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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会名称： 第二十四届中国（深圳）国际高新技术成果交易会

展会时间： 2022年11月15至19日

展会地点： 深圳会展中心（深圳市福田中心区福华三路）

共同举办单位：

承办单位：深 圳市中国国际高新技术成果交易中心（深圳会展中心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展会基本信息

中国国际高新技术成果交易会（简称高交会）由商务部、科学技术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农业农村

部、国家知识产权局、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和深圳市人民政府共同举办，每年在深圳举行，是目前中国规模最大、最具

影响力的科技类展会。

高交会集成果交易、产品展示、高层论坛、项目招商、合作交流于一体，重点展示节能环保、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

高端装备制造、新能源、新材料、新能源汽车等领域的先进技术和产品。经过多年发展，高交会已成为中国高新技术领域对

外开放的重要窗口，在推动高新技术成果商品化、产业化、国际化以及促进国家、地区间的经济技术交流与合作中发挥着越

来越重要的作用。

展会简介

本会将于第二十四届中国国际高新技术成果交易会(简称高交会)设立247.5平方米的「香港创科展区」，容纳30间参加企

业。同时，由于各项应用程式(apps)已经成为了今天生活重要的一环，因此这次展区也设立应用程式展示区供参观者体验一

些参加展示企业的应用程式(apps)。 

香港创科展区

香港创科展区位置图 [⾹港创科展区位于1号展馆�A��展位]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  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部  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和信息化部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农村部  中国国家知识产权局

中国科学院  中国工程院  深圳市人民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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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ution Limited

电话: (852) 3426 3794                   网站: https://www.xborder4u.com

邮箱: sammi@xborder4u.com      地址: 香港九龙观塘成业街7号宁晋中心35楼G1室

Xborder4u人才与资源相得益彰，让我们不断在电子商务网络中建立起坚实而紧密的业务基础。 我们与各主要电子商务

平台保持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掌握他们的营销策略和法规。 我们在美国、英国、法国、德国、西班牙、波兰、新加坡和澳大

利亚建立了仓储中心，将电子商务赋能服务和无处不在的物流渠道完美结合。 通过以上的共同努力，我们能够为大中华区的

制造商、分销商、中小企业和品牌提供多维度、一站式的整体营销解决方案，有利于探索全球市场机会。

公司介绍

一站式代营运销售方案

我们致力协助大中华区的制造商、分销商、中小型企业、品牌提供一站式电子商务代营运服务，为不熟悉电商市场的顾

客迅速且有效作销售转型，务求做到货通全球，成就跨境业务，为产品创造更高价值。

ABCD Limited

电话: (852) 9746 4262             网站: https://www.abcdtechs.com

邮箱: alex@abcdtechs.com     地址: 香港九龙新蒲岗新科技广场19楼1911室

以香港为基地的创新型人工智能公司专注于开源机器人设备的二次开发，如四足机器人和轮式机器人。通过重新开发硬

件设备和软件应用程序，机器人可以适应特定的场景或操作目的。我们还为客户提供量身定制的解决方案。

公司介绍

学习环境的 Indoor Air Quality 室内空气质素可独立编程系统

室内空气污染是指一些危害人体健康及周边环境的物质对大气层所造成的污染。学校课室空气质素直接影响学生健康及

学习效果 学校课室是学生学习活动的主要场所，学生平均每天在课室的时间为4小时或以上，课室空气质素直接影响学生的身

体健康和学习效率。学校课室人多，加上冬天因天气寒冷而关上门窗；在夏天的酷热日子，又会因开空调而把门窗紧闭，使

课室内二氧化碳浓度增加，直接影响老师及学生的教学效率以及他们的身心健康。本产品可把课室指数化成学习素材，学生

可一边认识ESG/IAQ，一边改善空气质素。

第二十四届 中国国际高新技术成果交易会  香港创科展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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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 (852) 2122 9556     网站: http://www.atg.ai          

邮箱: info@atg.ai            地址: 香港新界沙田香港科学园1期科技大道东1号核心大楼1座3楼311室

应用科技集团有限公司成立于2016年，旨在为下一代智能开发全面的医疗保健管理系统。我们提供精准的医疗、无缝的

诊所运营和安全的电子健康记录管理。我们的主要产品包括：ClinicONE、DentistONE、Health.Me2、Health.Easy和数码

诊所。

公司介绍

ClinicONE数码诊所

“数码诊所”提供一站式医疗服务，包括网上预约、健康检查、线上问诊和送药服务。快速健康检查包括血压、血氧饱

和度、BMI、血糖、尿酸等15项身体指标。全程配备人工智能导航进行使用指导。用户可以保留、恢复和同步健康记录、实

验室报告以及电子病历。同时具备线上问诊功能，可即时联络医生，接受专业的医疗咨询。用户可选择由专业的药物速递

Kerry Pharma™进行即日配送。

ARIO Technology Limited

电话: (852) 9629 4392                   网站: https://ario.com.hk/        

邮箱: victor.chan@ario.com.hk     地址: 香港九龙油麻地弥敦道祥兴大厦540-544号

ARIO Technology is a firm working at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reas, the major clients 

are in investment firms with high quality technology. The quality of services is our main 

service roles for next generation.

Over 10 years’ experiences and strong technical skills in IT sector with a bright, talented and 

ambitious project manager who has the required investment firms’ practitioner qualifications along 

with comparable experience of working to the highest standards in compliance with information 

auditing skills.

A long track record of ensuring projects is delivered to the highest quality, within budget by 

effectively organising, managing and utilising all resources. With strong Information Security 

knowledge, he can provide consultation service to customer and lower the risk from cyber-attacks.

公司介绍

Cyber Security Product 

E-mail Solutions, Network Security, Wifi Optimisations, Backup Solutions, I.T. Support, 

Office/Data Center Relocations.

Health.Me2智能遥距健康管理平台，透过IoT云端技术配合AI智能医疗分析和

专业医护团队，远程监察和评估用户的健康状况。如系统发现异常健康数值或潜在

健康风险，平台会适时提醒及跟进。用户亦可透过应用程式，随时随地查看家人健

康档案。研发团队希望科技能让繁忙的都市人更容易有效地照顾家中长辈。

Health.Me2 智家安

Applied Technology Group Limite/应⽤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深圳会展中心  2022年11月15至19日

 Ai Ai AiIoT

IoT



６

Asta Systems Limited/亚软科技有限公司

Automation Solution Consultant Ltd/⾃动⽅案顾问有限公司

电话: (852) 2426 2128        网站: https://www.autosc.net

邮箱: brian@autosc.net     地址: 香港新界葵涌和宜合道63-73号丽晶中心A座19楼1917室

自动方案顾问有限公司，成立于1997年。我们拥有多年专业的软硬件开发经验及团队，致力于物联网 (IOT) 系统开发

商，主力开发5G技术应用， IOT及AI (影像分析系统)，配合云端服务器 ，为客户减少人力的投入，提高运营效率，涉及范

畴：体育运动、农业自动化、 医学美容。 2011年曾荣获资信及通讯科技奖最佳专业发展奖。

公司介绍

体育赛事系统

我们的宗旨是用高质量的产品，赢取您的信任，为您提供更专业、更公正、更科学、更权威的体育比赛。

电话: (852) 2528 2568               网站: http://www.astasys.com                        传真: (852) 2528 2508                                     

邮箱: ruby.lou@astasys.com     地址: 香港湾仔骆克道89号湾仔中汇大厦24楼

公司介绍

本公司在香港及深圳均设有写字楼作为电脑软件供应商。

亚软科技有限公司

最卓越的企业ERP平台-互联网技术架构的现代化ERP 

1. 先进的技术架构：国际先进技术，几十年来打造的企业应用架构 

2. 开发快速能力：自己的新功能开发 

3. 国际化支持：多语言、多币种 

4. 开放互通：XML-RPC、JSON-RPC标准数据接口，快速互通 

5. 自动化数据：不同模块间数据自动化程度极高 已完全覆盖中国本地化企业管理方方面面的应用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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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rtizen Technology Limited/翘晋科技有限公司

Cherrypicks Limited/创奇思有限公司

电话: (852) 6286 8627                                 网站: https://www.cherrypicks.com

邮箱: shireencheung@cherrypicks.com     地址: 香港九龙尖沙咀诺士佛台10号18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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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

易所股份代号：777）全资拥有。公司专注于发展智慧城市、增强现实、人工智能、电子钱包及

定位智能等创新技术，现稳占亚太区移动科技及移动商贸界的领导地位。公司推出了广受观迎的

O2O移动营销平台、世界级存在感测及室内定位基建设备Starbeacon及增强现实开发解决方案

ARwiz，并已在资讯科技及市场营销界别获得超过100个本地及国际奖项，包括被誉为「IT界奥

斯卡」的联合国2013世界信息峰会移动大奖全场总冠军及亚太资讯及通讯科技大奖等。 目前，

创奇思于世界级创新流动解决方案的领导地位已广为银行、保险、餐饮、零售、物业管理、旅游

及运输等各行各业的长期合作伙伴所信赖。详情请浏览 www.cherrypicks.com．

公司介绍

Zeelo 鸶鹭

鸶鹭 (Zeelo，前称Starbeacon) 是世界级定位智能平台，为客户提供实时导航、地理围栏

营销、增强现实(AR) 及定位数据服务。凭借与芬图科技的合作，鸶鹭以专利地磁混合技术提供

极致精准的室内定位功能，以精准定位协助用户尽快到达目的地；配合GeoAR模块，为用户提

供逐向导航及自动刷新路线等，同时以邻近地标显示、指示牌翻译及不同游戏化功能带来更精

彩的智慧旅程体验。凭借庞大数据分析后端，深入浅出的可视化数据，包括实时及过往的流量

热图、访客停留时间以及旅程路线。 鸶鹭已为全球领先的机场、公共交通枢纽、零售企业及博

物馆等客户所采用，包括香港国际机场、港铁车站及主要商场、太古坊、香港科学园、荷兰乌

特勒支会展中心、台湾佛光山，及澳门金沙度假区等，并于凭Jaarbeurs程式获得UFI Digital 

Innovation Award 2022，得到国际肯定。

电话: (852) 3168 0680                     网站: http:// www.certizen.technology

邮箱: info@certizen.technology     地址: 香港铜锣湾礼顿道77号礼顿中心20楼18室

公司介绍

翘晋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创新型科技公司。我们秉持创新理念，探索尖端科技，利用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区块

链等技术，推出了多款平台型系统 及综合解决方案，为政府、商业机构、 个人等不同客户提供专业的服务。

飞签平台

《飞签平台》是由翘晋科技有限公司自主研发的跨境电子合约签署平台。平台率先将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技术应

用于数字身份领域，创新性融合国际LEI以及“智方便”应用，提供个人与法人实名身份多维度认证渠道。

平台致力于提供跨境场景下各行业跨地域签约、电子政务等方案，构建智慧湾区可信认证标准体系，目前已集成「区块

链可信认证服务」和「广东省统一身份认证平台」，确保了身份可验证，数据可追溯，信息防篡改和合法有效。

深圳会展中心  2022年11月15至19日

IoTBIG 
DATA 

 Ai Ai Ai

IoT



８

EDNS Limited/链域名有限公司

电话: (852) 2712 1217                      网站: https://www.edns.domains     

邮箱: edns.domains@gmail.com     地址: 香港九龙九龙湾宏光道4号丰隆工业中心813

EDNS作为Web 3.0的先驱机构，目标成为Web 2.0和Web 3.0之间的桥梁，使用Polygon链技术提供Web 3.0域名和网页

托管服务颠覆性的一站式解决方案，为用户提供数字身份进入Web 3.0以及元宇宙的无尽世界。

公司介绍

EDNS Domains

EDNS Domains运用链技术连结Web 2.0和Web 3.0，提供去中心化域名和托管的一站式解决方案。 用户可以通过EDNS 

Doamins建立数字身份，遨游元宇宙的无尽世界。

CityTone Technology Limited/城通科技有限公司

电话: (852) 9670 8110/(86) 15546743901      网站: https://ct-cemp.net/     

邮箱: info@citytone.com.hk                           地址: 香港九龙太子道东704号新时代工贸商业中心9楼11室

香港城通科技和深圳城通慧能科技是来自于香港城市大学计算机科学系的团队, 我们的主要服务包括：产品开发，解决方

案与系统整合， IT专业服务。 我们专注技术于云计算，绿色科技和移动解决方案。 我们的目标是提供高效 （Efficient），低

成本 （Cost effective） ，最佳 （Optimal） ECO IT整体解决方案给我们的客户。 正如我们的使命“城通带你通向成功”。

公司介绍

云端能源管理平台(CEMP)

云端能源管理平台（CEMP）为各类型机构和基础建设提供能源监控和远程控制服务，以及全面和创新的应对分析，使

节约能源方案更简单化。CEMP 是物联网 界的绿色先锋，配合不同物联网设备，如智能电表、智能插座，通过互联网收 集客

户公司日常用电记录，并储存在云端数据库。经专业分析后，知道客户用 电习惯，找出能源浪费根源，从而为他们提供针对

性的解决方案，提高使用能 源的效能。通过物联网，CEMP能掌握所有设备状态， 亦能就设备作出智能 控制，减少非必要用

电，缔造绿色智慧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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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dxtore Limited

电话: (852) 95803 999                网站: https://www.edxtore.com 

邮箱: timchan@edxtore.com     地址: 香港九龙尖沙咀诺士佛台10号18楼

edxtore是一站式学习便利平台，24小时学无间断为你提供短片/练习/解说/导师...等资源、课程及服务。 edxtore更提供

不同管理工具，让家长紧贴子女学习历程，提供应试支援；我们亦为学校提供AR/VR、AI及STEM课程，让新一代放眼世界展

望未来，把握未来新机遇。

公司介绍

教育服务及培训

edxtore是香港首个教育平台，同时获得现代教育研究社、牛津大学出版社、启思中文、Scholastic Asia 及卓思出版社官

方授权教材，部分出版社更提供教案指引，完全符合本地小学课程。我们的导师均受专业培训，个别更为香港前中小学注册

教师，熟悉本地学制及学生需要。多元化上课模式，学生可自由搭配1对1或小组形式线上或面授模式轻松配合你的生活节

奏。线上课堂可进行录音录影，供课后无限重温；面授课堂则提供课后官方示范课，让学生随时观看，加强学习成效及记

忆。除了课程教材，学生可随时观看教学短片及使用补充练习和评估试卷等资源。

Egg Technologies Limited/激科科技有限公司

电话: (852) 9746 4262            网站: http://www.eggtechs.com/

邮箱: alex@eggtechs.com     地址: 香港新界荃湾沙咀道68號大成大廈8楼A室

激发科技有限公司，2017年在香港成立的科普教材设计公司。曾经举办多个香港及大中华科普比赛及设计科普教材。

公司介绍

香港即时大数据资讯学生学习教材套件

现今社会ESG, 碳中和等议题络绎不绝，智慧城市绝对是一个年青人要学习的课题。管理好城市无论在生产力、环保、舒

适度, 都会是年青人将来面对的一个个挑战。但是在市面上学习的智慧城市套件，一般都是流于模拟建筑物数据与及简单的逻

辑推断。但是本产品佩合香港政府（或是其他地方机构）城市数据，让学生学习分析及判断。中间可结合云计算与人工智能

等等技术。让学生真正感受到智慧城市的魅力。

深圳会展中心  2022年11月15至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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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redog Creative Company Limited/⽕狗创意有限公司

电话: (852) 9375 7013                              网站: http://www.firedogstudio.com        

邮箱: webmaster@firedogstudio.com     地址: 香港九龙新蒲岗太子道东超达工业大厦13楼B室

火狗创意寓意「不一样的创意，像火一般的活力。」通过开发充满原创性、感性的作品，把我们的梦带给所有的人，为

动漫及游戏界带来全新的感觉。我们，把对未来的期盼，借娱乐软件这科技带来的新媒体，为全世界的人创造梦想及充实的

生活。主要业务：游戏软件、动漫画及相关IP产品的策划及开发。

公司介绍

Astral Stairways星界之梯

《星界之梯AS》是一款于苹果手机或安卓手机行使的单人玩手游，这款角色扮演游戏中，玩家化身勇士「星刃」去拯救

异世界「八百世界」，并以创九宫格排阵形式与敌对战，以解决事件及累进升级。透过创九宫格式战斗，玩家须以智慧和技

巧，在战斗前及战斗中调配与敌人对战，充满挑戢性及乐趣；而游戏相当大量华丽原创角色！也令一众喜爱华丽角色及画面

的玩家爱不释手！

FireAlert Limited/⽕讯科技有限公司

电话: (852) 3166 3938           网站: https://www.firealert.com.hk/

邮箱: cs@firealert.com.hk     地址: 香港数码港道100号数码港3座F区5楼企业发展中心15室

火讯科技有限公司在提供智能人工智能物联网系统方面处于领先地位。

公司介绍

火讯（热成像生命监视器）

火灾威胁的早期预警使人们有足够的时间撤离房屋并寻求帮助至关重要。与传统的现场火灾报警系统不同，火讯是一个

基于云的智能火灾报警监控系统，可通过手机向所有用户实时发送火灾报警通知。火讯为消防员提供火灾事件的 360 度智

能，提供火灾事件详细信息，例如火灾警报设备状态、火灾GPS位置、平面图和设备详细信息。消防员可以在他们的移动设

备上以交互方式获取实时火灾信息，并与他们的同龄人协调他们最好的灭火行动。

室内空气质量（IAQ）监测系统

为了在评估工作场所的健康状况时进行有效验证，我们配备基于网络的监测系统的智能空气质量（IAQ）传感器可用于

室内和工业环境中测量常见的空气污染物，例如 PM2.5、PM10 、TVOC、HCHO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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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od At Home Company Limited/好餸到家有限公司

电话: (852) 9432 2414                       网站: https://www.foodathome.com.hk/        

邮箱: eddy@foodathome.com.hk     地址: 香港九龙观塘成业街27号日升中心6楼607室

「好餸到家」是一个具规模的代购品牌，主力为繁忙的都市人到街市购买新鲜食材，让大家既可轻松备餐，又可解决餐

餐外卖的限制，服务范围覆盖全港九新界。 

公司介绍

好餸到家 - 随时随地LOOK街市

无论您身在何方，只须透过手机浏览 「好餸到家」的网站 （连结），点选心水的新鲜餸菜，我们的专员随即为您准备，

最快30分钟便能速递送到府上，购买新鲜食材从未如此简单！

Greater Bay Biotechnology Limited /华港⻰⽣物科技有限公司

电话: (852) 9470 2805/(86) 181 2952 4628     网站: www.greaterbay-biotech.com
 

邮箱: general@greaterbay-biotech.com         地址: 香港九龙花园街2-16号好景商业中心2304室

华港龙生物科技是由香港城市大学HK Tech 300计划、香港特区政府创新及科技基金大学科技创业支持计划（TSSSU）支

持的企业。专注于研发创新的透皮递送细胞、生物制品和用于检测科技（包括微针）。

公司介绍

用于递送细胞和生物制品的冰冻微针

由香港城市大学和华港龙团队研发，全球首创的冰冻微针（CMN）是一种创新的药械组合产品，可有效储存、运输和递

送活细胞、生物制品和药物。CMN 研究于2021 发表在《自然生物医学工程》上，CMN 的应用包括糖尿病治疗、医美、细胞

治疗和mRNA 疫苗。

透皮抽取和检测生物指标的间质液微针

皮内间质液（ISF）是一种创新的生物标志物来源，ISF与血液在蛋白质（>90%）和小分子代谢物（近80%）组成方面相

似。华港龙研发的间质液微针，能无痛透皮抽取皮内间质液并结合检测技术，能有效局部检测身体部位的生物指标，应用场

景包括为运动员检测炎症、为老人检测肌肉骨质健康状况。相对于抽血，ISF 检测技术能局部检测身体某个部位的生物指标。

深圳会展中心  2022年11月15至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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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CT Technology (HK) Co./康德科技（ ⾹港） 公司

电话: (852) 9126 0143           网站: http://ict.asia

邮箱: george@gcweb.net     地址: 香港九龙旺角荷里活商业中心1805室

信息科技及互联网公司，专业提供互联网+产业升级等咨询服务。提供系统设计和大规模运营辅导等顾问服务。提供香港

和美国SPAC上市顾问服务。公司亦为多个网站及App的开发商和运营商。

公司介绍

VNET 微网空间SaaS平台

微网空间通过微名片服务引导，激发您的创造力，实现极致的个性化人脉管理需求，并助您拓展人脉、提高效率。简单

直接，您可以以不同的身份应付不同业务场景。甚至进入元宇宙空间。

微名片将是传统纸质名片的终结者。全数字化电子名片信息量更大，客户管理、信息交互及信息同步更加有效。平台

SaaS服务，使企业降本增效，扩大影响，并带来更多的商机。

Holacow AI Limited/小⽜智能有限公司

电话: (852) 6909 6913           网站: http://www.holacow.com

邮箱: rene@holacow.com     地址: 香港数码港道100号数码港3座F区9楼908-915室

小牛智能有限公司成立于2017年，是无人配送联盟的核心成员。 小牛智能有限公司主营业务包括设计、生产和运营室内

外无人车。 主要服务于大型社区、办公空间和大型封闭区域，提供智能无人配送、送餐等需求。

公司介绍

室外智能服务机器人（SL001）

无人驾驶车辆使用激光雷达导航自动规划路径。

可自动避障充电，升降电梯，灵活完成任务。

可替代人员完成重复性任务，有效降低人员和时间成本，同时减少交叉感染。 主要用于医院、写字楼、宾馆、住宅小区

等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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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sight Technology Co. Ltd/视⻅科技有限公司

电话: (852) 2389 1328                        网站: https://www.imsightmed.com/eindex/about.html        

邮箱: business@imsightmed.com     地址: 香港新界沙田香港科学园19W大楼718室

视见科技，一家专注于人工智能医学影像的科技创新型公司。公司应用先进

的人工智能深度学习和计算机医学影像分析技术，结合高质量的医疗数据和高水

平医疗技能沉淀，开发出高效、精准的医学影像辅助系统，为各级医疗机构和个

人提供无差别优质医疗服务，缓解医疗供需失衡矛盾 。视见科技产品和服务覆盖

放射、病理、放疗等多个领域。

公司介绍

爱思见 - 子宫颈癌人工智能辅助筛查系统

Cervical-Sight可自动分析宫颈液基细胞病理图像，快速筛选并定位病变细

胞，可根据TBS指南对病变细胞进行分类，以及检出微生物感染。通过智能分析

做出诊断，最终生成检测报告。辅助医生提高筛查效率，降低漏检率。

LungSight 智能辅助诊断系统

Lung-Sight可实现病人数据管理，自动检测定位病灶，结合临床指南生成

结构化报告，直观展示结节参数，以及病例随访等功能，极大地提高医生阅片速

度和质量。

Integrated Solutions Limited/集信软件科技有限公司

电话: (852) 2263 6104           网站: https://www.isl.com.hk/sc        

邮箱: enquiry@isl.com.hk     地址: 香港新界沙田香港科学园科技大道西8号尚湖楼512 室

集信软件科技有限公司（ISL）早在 1985 年已经是一个软件开发商。凭着超过 37年的资讯管理经验，使 ISL成为一家很特

别及耀眼的公司。因为订做软件通常只考虑到某公司的需要，为了满足香港和华南地区企业的需要，ISL在改良产品和服务方

面投入极多资源，亦因此为公司带来品质工艺的美誉。

公司介绍

ReportNOW

ReportNOW是一个企业应用程式平台，可以帮助任何机构快速、准确地完成其业务流程实现数码转型。凭借 

ReportNOW OA系统的最新技术和多款预设功能，为用户提供简单易用的无代码（No-Code）平台快速数码化工作流程，

并瞬间提高工作团队的灵活性。数以百计的香港企业已在其运营过程中采用ReportNOW香港OA办公系统，并已成功将数千

个工作流程数码化，大幅提升工作成效。 当 ReportNOW OA办公系统应用于香港企业的工作流程，员工可自行添加新功能，

以进一步完善及跟随公司各部门的业务流程。ReportNOW OA系统平台上提供的一系列元件，员工只须通过简单的拖放操

作，即可构建所需的表单和报告。我们的平台为您提供最新的技术，包括使用人工智能（AI）、扩增实境（AR）和物联网 

（IoT）等，让您的业务与市场趋势及需求保持同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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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anplus Technology Development Co., Limited/剑谱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电话: (852) 2815 1688                 网站: https://www.janplus.net/

邮箱: 254 562 7088@qq.com     地址: 香港中环皇后大道中149号华源大厦13层

剑谱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创办于2005年，总部位于香港，分部开设在深圳，是通天地集团智能生态链中专注服务于数字创

意全案的公司。现已发展为集智能科技开发、新媒体运营推广、产品设计三大主营业务的数字创意全案服务商，完美实现一

站式营销全媒体一体化执行！公司的团队创始人主要来自香港，他们热爱科技的脑洞创意，热衷于研究最新的科技应用，

如：区块链、VR、AR等前沿科技。秉持着对科技的无线热爱与冲劲，剑谱团队基于云计算与大数据时代的发展，为行业客

户、企业级客户、中小企业提供智能科技服务。立足客户需求，根据用户属性设计相应产品，辅以最新的科技支持，为品牌

提供最完备的解决方案。通过对信息资源的利用，不断提高生产、经营、管理、决策的效率和水平，提高企业经济效益和企

业竞争力。

公司介绍

公众号运营、网站搭建、短视频运营

公众号运营：品牌定位、系统搭建、内容包装、引流推广 

网站搭建：市场分析、功能定位、网页设计、网站测试、网站内容实现方式 

短视频运营：平台分析、内容定位、创意文案、多媒体推广、专业拍摄团队

isBIM Limited /⾹港互联⽴⽅有限公司

电话: (852) 3188 2992                       网站: http://www.isbim.com.hk                          传真: (852) 3116 2467          

邮箱: vicky.leung@isbim.com.hk     地址: 香港九龙弥敦道430号弥敦商务大厦19楼

isBIM是亚洲最具影响力的BIM和数字孪生服务供应商，曾参与超过1,600个国际建筑项目。作为

思城控股有限公司（港交所编号：1486）的成员之一，isBIM总部设于香港，为亚太地区的政府、发

展商和承包商提供专业的数字化建造方案。

公司介绍

贾维斯鹰眼数字孪生平台

贾维斯鹰眼数字孪生平台（ JARVIS EE ）可以通过多合一模块组快

速帮助项目持份者在其世界各地的项目中获得全面的管理。该平台由四

个为数字化构建而精心设计的模块组成 , 分别是鹰眼相机， Meta 分享平

台 , 智能表单和数字孪生中心。平台可以不受距离限制，遥距连接不同施

工项目的空间。随着越来越多数字孪生环境的创建，项目的持份者可以

集中跨项目的数据和信息，从而建立大数据平台以更好地做出决策。

贾维斯共同数据环境平台

贾维斯共同数据环境平台（JARVIS CDE）是一款面向工程建设行业

的跨企业跨项目协作云平台，以文档管理、任务协作和BIM协作为核

心，帮助行业用户实现项目过程数据管理以及项目团队的高效协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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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ami Co. Limited/拍拉美有限公司

电话: (852) 3619 1711     网站: https://parami.ai/       

邮箱: info@parami.ai      地址: 香港新界沙田科学园科技大道西No.5 企业广场316A室

拍拉美（https://parami.ai/）成立于 2018 年，致力于通过人工智能和机器人自动化的力量帮助全球组织创造更多业

务。更研发出香港第一个粤语人工智能聊天机器人生成平台（https://asanga.ai/），利用尖端技术应对企业家及中小企在营

销销上的挑战，还可以帮助香港保持竞争力。

公司介绍

万事聊是世界上第一个为零售商和中小企业开创一体化「聊天至购买」的销售和营销系统机械人。 万事聊使零售商能够

在这个极具挑战性的经营环境中增加销售额并提高绩效，以面对市场萎缩的问题。万事聊拥有一系列智能MegaBOT，可在关

键决策的微时刻销售过程中逐步将购物者转化为买家。其智能决策由人工智能、自然语言处理 (NLP) 和数据分析提供支持，

能吸引客户，提高交易转化率，以实时互动和准确的信息更好地为客户提供全天候服务，并通过将重复性工作转移到 

MegaBOTS 来增加一线员工的工作兴趣。

聊天机器人服务

为营运商及中小企设立聊天机器人，协助客户提供全天候客户服务。更可为客户提供实体机器人并

用于各种商业及教育活动中，例如：展览会、周年晚会、日常教学、校园开放日等。利用实体机器人并

加入自主研发的阿神聊天机器人平台（asanga.ai），打造不一样的活动气氛，打破传统形式界限。客

户亦可利用阿神聊天机器人平台，度身订做属于客户独一无二的客户服务功能，在各类型活动中，突围

而出，达到更强的商业效益。

万事聊

Jiying Technology Co., Limited/芨影科技有限公司

电话: (852) 5331 0198             网站: http://www.jiying-ai.com/         

邮箱: qiu980053@163.com     地址: 香港新界沙田科学园科学园西大街19号19w楼5楼542室

芨影公司以打造人工智能与生命科学，人工智能与医学的融合为技术核心，研究开发医学人工智能辅助诊断（医学决策

系统）以帮助医师、患者提高诊疗效率。研究成员 85%博士学历 。目前申请发明专利3项，实用新型专利1项。

公司介绍

JIYING 早期结直肠癌 AI 筛查辅助决策系统

JIYING早期结直肠癌AI筛查辅助决策系统是在多中心

研究的基础上，对历史 6年中 64万真实世界结直肠镜医学数

据集中分成回顾和前瞻性数据进行识别，并运用特有的算法

实现对结直肠癌的息肉、腺瘤、早癌癌实现早期癌症识别，

能快速精准的识别出息肉、高级别瘤变、癌0期识别，最大

优势在不改变现有胃肠镜结构中实现实时的识别，0.6秒即

可实现识别，有无创、快速精准的优势。

深圳会展中心  2022年11月15至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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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rspectivar Technology International Limited /云影天光科技国际有限公司

电话: (852) 6548 5051                              网站: http://www.perspectivar.com         

邮箱: danielzhang@perspectivar.com     地址: 香港新界沙田香港科学园科技大道西19號19W大楼732室

ARGUS视频AI项目专注于视频内容和信息的结构化提取，提升学习和工作场景的效率。基于视频AI引擎，C端运营产品

十行笔记，目前已积累数万名用户。B端为线上及线下会议活动提供一站式数字化传播解决方案，为企业赋能。此外，团队还

与知名上市公司合作，推出视频转文字类产品，面向数百万用户。团队核心成员来自于包括香港科技大学在内的名校，以及

包括谷歌、字节、腾讯等知名企业。

公司介绍

云会聚

云会聚提供了B端企业会务一站式解决方案。云会聚可便捷搭建活动/会议专属PC与移动端官网，可高度自定义功能模块

及模块内容，涵盖会前、会中、会后 三阶段功能需求。结合宣传微站、线上展览、票务管理、直播互动等核心功能，集展

示、引流、互动为一体，帮助主办方提升运营效率、加速数据协同，实现展会的数字化转型

十行笔记

“十行笔记”着眼于日益普及的网络视频课程中，要获取全部知识费时费力的痛点，通过利用人工智能和自然语言分析

技术为在线教育网站用户及企业提供视频分析服务。针对常被遗忘的视频资料资源的文字部分，通过对视频进行分析，快速

提取整合视频中的所有有效信息，并转化为图文格式的课程笔记。

Protech Electronics & Technology Limited

电话: (852) 2980 2799          网站: https://www.protechet.com/     传真: (852) 3595 2979          

邮箱: sales145@protechet.com / spun@protechet.com      地址: 香港九龙荔枝角永康街29-33号兆威大厦706室

Protech Electronics & Technology Limited成立于2008年，专为客户提供 HDMI系列、USB系列、HDBaseT 

系列、DisplayPort 系列、无线控制系列及智能语音系列等整套解决方案的供应商。

公司介绍

HDMI 2.0三进一出切换器

本产品是一个HDMI2.0三进一出切换器带有按键和遥控控制，同时该产品可以支持APP应用程序和Alexa语音控制，可以

完美集成到现有的智能家居系统Amazon Echo（Alexa）中。它突破了传统切换模式：自动切换、手动按钮和遥控切换的局

限性和不便性，感受到APP应用程序控制和Alexa语音控制的魅力和便利性。

 HDMI 1.4高性能的四进一出四路多画面分割器

本产品是一个HDMI1.4高性能的四进一出多画面分割器，带无缝切换器。它支持四个HDMI 在一个屏幕上显示三种多画

面模式和四个独立源显示。作为切换器，支持四个 源无缝切换。产品支持前面板按键、红外、RS232和TCP/IP LAN网络控制

等，满足不同需求控制，通过RS232和TCP/IP LAN网络控制还可以与Crestron或者Control4互联，便于产品融入现有智能系

统中使用和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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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CIF Limited 

电话: (852) 9664 9906       网站: https://socif.co

邮箱: contact@socif.co     地址: 香港新界沙田香港科学园19W9楼939室

SOCIF是一家B2B科创公司，提供基于实时位置的管理方案以及与人工智能相关的物联网方案。

公司介绍

人工智能影像分析服务

SOCIF的人工智能影像分析服务，透过使用室内外现有摄像头/其他感测器的影像，去侦测、收集并分析实时数据，而有

关技术可应用在多个智慧出行的场景当中。此技术可运用现有摄像头，进行指定AI影像分析，亦可支援其他感测器的影像分

析（例如飞时测距、激光雷达、热成像等）。此外亦可仅提供AI算法服务, 弹性配合你的业务需要。 

智慧出行 乘客资讯系统

SOCIF旨在应用科技于城市交通脉络，以行动推动香港智能交通的发展。SOCIF为市场提供基于实时位置的乘客资讯方

案，包括实时到站预报系统（ETA)、客流统计系统（PCS）、 客货运车队管理系统（TMS）等。

Tech Hill Limited/科技⼭有限公司

电话: (852) 9633 7378                  网站: https://www.techhillltd.com      

邮箱: wpmok@techhillltd.com     地址: 香港新界沙田香港科学园科技大道西1号核心大廈2期3楼321A室

科技山有限公司是一家创新研发公司，致力于将概念转化为现实，我们提供独特的产品概念，应用技术，解决方案和深

度技术解决方案的组合，用于下一代人类计算密集型，机器人系统，人类五感传感器设计，人工智能，机器学习，5G AR导

航，云FPGA设计，UHD视频和图像处理以及SoC设计。 TECH HILL致力于提供令人惊叹和令人难以置信的产品解决方案，旨

在最大程度地限制我们的界限并为市场创新需求寻求最佳解决方案。我们致力于为医疗，建筑，教育，机器人技术和消费产

品领域提供独特，可靠，可展示和创新的最先进的机器和解决方案。

公司介绍

Digital Radar Scanner

利用自家研发的美国图像设计专利技术研发了一个穿透混凝

土（大厦墙壁）雷达检测仪来检查大厦墙壁内的结构、路面\地底

的构造及可穿墙壁内检测窗后的物件及人。从而检测及分析墙壁

内的钢筋的结构、混凝土的成份、强度、硬度等资料，而且可以

检测行到水管分布、墙壁裂痕及水管渗漏的问题等等。透过本公

司的图像专利技术来解决现有市场上的穿透雷达的影像模糊不清

而难以分析到混凝土内的结构的影像问题。

深圳会展中心  2022年11月15至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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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AR Live International Limited /维亚科技国际有限公司

电话: (852) 9757 9799                            网站: https://www.var.live

邮箱: maggie.chui@varlivetech.com     地址: 香港九龙新蒲岗五芳街18号立安工业大厦9楼B室

维亚科技国际有限公司为香港科技娱乐公司，创作虚拟实景游戏、硬件开发等。我们在香港设有游戏体验实体店，提供

独一无二的VR （虚拟实景）游戏。

公司介绍

VAR BOX

VAR LIVE 是亚洲开发虚拟实景与扩增实景游戏的先趋者。VAR LIVE 成立于2017年，由一群才

华洋溢且满怀热情的开发人员、设计师与动画师所组成。因为对于游戏的热忱，VAR LIVE跨入新世

代的虚拟实境领域，以VAR BOX开启VR崭新视野。VAR BOX结合街机简单操作的设计，让VR产品

不再难以靠近，突破VR新极限，迈向全新的里程碑。VAR BOX为本年度维亚科技重点研发项目，将

射撃运动与VR体验结合，配合自家研发的VR震动手枪及手机移动程式，令玩家有更真实的互动射击

体验。VAR BOX内置多款游戏，保证绝不晕眩，涵盖不同类型玩家，包括拟真实用射击训练游戏、

考验反应的人质拯救游戏、训练速度的丧尸游戏以及以平行系统达至多人团队竞技的线上对战游戏等

等。游戏研发均有专利权，令VR电竞更普及化及国际化。极致轻量化，新颖轻巧，犹如艺术品般流

畅的机身设计，不受场地、空间限制，有了VAR BOX，任何场所都能来一场刺激的VR体验。

Well Being Digital Limited/卫保数码有限公司

电话: (852) 3571 9877                网站: http://www.wbd101.com.cn

邮箱: perryko@wbd101.com     地址: 香港新界沙田香港科学园科技大道西19号15楼1520-1521室

卫保数码 （WBD101）是一家提供高精度心率算法处理器（SmartBody Processor）的香港公司，我们专注于“在耳”

检测技术，为流动医疗/穿戴式产品提供高精度的人体生理体征监测感应技术和算法，以提升人们的健康生活质素。

公司介绍

乐心听个人健康记录仪 (Hera Leto Active)

乐心听个人健康记录仪（Hera Leto Active）是卫保数码 （WBD101）旗下开发

的一款方便用户使用且非侵入性的家庭健康监测设备。它由显示器，血压仪和单边耳

机组成，可实时检测心率、呼吸率、体温、血氧、心率变异性（心理健康）和心率恢

复率（心血管健康）等生理信号。除了测量人体生理信号，还可以用于日常的家庭锻

炼/康复和电话会议，以此鼓励并实现用户健康的生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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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信息

互联网专业协会简介

互联网专业协会成立于1999年，为非牟利专业团体，致力推动资讯及通讯科技普及化，缩窄数码隔膜，令资讯和知识接

触机会更平等，促进香港互联网科技的发展及正确应用，与及为会员在香港、中国及国际市场创造更多商机和就业机会。   

现时本会从各项会籍分类中，已累积超过7000名会员。本会多年来均努力加强ICT业界、政府和公众之间的联系。其

中，本会的常务理事会成员均积极参与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属下的不同咨询组织，为香港的信息科技应用和行业发展提出最

佳策略。   

此外，本会成员过去亦持续积极参与社会服务及专业服务。在过去23年间，本会为业界及公众带来了逾600项活动，作

出的贡献已获得香港各界广泛认同。

香港创科展区项目

「在大湾区推广香港的科创业务」 由互联网专业协会有限公司主办，并由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工业贸易署「工商机构支

援基金」拨款资助，于在大湾区推广香港的科创业务「香港创科展区」，推广香港的科创产品和服务(物联网、大数据及人工

智能)到大湾区的城市，让该城市认识、了解及体验香港的科创项目，从而协助行业发展品牌竞争力、开拓香港科创业在中国

大陆的市场。 

在深圳、广州、佛山的博览会，筹办以下活动： 

 深圳「中国国际高新技术成果交易会」香港创科展区（2022年11月） 

广州「广州国际工业自动化技术及装备展览会」香港创科展区 （2023年3月） 

佛山「中国（广东）国际“互联网+”博览会」香港创科展区 （2023年8月） 

另外， 项目将在香港举办一个大型研讨会，请来各方面、地区的行业先锋分享经验、最新的行业资讯及知识，同时让参

加者认知全球风向，提升业界竞争力。与此同时，促进同业间的交流，达到搭建合作平台的效果。

行业介绍

本次项目的技术展示主题是：物联网、人工智能及大数据。人工智能及大数据应用于各行各业，包括银行业、制造业、

零售业、政府机构、医护界、交通运输等等。而物联网的应用范围更广，几乎使用到互联网的也能沾上关系。 因着各行各业

的需求及广泛使用技术，这三项技术的未来潜力肯定是深不见底的。 

香港创科发展一直广受国际肯定，例如在《2021年世界数码竞争力排名》，香港位居亚洲之首、世界第二。而香港科技

业界在以上的技术发展也是非常优秀的，例如在人工智能方面，美国史丹福大学于2021年发表的人工智能指数报告显示，香

港在人工智能领域发表的文章的影响力在学术界及业界评分为全球第二；也拥有不少顶尖的私营人工智能科技公司，例如商

汤科技，研发了采用深度学习算法的新型人脸识别系统，准确率超过99%，另外，网上贷款平台WeLab利用人工智能技

术，为客户提供个人化贷款建议。 

而香港初创企业目前主要研究重点包括：资讯及通讯科技、物联网、数据分析、人工智能、机械人、生物科技、

VR、AR，以及新材料。应用方面，金融科技、智能城市及智能家居、医疗保健和大数据应用等，都是一些极为热门的领域。 

我们预计鉴于越来越多企业参与培育和加速计划，加上市场出现部份亮眼的初创企业集资活动，特别是「独角兽企业」

崛起等种种因素，因此香港科技业的增长速度将大大加快。 

我们相信，借助粤港澳大湾区发展带来的新机遇，香港将进一步利用其在研发能力、技术基础设施、法律制度及知识产

权保护方面的优势，推动香港创新科技产业的发展，并作为亚洲市场或中国大陆的创新公司走向国际的坚实业务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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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刊物上/活动内(或项目小组成员)表达的任何意见、研究成果、结论或建议，

并不代表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工业贸易署或工商机构支援基金评审委员会的观点。>

联系⽅式：
互联⽹专业协会
电话： (���) ���� ����                                
传真： (���) ���� ����
电邮： iproa@iproa.org
⽹址： http://www.iproa.org
地址： ⾹港上环⼲诺道中145号多宁⼤厦��楼

合 作 机 构
（ 按 笔 划 序)

关 注 官 网 手 册 下 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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