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数码港管理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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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 码 港 为 一 个 创 新 数 码 社 群 ， 汇 聚 约
1,600间初创企业和科技公司，由香港特
别行政区政府全资拥有的香港数码港管理
有限公司管理。数码港的愿景是成为数码
科技枢纽，为香港缔造崭新的经济动力。

http://cyberport.com.hk/zh_cn

谭立先生

+852 3166 3800

edteam@cyberport.hk

香港资讯科技联会

「香港资讯科技联会」的宗旨是「团结业
内各专才，以其专业知识和经验，为香港
成为区内资讯科技中心作出贡献」。本会
的目标是向政府及社会各界人士提供专业
意见。

www.hkitjc.org.hk/

苏美晶小姐

+852 2887 9113

itjcsec@hkitjc.org.hk

香港软件行业协会

香港软件行业协会是一个香港注册的非牟
利团体，目标通过资源整合协助香港软件
企业突出自我优势和得益，通过与中国内
地企业合作而寻找及发展生意机会。

www.hksia.hk

黄小姐

+852 3913 2000

info@hksia.hk

AAIOT Group

AAIOT 集团致力打造物联网平台及数位解
决方案。集团研发领域和产品主要覆盖智
慧建筑、零售、物业、教育以及酒店。我
们提供专业系统建设协助传统企业进行数
字化转型从而提升效率以及降低成本。

www.aaiot-group.com

陈逸山先生

+852 6273 8404

lester.chan@aa-iot.com

佳兆科技研发有限公司

佳兆是一家专门从事绿色技术领域，发展环保科
技物料：生物科技水溶性、生物降解产品；智慧
城市：AI智能回收机，智能垃圾分类系统，智能
充电、智能停车场、智能医疗系统等；医疗用
品 : 医用口罩、防疫用品等。

www.abletrillion.com

赵宝永先生

+86 138 2332 9294 / +852 9095 2706

eric.chiu@abletrillion.com

区块链科研有限公司

BSL提供世界一流的区块链技术解决方案，技术
团队屡获殊荣：致力协助企业透过区块链降低成
本，改善数据架构和增强安全性，从而提升业务
运营效能；积极参与各行业区块链项目，包括金
融，专业物流，娱乐平台等。

www.blkchainsolutions.com

梁永熹先生 / 高瀚先生

+852 2663 3680

info@blkchainsolutions.com

盛龙科技（香港）有限公司

CHINOTECH是一家总部位于香港，由一群经验
丰富的IT人士创立的公司。CHINOTECH致力于
把IoT技术集成到同一系统中，如协议标准、硬
件、软件、AI…等为客户提供完整的解决方案。

http://www.chinotech.hk

叶启康先生

+852 2356 1800

inquiry@chinotech.hk

创奇思有限公司

成立于2000年，创奇思是扎根香港的科技初创企
业，现为网龙网络控股有限公司子公司。公司专
注于发展智慧城市、增强现实、人工智能、电子
钱包及智能定位等创新技术，现稳占亚太区领导
地位。

www.cherrypicks.com/

+852 2127 7788

info@cherrypick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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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智能会计有限公司

城市智能会计将金融科技(FinTech)带入会计服务
当中，还配合崭新的AI技术，用手机拍照单据上
传到云端系统，从而减轻企业成本，实现会计科
技化，与时代共进。

www.cityaccount.com

Mr Samson Chow

+852 2394 4114

samson@cityaccount.com

数立方研究中心有限公司

数立方研究中心有限公司是一家立足粤港澳大湾
区的企业数据智能公司，以自研的自动化机器学
习与资深的数据智能团队为核心，为企业提供高
级预测分析与商业智能决策的产品与解决方案。

全封闭式气力管道垃圾收集系统的操作就像吸尘
机，可以不用人手、高效地通过预设管道把垃圾
自动收集并送到中央垃圾收集站，过程中臭味和
脏水不会外溢，确保环境卫生。全球已经有超过
700套系统建成和运行。

www.datacube.hk

杨智添先生

+852 6913 4790 / +86 13823588915

vandiayang@citd.com.hk

装修佬科技有限公司

「装修佬 – 一站式网上装修平台」运用互联网科
技将传统装修业由线下带到线上，并透过大数据
和人工智能，持续优化服务。「装修佬」业界生
态圈中，各个部门相互发挥协同效应，为业界及
户主创造最大价值。  

https://hkdecoman.com/

Ms Viann Tang

+852 6702 0541

viann_tang@hkdecoman.com

香港信息安全学院

香港信息安全学院致力为香港特别行政区建立及
培训信息安全专家并提供后续的各项专业进阶培
训，并建立信息安全漏洞数据库和共同标准评估
实验室，以支援各行各业在智慧城市的建立当中
获得安全保障。

https://www.hkisa.hk

庞博文院长

+852 5931 4062

info@hkisa.hk

创新链科技有限公司

创新链志愿成为网络安全和供应链管理的领先区
块链解决方案专家。我们的团队在供应链行业有
超过25年的经验并对行业痛点有深刻了解，通过
区块链及人工智能技术开发不同的解决方案满足
客户的需求。

www.innoblocktech.com

吴创文先生

+852 9656 9314

sales@innoblocktech.com 

航通超智科技有限公司

航通超智科技为全球定位服务供应商，拥有19年
GPS/LBS研发及应用经验，提供家庭及企业定位
服务，如个人及汽车追踪器、冷链物流、城市配
送及驾驶行为分析。另外提供科技保险，达到节
省成本，风控管理。

www.ht-ai.hk

林咏欣小姐

+852 2627 3308

sophialam@ht-ai.hk

www.envacgroup.com

孙玉辉先生

+010 5724 3388

yuhui.sun@envac.com.cn

优立中国有限公司

优立于2010年创立于澳洲，在香港及中国内地
设有营运中心。作为海量三维数据管理及全息技
术的全球领导者，优立是世界上唯一可以实现无
限量点云数据管理，而不依赖于计算机硬件的尖
端科技公司。

www.euclideon.com.cn

谢芸芸小姐

+852 2383 8696

echo.xie@euclideon.com.cn

眼界科技控股有限公司

Eyemax为开发和推动VR AR的发展,结合软硬件
对接和系统操控在文化历史、旅游、科学、工业
机械模拟操作等领域...硏发产品推出市场。

www.eyemaxvr.cn

关先生

+852 9277 7360

edwin@eyemaxvr.cn

恩华特

City AI Accoun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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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联网有限公司

科联网MIoT专注开发非镜头类别的人流探测技
术，应用于智慧城市。 我们研发的毫米波雷达分
析系统，安装在香港文化博物馆剧院， 提供准确
的实时人流数据， 用以调整空调入风量，达至最
佳能源效益。

www.miothk.com

吴铭霖先生

+852 2607 4123

+86 185 1628 3172

Info@miothk.com

罗兵咸永道

作为专业的服务机构，普华永道了解如何针对不
同产业、不同背景、可持续发展的数字化服务进
行运营。并将自身的利用新技术增强业务能力的
经验融合到数字化产品的研发中，从而为客户提
供支持。

https://digitalstore.pwccn.com.cn/zh-cn/

唐歆成先生

cnhk.digital.products@hk.pwc.com

华达管理公司

华达管理有限公司有自主IP高科技和优秀研发团
队。成员来自国内外顶尖高校。从概念到产品，
我们在远距离和强噪环境拾音的研发上有重大突
破。其应用广泛，市场巨大。

http://www.52solution.com/facs/7218

张立朋博士

+852 6806 4216

L_p_zhang@yahoo.com

威的科技有限公司

从1988年研发出全球第一支可编程万用遥控器
开始，威的科技(Remotec) 一直致力于红外线控
制方案，并向IoT物联网和智能家居方面发展同
时取得重大进展。

https://www.remotec.com.hk/

欧伟星先生

+86 136 8495 2140

Vincent_ou@remotec.com.hk

Key Links Data Technology
Company Limited

ComLink为允许用户定制报告所需的数据和资
料。该应用程序适用于所有软件及硬件产品的质
检。通过提供实时数据和直观报告，可以帮助管
理者有效控制成本，提高效率、品质一致性和透
明度，通过数据管理实现快速决策。

www.key-links.com

Mr Kevin Fong

+852 2352 9977

kevin.fong@key-links.com

L2 IoT Solution Ltd.

L2 IoT Solutions 拥有物联网技术开发及大数据
分析的专业团队，为企业提供云计算及智慧城市
服务平台。L2透过物联网科技,让市民生活在更
便利的环境中，为产业界创造更多商机。

http://l2iot.com/ ; 
https://l2vr.co/main
任由希小姐

+852 2149 2817

nicoleyam@likon.com.hk

力安科技有限公司

力安科技有限公司是新鸿基地产集团旗下康业服
务有限公司的子公司。近十年来，公司将创新科
技融入物业管理及保安行业，将创新科技将物业
管理智能化。公司已开发多项便利屋苑住户及管
理部门的手机应用程式。

www.likon.com.hk

伍志伟先生

+852 2149 2868

dannyng@likon.com.hk

协通科技有限公司

Letlink创于2008年，提供一站式资讯科技方案
和软件开发服务，亦支援POS及电子支付系统等
整合工程，近年还引入互动光影感应装置的技术
研发，为各行业设计不同的投影项目。

www.letlink.hk

Mr Kason Yu

+852 9042 3785

kason.yu@letlink.h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