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请即发布︰ 

亚洲金融论坛严选近 20 家初创展示商业意念 

新增 InnoVenture Salon 安排培育环节、与投资者会面助发展 

2018 年 1 月 10 日- 由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及香港贸易发展局(香港贸发局)合办的第十一届亚洲金融论坛，

将于本月 15 及 16 日(星期一及二)于湾仔香港会议展览中心举行。大会锐意利用亚洲金融论坛的平台，

协助初创企业发展，因此今届论坛增设 InnoVenture Salon 环节，除了为初创企业提供舞台，向与会的超

过 2,500 名商界精英及投资者，介绍业务计划外，更设有培育环节，并安排他们与投资者会面，让他们

物色投资者及潜在合作伙伴。 

助初创提升竞争力 冀获投资者垂青 

首度登场的 InnoVenture Salon，得到多个初创培育机构及创投基金，包括阿里巴巴创业者基金、Next 

Venture、香港初创企业协会、香港 X 科技创业平台、SuperCharger、数码港以及香港科学园等的支持，

经这些机构提名，严选出近 20 家本地及海外的初创企业。被选中的初创企业，将于亚洲金融论坛的第

二天(1 月 16 日)在 InnoVenture Salon 内的初创专区设展位，向与会者介绍他们的创业意念。另外，多位在

初创领域有丰富经验的专家，将会主持创业培育环节，分别就着初创企业的成立与营运、融资渠道、

在内地及亚洲的销售策略，以及项目提案要诀，提供实用技巧 (详情及讲者名单请参阅附表) 。 

亚洲金融论坛云集世界各地具实力的投资者，包括创投基金、私募基金及高资产人士，大会亦把握机

会让初创企业可以接触到这批独具慧眼的潜在投资者。大会将为参与的初创企业安排一对一的「与投

资者会面」，让他们向有兴趣投资初创企业的投资者，深入详尽介绍项目，解答投资者的疑问。此外，

初创企业亦有机会在 AFF Deal Flow 环球投资项目介绍会的「初创企业」专场中，一次过向多位与会者

讲解他们的业务计划，争取投资者的垂青。 

多元初创 金融科技、健康管理以至现代农业  

参与 InnoVenture Salon 的初创企业都着重运用科技，配合崭新的商业模式，发展出独特的业务。由香港

X 科技创业平台推荐的 Kami，专门发展应用于金融及银行业的人工智能技术。他们研发的聊天机械人

(Chatbot)技术，特点是有记忆和理解的能力，会将按照用户过去的对话内容，选取出有关连的资讯，与

当下的对话结合，以作出最适当的回应。他们的目标更是让聊天机械人，透过自动化推理(automated 

reasoning)，了解到不同情境下，对话中的弦外之音。公司早前得到日本软银集团旗下的 ARM Innovation 

Ecosystem Accelerator、Tin Fu Fund 以及 X 科技基金，注资 170 万美元。 

由香港初创企业协会推荐的初创企业 Kuaiwear，主打产品是一个运动训练耳筒装置，耳筒配备经临床

验证的心跳计及计速器，并会因应数据，透过耳筒提供即时语音训练建议，训练内容均来自专业教练。

装置的手机应用程式更提供包括跑步、游泳、单车等训练计划，亦供教练上传自行编制的训练计划供



 
 

 

用家选购。公司已赢得多项初创比赛，包括 TiE Hong Kong Startup Competition、AIA Accelerator 计划和香港

初创企业协会 STARS Pitch 等。 

而由阿里巴巴创业者基金推荐的初创企业绿芝园，则是一间本地室内农业工厂，利用鱼菜共生概念，

配合「节能 LED光波种植技术」和「云端种植参数监控」等专利创新温室技术，于室内生产优质农产

品。他们利用室内光谱种植，加强了植物进行光合作用的效率，令蔬菜的生产和质量提高，另外由于

在密闭式环境下种植蔬菜，大大减少了昆虫和细菌的侵害，生产过程完全不须要添加农药，同时减低

碳足迹。公司吸引杜拜大型企业 Eternal Global的注意，有望将「种植工厂」引入到当地，解决当地位处

沙漠地区，蔬菜未能自给自足的问题，杜拜方面更希望香港可以作为项目的融资平台。绿芝园早前赢

得 2017 Jumpstarter 比赛，并获得阿里巴巴创业者基金总值 100 万美元奖金，继续发展业务。 

项目配对 促成实质合作 

另外，大会连续第十年与香港创业及私募投资协会合办 的 AFF Deal Flow 环球投资项目对接会，为在场

的投资者及项目策划人，安排多场的一对一对接会议，至今已经收集到超过 350 个项目，涵盖金融科技、

环保及生产科技、教育、基建、能源和农业等。大会亦安排了多场环球投资项目介绍会，除了初创企

业以外，还设有环保科技、健康科技及金融科技专场，由行业专家分享行业最新趋势，并有相关投资

项目介绍。场内并设有财务及专业咨询服务专区，由会计师事务所的代表、法律及商业顾问，提供免

费融资及财务咨询的意见。 

今届亚洲金融论坛继续设有全球投资机遇专区，包括澳洲、德国、墨西哥(首次参加)、孟加拉(首次参加)

等 11 个国家的政府及投资推广机构代表，将会介绍当地的市场环球及投资机会和法规。 

初创专区、创业培育环节及环球投资项目介绍会开放予传媒参与及采访。如欲联络参与 InnoVenture 

Salon 的初创企业及创业培育环节讲者进行访问，请电邮至 billy.km.ng@hktdc.org  ，将有专人联络跟进。 

亚洲金融论坛网页︰www.asianfinancialforum.com/tc 

传媒查询︰ 

新闻界如有查询，请联络香港贸发局传讯及公共事务部： 

吴健文 电话：(852) 2584 4393 电邮：billy.km.ng@hktdc.org  

参与 InnoVenture Salon 初创企业 

参与初创 主要业务  

绿芝园 室内科技水耕项目 由阿里巴巴创业者基金推荐 

En-trak 智能节能系统 由阿里巴巴创业者基金推荐 

MAD Gaze 智能眼镜 由香港初创企业协会推荐 

Contact Store 以科技方便生活为本的设计公司 由香港初创企业协会推荐 

Kuaiwear 智能运动教练耳筒 由香港初创企业协会推荐 

mailto:billy.km.ng@hktdc.org
file:///C:/Users/bing/Documents/AFF%202018/Media%20Luncheon/Press%20Release/www.asianfinancialforum.com/tc
mailto:billy.km.ng@hktdc.org
http://chi.farm66.com/product.php?cat=22&nav=
https://www.en-trak.com/
http://www.madgaze.com/
http://contactdesignstore.com/
https://kuai.fit/home/


 
 

 

Kami 具记忆和理解力的聊天机械人 (Chatbot) 由香港 X 科技创业平台推荐 

AApay 实体商店电子支付系统 由香港 X 科技创业平台推荐 

Netki 区块链和虚拟货币交易身份认证技术 由 Nest Ventures 推荐 

Altitude labs 网站和手机程式开发，主力数据传输 由 Nest Ventures 推荐 

FinChat 通过常用的即时通讯程式，为金融机构作交易监

管 

由 Supercharger 推荐 

Gatecoin 比特币和以太币交易平台 由 Supercharger 推荐 

Velotrade 未付发票销售平台，为中小企提供即时现金流 由香港数码港推荐 

Wesurance Limited 保险手机应用程式 由香港数码港推荐 

Spire 为区块链提供的加密软件钱包  

LA Blockchain 
accelerator 

以支持区块链发展为基础的创投基金  

Zero-One Capital 以发展区块链公司为目标的投资基金  

ConnectAR Limited 开发 AR相关手机应用程式  

创业培育环节  (2018 年 1 月 16 日) 

时间 主题 讲者 

10:00-11:00 创立和营运初创企业 

香港律师会理事陈晓峰 

黄龙德会计师事务所执业董事黄俊硕  

Vectr Ventures 代表张璐 

11:15-12:15 初创企业在亚洲的融资渠道 
海阔天空创投合伙人文立 

Nest Ventures 代表 Dennis Plomp 

14:15-15:15 
扩张业务： 

中国及亚洲市场销售策略 

香港数码港管理有限公司公众使命总监湛家扬博士 

Kami Intelligence 首席执行官张子良 

普华永道初创与私营企业业务主管合伙人、中部市场

合伙人黄佳 

阿里巴巴创业者基金运营总监吕绍勇  

15:30-16:30 项目提案要诀 
概念资本义务主任朱永嘉  

科控资本执行合伙人游子威  

香港贸发局简介 

香港贸易发展局（香港贸发局）成立于 1966 年，是致力为香港商界创造机遇的法定机构，在世界各地设有 40 多个办事处，

其中 13 个在中国内地，推广香港作为通往中国内地、亚洲，以至世界各地的营商平台。香港贸发局与商界同行 50 载，通

过举办国际展览会和会议，以及商贸考察团，协助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拓展内地及环球市场。此外，香港贸发局透过产品

杂志、研究报告，以及包括新闻中心在内的数码平台，发布最新的市场和产品资讯。有关香港贸发局的其他资讯，请浏览

www.hktdc.com/aboutus/tc 。请关注我们的 @香港贸发局 @香港贸发局时尚生活 @香港商贸通 香港贸发局 

请订阅香港贸发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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