠色貸款、存款、
債券、顧問等多元化產品和服務，鼓勵和協助企業向綠色及可
持續發展轉型，共建綠色未來。

企業地址	:
香港花園道 1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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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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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竭誠為香港、內地，
以及世界其他主要市場的客戶，提供全面的批發銀行、個人銀行、
財富管理及投資服務。

東亞銀行擁有龐大的服務網絡，於全球共有約 150 個網點，包括
於香港設有 53 間分行、45 間顯卓理財中心和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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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開設分行為客戶服務，目前為內地網絡最龐大的外資銀行之一，
網點遍佈內地約 38 個城市。

東亞銀行透過一系列紓困措施，致力為中小企客戶提供切合其
需要的銀行服務，應對不斷變化的營商環境及 2019 冠狀病毒疫情
帶來前所未有的挑戰，以減輕他們面對的營運壓力。

東亞銀行憑藉豐富的營商經驗，深明企業客戶所需，提供多項靈活
及度身設計的理財產品及服務，重點發展綠色及可持續金融，
協助客戶提升能源效益、建立可持續發展供應鏈和使用更多可
再生能源。此外，我們亦致力創新，提高電子銀行和智能數碼
服務效能，協助中小企業優化營運管理，增強市場競爭力。加上
在內地强大的分行網絡，實行跨境聯動，協助企業轉型。

有賴業界的支持，東亞銀行連續 15 年獲獎，深感榮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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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企業電郵	:	
LEPB@hkbea.com

成立年份	:
1918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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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理工大學
獲獎年份：2006,	2008	-	2022

追求卓越科研  造福社會大眾
香港理工大學秉持「啟迪思維，成就未來」的教研承諾，精益求精，
不斷邁進。理大的研究人員不但致力推動前沿領域的跨學科研究
項目，更銳意促進知識轉移，務使研發成果能轉化為可應用的
方案，以協助工商業界發展。理大也矢志成為在眾多學科領域均
領先的大學，從而為世界帶來正面的影響。

理大致力從事跨學科協作研究，以創新科研開拓知識領域，應對
全球所面對的挑戰，促進社會發展。理大成立了一個中央研究平
台 - 香港理工大學高等研究院 (PAIR)，藉此推動跨學科研究與
創新、技術轉移，以及與世界頂級機構的協作。此外，理大亦積
極鼓勵創新創業及培育科技初創，針對初創從孵化、加速以至強
化等各個發展階段，提供多元化的培育和支持，當中包括種子基
金、師友計劃、培訓和創業培育資源等。理大更與業界的策略夥
伴合作，進一步加強香港創科發展。

在二零二零至二一年度，理大知識轉移及創業處為本地及海外機
構，包括中小企、私營機構、非政府組織及政府部門等，簽訂逾
三百四十四個顧問項目，超過二百四十七個全球合作夥伴，並與
業界簽訂逾二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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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累計超過一千零八十個
理大研究項目已獲批專利。

理大的科研與知識轉移文化，一直支持學者進行影響深遠的研究，
並將成果轉化為應用方案，改善社會，提高公眾安全和生活質素。
土地測量及地理資訊學系研究團隊研發出城市樹木智能監察系統，
運用人工智能及智能感測技術，配合地理資訊系統來監測樹木的
傾斜情況，有助避免因樹木傾倒而對公眾釀成危險。目前遙距傳
感器已被安裝於全港約八千棵樹木的樹幹底部。另外，理大工業
及系統工程學系獲水務署委聘，研究利用管道檢測機械人在管道
內執行檢查工作的可行性。研究包括利用機械人、傳感器、掃瞄
和成像，以及人工智能等先進技術評估管道狀況，從而減少密閉
型勞動工程及道路開挖工程，降低對交通和公眾的滋擾。此外，
紡織及服裝學系、應用物理學系和生物醫學工程學系等跨學科研
究人員開發了名為「液態金屬纖維氈」的嶄新可拉展導電材料，
其透氣度高、極具彈性且導電性能良好，可廣泛應用於健康監測
設備、軟體機械人，以及貼在皮膚上的電子裝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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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852) 3400 2759

企業電郵	:	
info.kteo@polyu.edu.hk

員工人數：
5,033 人

成立年份	:
1937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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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註冊處
	獲獎年份：2009	-	2022	

公司註冊處主要負責實施及執行《公司條例》與相關規例的規定，
為本地及非香港公司辦理註冊；登記公司交付的法定文件；並為
公眾提供查閱公司資料的服務。本處亦負責處理放債人的牌照
申請，並備存放債人登記冊以供公眾查閱。本處同時亦是信託及
公司服務提供者的發牌機構，執行發牌制度及規管信託及公司服務
提供者。

本處一向致力提供高效率和優質的服務，提升香港的營商環境，
達致方便營商的目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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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 2020
年 10 月起，以電子形式註冊公司所須繳付的費用已扣減 10%。
中小企也可透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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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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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企業電郵：
crenq@cr.gov.hk

成立年份	:
在 1993 年 8 月 1 日成立
為營運基金部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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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電力有限公司
	獲獎年份：2009,	2011	-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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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機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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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0	萬人口提供高度可靠的電力供應及
優質的客戶服務。

中華電力與香港一同成長，同行 120 年，一直配合社會經濟發展
需要，為香港注入源源動力。中華電力的使命是為巿民提供安全
可靠、環保，及價格合理的電力服務，並且致力達致長遠減碳的
目標，為未來帶來更藍的天空。

中華電力一向是商業客戶的最佳能源夥伴，早於 2012 年已成立
中小企客戶諮詢委員會，旨在與業界攜手推動中小企參與節能減
排，不時為業界舉辦節能環保講座及參觀活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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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數據專家」服務，並為中小企設立商業
客戶中心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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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為中
小企客戶提供創優增值服務包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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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型冠狀病毒疫情影響各行各業，尤其對中小企帶來嚴重的衝擊。
為帶動消費，中華電力今年撥款超過 8,000 萬港元，首次推出
中電消費券計劃，於年初向接近 80 萬個家庭，每戶派發 100 港元
消費券，希望為各行各業注入經濟動力，同時資助弱勢社群，
令香港整體社會受惠。	

展望未來，我們將一如既往，開發及展示嶄新的節能技術及措施，
協助工商各界改變用電習慣，節省營運開支，攜手共創更綠色的
香港。	

企業地址	:
九龍紅磡海逸道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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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61 人

成立年份	:
1901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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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展銀行(香港)有限公司
	獲獎年份：2009	-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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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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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全力支援佔全港企業 98%的中小企，星展香港推出的「This	 is	
DBS	digibanking」，讓中小企以領先智能、無形的數碼科技，
靈活拓展更具營運彈性及恢復能力的業務。有別於一般傳統繁瑣、
長達一個月並需多次前往分行的開戶流程，中小企利用創新解決
方案，最快三個工作天內，以完全數碼化形式開立商業賬戶、
網上申請無抵押貸款，更可利用個人化單一螢幕的專屬版面，
輕鬆掌握企業所需的資源及服務，讓中小企隨時隨地拓展營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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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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商業銀行
	獲獎年份：2011	-	2022	

上海商業銀行植根香港超過 70 年，是本地知名的華資銀行，持續
在企業、中小型企業（「中小企」）和高資產淨值客戶市場上建立
及保持優勢。

上海商業銀行本著「服務社會」宗旨及「處處為您着想」的服務
理念，致力提供多元化產品和服務以滿足客戶各種需要，包括
貸款、存款、貿易融資、匯款、證券交易、投資和財富管理、
人壽及一般保險產品、財資產品、外幣兌換、信用卡、環球理財
服務、網上銀行及流動銀行服務，網點遍及香港、中國內地、
美國及英國等地。更與國內的上海銀行和台灣的上海商業儲蓄
銀行組成策略聯盟超過二十年，共同創建「三地上銀，一心為您」
品牌形象，全球網點超過 400 個，為客戶提供一站式、兩岸三地
的銀行服務。

上海商業銀行了解客戶面對新常態的需求，緊貼改變的步伐，
積極拓展服務範圍、優化業務經營模式及推動銀行業務數碼化，
讓客戶透過我們高效的線上及線下渠道，既可親身亦可在網上
享用專屬且方便快捷的銀行服務。在數碼轉型進程上，我們推出
全新「上商企業理財」（“Shacom	Business”）手機應用程式，
讓企業及中小企客戶可隨時隨地享受更簡單、流暢及安全的數碼
商業理財體驗。

上海商業銀行繼續專心經營地區性銀行服務，與大部分客戶往來
超過數十載，透過專屬銀行服務鞏固客戶關係，積極與中小企
連繫，用心「聆聽、了解、支持」，為客戶提供度身訂做的解決
方案，增值創富，成為它們成功路上的拍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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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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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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電燈有限公司 
	獲獎年份：2011	-	2022

港燈服務香港超過 130 年，一直為香港島及南丫島客戶提供安全、
高度可靠而價格合理的電力服務。港燈供電的可靠度於 2020 年達至
99.9999%以上，客戶非計劃停電時間每年平均少於 0.5 分鐘。

港燈不斷追求卓越，秉承「以誠待客、服務為先」的信念，持續為中小
企灌注動力。中小企一直是香港經濟的重要支柱，港燈十分重視與中小
企客戶保持良好的關係和溝通，並致力以專業和積極的態度為他們設計
最合適的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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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燈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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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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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提供由變
壓器供電	200	安培或以下的電力裝置的迅速查核供電容量服務。中小企
亦可享用預檢服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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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港燈為業界編印「接駁電力供應指南」（第七版），以收錄
最新的客戶服務資訊及界面裝置要求，協助客戶及電業承辦商預備電力
裝置，以便獲得電力供應。

中小企客戶可利用港燈於 2021 年推出的「查詢申請進度」服務，於網
上隨時查詢有關供電及各類賬戶事宜的最新申請批核狀況。此外，全新
的「港燈應用程式」（HK	Electric	App）	亦有助中小企客戶輕鬆管理電
力賬戶。客戶登記「網上通」服務後，可於應用程式內查閱過去 12	個
月的電費、電費單及繳費紀錄，更可預設每當新一期賬單發出時收到通
知提示查閱。配合智能電表系統，已經更換智能電表的港燈客戶更可透
過應用程式了解自己的詳細用電模式，從而採取相應措施達至更有效的
能源管理。

港燈亦提供一系列「智惜用電服務」為中小企減低碳排放並節省能源支
出。當中「智惜用電能源審核」為中小企客戶提供免費能源審核服務，
協助他們尋找可節省能源的機會。此外，「節能共享資助計劃」及「節
能設備資助計劃」分別資助中小企客戶落實低碳生活／減碳項目，及更
換節能設備。

與此同時，港燈 2022 年再度派發「關懷有饍」飲食券，希望支援社會
上有需要人士的同時，也能協助提升中小企食肆的收入。港燈亦再度推
出「中小企食肆延交電費計劃」，所有位於港燈供電範圍的合資格中小
企餐飲食肆（包括普通食肆、小食食肆、燒味及鹵味店和烘製麵包餅食
店）可以申請將 2022 年 3月至 5	月的電費延期兩個月繳交。

我們樂於聽取客戶的意見，透過定期進行服務後意見調查，檢視我們的
服務水平。港燈將繼續提升服務質素，務求為中小企客戶提供便捷可靠、
貼心到位，甚至超越期望的優質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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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企業電郵：
mail@hkelectric.com 

員工人數：
約 1,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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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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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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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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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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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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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期至 2023 年 6 月底。	

另外，本計劃下的百分百擔保特惠貸款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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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家
合資格的借款企業最高貸款額為 27 個月的僱員薪金及租金的總
和，以 900 萬港元為上限。最長還款期為 10 年。申請期至 2023
年 6 月底。貸款年利率為港元最優惠利率減 2.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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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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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
年 5 月為 5.25%	，並隨時調整）計算貸款年利率（截至 2022 年 5 月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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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香港九龍偉業街180號
TWO HARBOUR SQUARE 
15樓

企業網站	:
www.hkmc.com.hk/sfgs

企業電話	:
2536 0392 (中小企融資擔保計劃熱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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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22	

香港出口信用保險局根據法例於 1966 年成立，透過為香港出口商
提供出口信用保險服務，保障出口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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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信保局獲香港
特別行政區政府保證承擔香港信保局根據保險合約所負的或有法律
責任。現時的法定最高負責額為 550 億元。

香港信保局一直與時並進，適時推出及延長多項支援措施，藉此
支持香港出口商，特別是中小企，讓他們在環球經濟不明朗及疫情
持續的情况下，繼續開拓商機。香港信保局於 6月再度延長「百分
百信用限額提升計劃」，提升保戶的買家信用限額一倍，至保戶
申請的金額或 1億元為上限。另外，香港信保局亦再度延長因中美
貿易磨擦及疫情推出的所有支援措施，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
以降低業界的貿易風險及營運開支。

除上述支援措施外，香港信保局亦於三月底以試行形式推出「出口
信用擔保計劃」，為期 12 個月，為保戶的出口融資提供最高七成
的信貸擔保，擔保額以 5,000 萬港元為上限，協助中小企更容易在
市場取得出口融資。

中小企一直是香港信保局重要的服務對象，於去年12月香港信保局
已推出加強版網上信用保險自助服務平台－「EC-Reach 中小企
信保網	2.0」，並增設網上「小營業額保單」及「自訂保額保單」。
「自訂保額保單」容許保戶自訂高達	80	萬港元的信用限額。而	100	
萬港元或以下的信用限額申請，若買家資料足夠，最快可於一日內
批核，為中小企提供更快捷方便、更具彈性的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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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立年份	:
1966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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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郵政 
	獲獎年份：2012	-	2022

香港郵政成立於 1841 年，於 1995 年轉以營運基金方式運作，
一向以客為本及配合市場需要而推出優質服務，致力提供可靠、
高效和貫通全球的郵政服務。

香港郵政為配合全球電子商貿市場的蓬勃發展，著力由傳統郵政
業務拓展至提供電子商貿業務的解決方案，並利用創新科技和向
多元化的業務發展，致力從寄取郵件、櫃位服務及郵件追蹤等多
方面提升顧客體驗。去年，香港郵政推出了針對電子商務市場而
設的本地郵遞服務	—「易寄取」服務。寄件人可在全港 120 間
郵局投寄，並選擇任何一間郵政局或超過 145 個智郵站作為領件
地點，無需提供收件人地址，更設有基本郵件追查功能，簡單靈
活。「易寄取」服務切合中小企電子商務的業務需要，簡便靈活
又實惠。

另外，我們亦提供「暢運」服務，結合郵政與優質國際物流公司
的優勢，以經濟實惠的價錢，提供國際派遞方案。此項服務分「暢
運」（快遞）及「暢運」（小包）兩類，適合商業客戶使用。「暢
運」（快遞）覆蓋歐洲、美國、澳洲及新西蘭，最快 4 個工作天
內送達歐洲，提供全程郵件追蹤服務，目的地設有專業團隊提供
商業清關服務，歐洲收件人可靈活自選派遞日期或領件地點。「暢
運」（小包）則覆蓋澳洲、新西蘭及歐洲地區，可投寄含鋰電池
的產品，並提供網上郵件追蹤服務。

香港中小型企業總商會連續十一年頒發「中小企業最佳拍檔獎」
予香港郵政，我們實在感到榮幸之至，此舉充分肯定我們對中小
企不遺餘力的支持及貢獻。期望來年繼續與香港中小型企業總商會
攜手合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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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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新銀行有限公司
	獲獎年份：2013	-	2022

大新銀行同行 75 載 持續優化數碼金融服務 
全方位支持中小企業發展

大新銀行植根香港	75	年，一直憑著「以人為本」的精神為客戶
提供優質銀行產品及服務，並不斷推動「同步　更進步」的品牌
理念，與香港、大灣區至更廣泛地區的客戶共同成長。憑藉多年
的銀行業務經驗及穩固基礎，大新銀行業務範疇覆蓋零售銀行、
私人銀行以至商業及企業銀行等專業服務。近年本行更積極投資
於銀行產品及服務數碼化，與香港智慧銀行發展和推動金融普及
的趨勢同步前進。	

本行企業網上銀行「DS-Direct」，提供先進和操作簡易的網上
平台、連接一籃子的企業銀行產品，為客戶提供全面現金及貿易
融資管理。客戶亦可啟用「DS-Direct」流動理財服務中的「生物
保安認證」( 包括指紋認證及 iPhone	Face	 ID) 或「專用密碼」
功能，無須額外攜帶實體保安編碼器，即可使用已登記的流動
裝置，登入「DS-Direct」服務，享受一站式、安全快捷的流動
理財服務。

此外，	為配合香港金融管理局制定的開放 API 框架第三階段，
客戶已可透過「DS-Direct」網上銀行與流動理財服務查詢、修改
及取消第三方服務供應商獲取賬戶資訊的授權，於安全環境下
支援銀行業界創新服務。

除了推動金融科技創新，本行亦積極參與政府牽頭的各項中小企
貸款保證計劃，全力配合政府及香港金融管理局支援中小企業的
措施，包括「預先批核還息不還本計劃」、	「暫緩追討欠租安排」，
期望為各中小企業提供適切的支援措施，緩減客戶資金週轉壓力，
與中小企「疫」境	同行。

企業地址	:
26/F, Dah Sing Financial 
Centre, 248 Queen’s Road East, 
Wanchai, Hong Kong

企業網站	:
www.dashing.com

企業電話	:
2507 8498

企業電郵：
CBDSupport@dahsing.com

成立年份	:
1947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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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建設銀行(亞洲)
股份有限公司 

	獲獎年份：2016	-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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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銀行服務平台。建行 (亞洲 )為客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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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一貫以客戶為中心的服務理念，致力為客戶提供一站
式優質的金融產品和服務，包括雙邊商業貸款、銀團貸款、項目
貸款、房地產開發貸款、貿易融資、商業房產按揭貸款、機器貸款、
外匯產品、企業財富管理、資金管理及存款服務。建行 ( 亞洲 )
同時充分發揮母行建設銀行龐大的網絡優勢，拓展人民幣跨境聯動
業務，包括內保外貸、信用證貼現、人民幣存款、匯款及兌換等
服務，亦積極利用金融科技針對客戶所需，提供優質服務，包括
企業網上開戶服務及中小企貸款方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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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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邦保險（國際）有限公司 
	獲獎年份：2018	-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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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今擁有接近 19,000 名財務策劃顧問 1	，以及
獨立理財顧問、經紀和銀行保險網絡。我們的團隊為超過	340	萬
客戶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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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休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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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 年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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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企業業務 )

成立年份	:
1931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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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邦銀行（香港）有限公司 
	獲獎年份：2019	-	2022

富邦銀行（香港）有限公司（「富邦銀行」）是富邦金融控股股
份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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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成為亞洲一流的金融機構」為發展
願景，擁有完整多元的金融服務平台。富邦銀行於香港透過	17	間
分行、3間中小企銀行服務中心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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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秉持富邦集團「正向」信念，富邦銀行一直以誠信穩健與專業創新
的服務理念，助客戶應對風險及把握投資機會，達成各項業務的
發展目標。縱使經濟挑戰持續，我們繼續透過提供全面的支援和
金融方案促進與中小企業的關係。於過去一年，本行先後於荃灣
分行、觀塘分行以及尖沙咀分行開設「中小企銀行服務中心」，
彰顯我們對中小企客戶予以支持的承諾，將多元的商業金融服務
延伸至社區。本行亦積極參與各項政府計劃，支援受疫情衝擊的
中小企客戶拓展業務。	

未來，本行將繼續強化產品功能及數位化平台，包括提升為企業
客戶提供的數位銀行服務平台「富邦商務網」，並同步開發線上企
業客戶開戶及中小企貸款申請，希望為中小企客戶提供更優質
貼心的銀行服務。我們亦將大力拓展中小企業務，致力吸納更多新
能源、飲食或與環保相關行業的中小企客戶。

鑑於綠色金融的需求日益增長，本行積極協助客戶業務轉型，實現
可持續兼具競爭力的營運模式。作為優質、可靠及值得信賴的銀行
夥伴，我們將繼續透過與富邦集團其他成員的緊密合作，竭力為
客戶提供全面且多元化的金融服務，協助他們把握粵港澳大灣區的
龐大商機拓展業務，繼續以正向力量，開創更多可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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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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世界設施管理有限公司 
	獲獎年份：2015,	2019	-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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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青年事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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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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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年廣場 7 樓 706 室

企業網站	:
http://www.nwfm.com.hk/

企業電話	:
3721 8888 

企業電郵	:	
info@youthsquare.hk

成立年份	:
2009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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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LUE INSURANCE 
LIMITED 

	獲獎年份：2020	-	2022		

Blue 於 2018 年 9 月成立，為香港首家網上人壽保險公司。Blue
由擁有豐富經驗的投資管理公司高瓴資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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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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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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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3550 9600

企業電郵	:
enquiry@blue.com.hk

成立年份	:
2018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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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XA安盛 
	獲獎年份：2021	-	2022		

AXA 安盛為 AXA 安盛集團之成員。AXA 安盛集團是全球領先的
保險公司，業務遍佈50個市場，以「致力守護，推動未來」的宗旨，
服務全球 9,500 萬名客戶。

作為業務多元化的保險公司，我們提供人壽、健康及一般保險的
全面保障及服務，目標是成為個人、企業及社區的全方位保險和
健康生活夥伴。

我們的核心服務承諾是透過積極聆聽客戶意見及利用科技和數碼
轉型，不斷創新產品和豐富客戶體驗。

AXA 安盛一直以為社區創造共享價值為己任，亦是首家在香港
和澳門透過不同產品與服務支援精神健康的保險公司。例如設於
Emma	by	AXA 流動應用程式內，全方位身心支援服務平台「AXA	
BetterMe」中的心靈加油站，不僅我們的客戶，甚至所有市民均可
享用其服務，以提升整個社區的精神健康。我們將繼續透過卓越
產品和社區投資來促進社會進步，支持其可持續發展。

AXA	Hong	Kong	and	Macau	 is	a	member	of	 the	AXA	Group,	a	
leading	global	 insurer	with	presence	 in	50	markets	and	serving	
95	million	customers	worldwide.	Our	purpose	is	to	act	for	human	
progress	by	protecting	what	matters.

As	one	of	the	most	diversified	insurers	offering	integrated	solutions	
across	Life,	Health	and	General	 Insurance,	our	goal	 is	 to	be	
the	 insurance	and	holistic	wellness	partner	 to	 the	 individuals,	
businesses	and	community	we	serve.

At	 the	core	of	our	service	commitment	 is	continuous	product	
innovation	 and	customer	 experience	 enrichment,	which	 is	
achieved	 through	 actively	 listening	 to	 our	 customers	 and	
leveraging	technology	and	digital	transformation.

We	embrace	our	responsibility	 to	be	a	force	for	good	to	create	
shared	value	 for	our	community.	We	are	proud	 to	be	 the	 first	
insurer	 in	Hong	Kong	and	Macau	to	address	the	important	need	
of	mental	health	 through	different	products	and	services.	For	
example,	 the	Mind	Charger	 function	on	our	holistic	wellness	
platform“AXA	BetterMe”,	which	 is	available	via	our	mobile	
app	Emma	by	AXA,	 is	open	 to	not	 just	our	customers,	but	 the	
community	at	 large.	We	will	continue	 to	 foster	social	progress	
through	our	product	offerings	and	community	 investment	 to	
support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Hong	Kong	and	Macau.

企業地址	:
香港黃竹坑黃竹坑道 38 號安盛匯 5 樓

企業網站	:
www.axa.com.hk

企業電話	:
2523 3061

企業電郵：
axa.direct.gi@axa.com.hk

成立年份：
Founded in early 19th centu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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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新保險(1976)有限公司 
	獲獎年份：2022		

守護您家  明白您心

大新保險（1976）有限公司（「大新保險」）獲香港保險業監管
局授權經營，憑藉完善的行業經驗及多元化保險產品，於香港
提供一般保險服務逾 40 年，實力雄厚。作為大新金融集團有限
公司（「大新金融集團」；港交所：0440）之全資附屬機構並
得到其全力支持，大新保險致力提供以客為本的優質服務，為個人
客戶和商業夥伴提供全方位保障方案。大新保險連續四年榮獲
國際評級機構	A.M.	Best	授予財務實力評級「A-」（優秀）及發行
人信用評級「a-」級別，兩項評級的展望均為穩定。

「守護您家，明白您心」。保險市場同經營環境不斷改變。無論
陰晴雨晦，大新保險始終如一。我們與香港中小企同行，為迎合
現今初創同營商模式，於 2022 年首季推出中小企綜合保險計劃
系列（包括「中小企商盈保」、「中小企易辦保」及「中小企盈店保」），
為各行業的中小企提供全方位一般保險方案。我們希望提供嶄新
保障體驗之餘，同時為推動本地中小型和初創業務發展出一分力。
此系列榮獲由新城財經台主辦的「大灣區保險業大獎 2022 香港
站	—	傑出商業保險獎」，反映產品的主要市場定位、產品策略、
市場反應及未來發展潛力備受肯定，亦印證大新保險對中小企
業務發展的支援及承諾獲業界認可。

企業地址	:
香港北角英皇道 510 號 
港運大廈 27 樓 2703 室

企業網站	:
www.dahsinginsurance.com

企業電話	:
2808 5000

企業電郵	:
dsi@dahsing.com

成立年份	:
1976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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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洲聯合財務有限公司 
	獲獎年份：2022

UA 亞洲聯合財務（UA）一直致力為客戶提供全面及多元化的
信貸服務，自 1993 年成立以來，本著「以客為尊」之服務理念，
一直與時並進，不斷創新領前，為不同背景及階層的客戶提供既
專業又靈活及最便捷的多元化信貸服務；截至 2020 年，UA 已
服務超過 570,000 位香港市民。這些年來，能夠獲得市場及廣大
客戶的認同及支持，絕對是對過去一直的堅持及努力之最大鼓勵。

「小商務貸款」 助中小企一臂

受新型冠狀病毒疫情及本地經濟放緩影響，UA 明白中小企客戶
面對前所未有挑戰，特意透過「小商務貸款」為中小企客戶提供
適切的貸款服務，令客戶有足夠資金從容應對當前環境所帶來的
營運壓力，協助客戶走出疫情困境，並創出輝煌的業務前景。

積極科技創新 優化信貸服務

UA 亦不斷投資於數碼創新及服務提升，持續將嶄新金融科技融入
業務當中，為中小企客戶提供最創新、靈活及便捷之全方位貸款
服務及平台，包括 2020 年推出的升級版「YES	UA」手機應用
程式。無論何時何地，UA 皆可以 24x7 為中小企客戶解決任何
貸款需要，讓客戶可以鬆一口氣。

未來日子，UA	將秉持「	有貸無類	」的精神，繼續為所有有需要
之中小企業提供經濟支援，尤其是難以取得銀行貸款的一群微企、
初創以及電商客戶，助其繼續蓬勃發展，為中小企前景點燃曙光。

企業地址	:
香港灣仔告士打道 138 號
聯合鹿島大廈 21 樓

企業網站	:
www.uaf.com.hk

企業電話：
2681 8888

企業電郵	:	
enquiry@uafinance.com

成立年份	:
1993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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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慧銀行有限公司 
	獲獎年份：2022

自 2020 年開業以來，livi	bank 以促進香港金融科技發展、推動
普惠金融並為客戶提供更完善體驗為目標，為個人及中小企客戶
帶來創新及與別不同的銀行體驗。

我們十分榮幸獲得由香港中小型企業總商會頒發的 2022 中小企
最佳拍檔獎項，成為唯一一家獲獎的虛擬銀行，印證 livi 聆聽中小
企客戶的需要，並致力成為中小企值得信賴的夥伴。

livi 貫徹以客為本的宗旨，在了解客戶需求後，結合科技優勢和
大數據能力，進一步推進產品創新，在今年上半年推出嶄新的融資
和保險產品，滿足客戶在個人和商業上的財務需求，並推出市場
獨有的中小企融資方案，客戶在申請貸款時無需遞交任何文件，更
可即日獲批貸款，為客戶帶來高效和流暢的用戶體驗。

在傳統金融生態系統中，我們發現中小企對金融服務的需求仍未受
到全面的照顧，同時仍面對各種痛點。我們利用最先進的科技去
解決此難題，讓中小企在建立和發展業務過程中，受惠於 livi 簡單
透明的數碼銀行服務。」

股東龐大的業務網絡是 livi 的獨有優勢，憑藉中銀香港（控股）、
京東科技和怡和集團三大主要股東的支持，讓 livi 可向中小企提供
度身訂造的數碼銀行服務，滿足其財務需求。

未來，livi 將繼續推出更多切合本地中小企所需的銀行服務，支持
其核心業務發展，締造更有利的營商環境。

企業地址	:
香港鰂魚涌英皇道 979 號
太古坊濠豐大厦 28 樓

企業網站	:
www.livibank.com

企業電話：
2929 2998 

企業電郵	:	
livicare@livibank.com

成立年份	:
202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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