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6.	 舉行中外會員交流會	

分別在中、港兩地舉辦講座、交流會，以促進和加強
中、外企業及會友之間的聯繫、互動、互惠、互利的多
贏關係。

2016年7月16日： 中外企業促進聯會第二屆理事會會董就職典禮
2016年8月6-7日：留學及投資英國座談會 @ 廣州珠江新城

7.	 支持及參與其他商會活動作為支持機構

2016年11月22-23日 香港貿發局 2016「亞洲物流及航運會議」

2016年12月1-2日 香港貿發局 2017「亞洲知識產權營商論壇」

2017年1月9-10日 香港貿發局 2017「亞洲授權業會議」

2017年10月21日 香港城市大學香港持續發展研究中心 「從國家策略看大灣區對粵港澳
的意義」

2017年11月23-24日 香港貿發局 2017「亞洲物流及航運會議」

2017年12月7-8日 香港貿發局 2017「亞洲知識產權營商論壇」

2018年1月8-9日 香港貿發局 2018「亞洲授權業會議」

2018年1月26-28日 黃金時代基金會 第三屆「黃金時代展覽暨高峰會」

2018年7月12日 金蝶國際軟件集團(香港)有限公司 Enterprise Transformation Forum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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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域創意科技成立於 2011年，主力為客戶提供不同

種類的資訊科技方案，優化客戶的業務。我們提供

的方案包括：網頁設計、手機應用程式 APP 開發

、電子商貿服務、數碼推廣、雲端應用程式、

Chatbot、ERP、CRM、智能影像分析、智能大數

據分析服務等。

我們的客戶包括上市公司、中小企、NGO等，服務

行業超過廿十種。我們曾獲頒發不同的獎項、傳媒

報導及與不同機構合辦講座。

與時並進、數碼先行

網頁設計 電子商店製作 手機應用程式開發 數碼推廣

企業雲端應用 大數據服務 CHATBOT A.I. 影像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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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risKath's Creative Director Doris Kath Chan is a talented fashion designer who holds the degree of BA (Hons) Fashion Design 
Womenswear from Central Saint Martin College of Art and Design in London.
 DorisKath has reached a prestigious level in the Hong Kong fashion industry. In the future, she will continue to create the perfect 
dress for every lady. In a number of international and local fashion shows and events, Doris was interviewed by print and online 
media, radio stations and television programmes (local and international) etc. Her recent achievements include Grand Variety 
Show (Fashion Show) to celebrate the 20th Anniversary of Hong Kong’s Return to the Motherland and Fashion Hong Kong at 
Copenhagen Fashion Week (2015 & 2016).

Rm 1203, 12/F, Fook Hong Bldg, 19 Sheung Yuet Road, Kowloon Bay 3488 1548 DorisKathCouture DorisKath www.doriskath.com





鳳江茶行 	  
	  

由廣寧資深老茶人廣州芳村茶葉市場開創者——	  
江紹樓於 1993年創建	  

	  
	  
	  
	  
	  
	  
茶是鳳江醇微信號：

Selena16816	  
	  

	  

	  

修正蛇鞭粉、固泊為你我的健康&幸福護航……	  	   	   	   	   	   	   	   	   	   	   	   	   	   	   	   	   	  

	   	   	   	   	  
	  
	  
	  
	  
	  
	  
	  
	   	   	   	   	   	   	   	   	   	   	   	   	   微信號： 	  
	   Selena28777	  
	  

	  
喝茶一分钟，可以解渴；	  
喝茶一小时，可以身心愉悦；	  
喝茶一个月，可以修身养性；	  
喝茶一年，可以健康；	  
喝茶一生，可以长寿。	  
	  

	  
茶字典：酸性体质容易生病，而弱碱性体质能预防疾病。茶叶是生活中最常见的强碱

性食物，与葡萄，海带并称三强碱食物。喝茶有利于调节人体内的酸碱平衡。可是每

个人的身体状况都不同，因此需要适量、适度、适合的饮茶。	  
	    

✔	  





HFHF      匯匯豐國際企業豐國際企業

業務範圍

項目策劃 / 投資移民 / 推廣銷售 / 投資諮詢 / 按揭轉介 / 法律諮詢

公司簡介

匯豐國際企業為促進中港經濟交流，投資諮詢，項目顧問服務，以

及代為辦理申請投資移民一條龍服務。夥拍眾多資深金融、房地產、專業

等人士，為中港澳房地產業務提供全面的專案策劃、銷售建議、客戶開發，

向客戶提供完美和高效之專業服務。主要業務為策劃國內優質樓盤的營銷。

聯網其他業務包括：專業會計師提供代辦美國、澳門、香港、中國設立公

司註冊、財務策劃、融資、代理納稅申報等；專業律師提供法律顧問、投

資、銀行融資、房地產、上市、證券等專業服務；專家培訓導師為、大、

中、小企業提供各類不同專業人士的提升培訓。

項目負責人

張嫦娥

地址：香港九龍彌敦道 683 號 15 字樓 1502 室

電話：852-91218836, 852-62799382, 86-18822878887





首 選 益 生 菌 科 研 配 方
健 康 從 腸 道 開 始

100億益生菌
雙歧桿菌+嗜酸乳桿菌

即上 www.hskgene.com 購買及了解更多！
* Clinical study on 100 adults subjects, effect of Bifidobacterium lactis HN019 on functional gastrointestinal symptoms. Waller et al (April 2011) 

創辦人 關海山教授 

Professor Hoi Shan Kwan
微生物學博士 PhD in Microbiology

香港中文大學生命科學學院教授
香港特區政府食物安全專家委員會前主席

緩解便秘、改善肚瀉 增強免疫力

添加纖維益生元促進益生菌生長。

無添加 纖維/益生元

每包合共100億雙歧桿菌HN019及嗜酸乳
桿菌NCFM: 促速腸道蠕動，緩解便秘、排
清宿便、改善肚瀉、腹痛、脹氣等不適。

防腐劑、糖、香料、色素、膠囊

抑制害菌入侵，平衡腸道微生態，
改善腸道健康。

益生菌數量CFU以產品出廠時計算

ProbioLife 益纖菌

100％美國原料，全獲FDA認可

香港GMP製藥級水平包裝

*

臨床試驗中100名受試者，在14

天服用雙歧桿菌HN019後，便秘

及消化不適症狀顯著減少。

便秘
上消化道

腹痛 腸鳴音

-26.6%
***-35.8%

***

-23.9%
***

14天見效
減低便秘及消化不適

臨床實驗證明

0%

ProbioLife 益纖蛋白 (便攜裝) 及 (家用裝) 

優質大豆蛋白
+

5億益生菌

保持肌肉及細胞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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