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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流会背景

香港软件行业协会非常荣幸获得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发展品牌、升级转型及拓展

内销市场的专项基金」（机构支援计划）的拨款资助举办「中国内地软件市场推广计

划」（第二阶段）（下称推广计划） 推广活动，协助香港软件及科技企业推广「香港优

秀软件品牌」，开拓庞大的内地市场。今年本会扩大推广内容，在「2016数字世界博览

会」﹙下称数博会﹚设立144平方米的「香港优秀科创产品展区」，以推广香港优秀科

创产品品牌并于第十四届中国国际软件合作洽谈会（下称软洽会）举办「蓉港软件产业

交流会」（下称交流会），让蓉港软件企业及科技企业、供货商分享经验，促进两地企

业交流和合作，共创商机。展区届时将有18家香港科创企业进行展示，当中有26款产品

/服务，大部分都是获取多项香港、中国及亚太地区奖项的优秀香港企业、产品/服务。

另外，本会亦组织「香港信息科技业代表团」参加2016数博会活动，促进两地软件及科

技创意企业的交流和产业合作。

本会在软洽会举行的合作交流会以「蓉港软件产业交流会」冠名，并以「智慧城

市」为主题。交流会将邀请成都和香港行业领导、企业精英和专家等嘉宾共150人，希

望通过这平台让蓉港软件及科技企业衔接一体的优势，形成展览和交流会积极互动和体

验，共同探讨在经济全球化及快速发展的新形势下两地软件服务及科技创意业发展的新

战略、新思路和新举措。

蓉港软件产业交流会

香港代表团行程智慧城市
交流会信息

主题：智慧城市

日期：2016年8月19日（星期五）

时间：上午9:00至12:00

地点：成都世纪城国际会议中心5楼武侯厅

规模：150人

交流会期望带出的信息和经验

1.让香港及内地企业互相交流

2.香港及内地软件及科技行业发展趋势及商机

出席嘉宾及人员

香港代表团领导及团员

政府官员：成都市及其它省市有关部门官员

企业领导：行政总裁、资讯总监、营运总监、部门主管

社会单位领导：有关行业协会及高新/软件产业园区领导

交流会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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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代表团行程智慧城市
交流会议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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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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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之玲

香港数码港管理有限公司上海代表处业务发展经理

嘉宾简介：王之玲是⾹港数码港上海代表处的业务发展经理，于2013年加⼊⾹港
数码港，负责发展和维护⾹港数码港在中国的创新创业⽹络，从⽽服务于⾹港的资讯通
信及科技企业。�

在加⼊⾹港数码港之前，之玲是创智天地的创新创业经理，负责开拓及管理其创新
创业平台。之玲有多年的业务发展及企业传播经验，曾就职于银⾏及咨询公司。

�
之玲曾于英国伯恩茅斯⼤学媒体学院攻读研究⽣，拥有企业传播硕⼠学位。

演讲主题：

女 士

营造创业生态，成就企业未来

方育柯

成都数之联科技有限公司CTO

博 士

嘉宾简介：数之联CTO方育柯博士，主要从事计算机科学与大数据等交叉领域的研

究工作，在机器学习、集成学习、深度学习和图像检索等领域具有丰富的研究经验和一

定的国际影响力。5年中，共发表SCI\EI论文15篇，其中第一作者论文10篇。曾担任华为

大数据产品部架构师，负责并参与金融、运营商等领域的多个大数据分析挖掘项目，具

有丰富的大数据商业应用与工程实践经验。致力于大数据在各大热点领域的商业化产业

化应用。

演讲主题：基于iCloudUnion框架下的智慧城市创新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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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及成都行业发言代表

俞  浩

中国香港（地区）商会–成都法律顾问

嘉宾简介：俞浩先生于2002年筹备组建了西南地区第一家香港律师事务所成都代表

处——香港胡百全律师事务所成都代表处，并担任成都代表处高级经理。俞浩先生拥有

丰富的法律和金融经验，参与过初创企业风险投资、海外私募、境外上市等项目，与双

创企业、海外投资基金、投资银行等专业机构保持良好的合作关系。

俞浩先生自2012年起，在成都香港商会无偿担任法律顾问一职。

演讲主题：

先 生

互联网时代下的体育大数据

07 08

冉  玥

中国雄心有限公司行政总裁

嘉宾简介：冉玥女士(Melissa Ran)是中国雄心有限公司（China Ambition Pty 

Ltd）的行政总裁。China Ambition是一家总部位于澳大利亚的公司。其业务为瞄准中

国消费者的海外公司提供翻译，内容创造与其他中介服务。冉玥出生于成都,自年幼起移

民澳大利亚。她曾在新南威尔士大学创新部担任创新创业顾问，引导了许多技术创业人

才并且主办了诸多创业活动。之前她曾运营自己的软件公司Mijura,被评为澳大利亚最具

创新性的50大产品之一。

女 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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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及成都行业发言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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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嘉强

城通科技有限公司行政总裁及联合创办人

嘉宾简介：拥有坚实的资讯科技学术背景，当中包括网路与资讯安全的电脑系统管

理和软件开发相关学历。专注于云计算、物联网和绿色科技的软件开发。

拥有多年资讯科技工作经验，曾于IT顾问公司和纳斯达克上市公司担任系统工程

师、系统顾问和软体架构师等工作。曾工作领域包括资讯科技、生产制造、政府项目、 

银行、 金融等项目。现主要为企业提供生产效率、质量与节能减排的方案。

杨嘉强先生同时为「杰出资讯及通讯科技人员奖 2015」- 杰出资讯及通讯科技青年奖得

奖者之一。

演讲主题：

先 生

绿色智慧城市应用云端能源管理平台

陈祥伍

易维帮助台创始人

先  生

嘉宾简介： 连续成功创业者，先后创办了广东网域(Vavic)、城市热点(Dr.Com)、

上海贝锐(花生壳、向日葵)、易维帮助台。长期专注于2B领域，对企业运营管理有独立

思考和亲身实践。

演讲主题： 拒绝客户流失——解密软件企业如何做好客户服务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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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代表团行程2016 数字世界博览会
香港企业联络名单

Accurtag Solutions Limited 

爱科达方案有限公司

电  话：(852) 9834 9800

电  邮：carloslam@accurtag.com

Bubble Mon Licesing (International) Co. Limited

多莱宝授权（国际）有限公司

电  话：(852) 3107 0717

传  真：(852) 3107 0718 

电  邮：info@bubblemon.com

CamClaim Limited

报贝有限公司

电  话：(852) 6067 6732

电  邮：support@camclaim.com

Certizen Limited

翘晋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电  话：(852) 3669 7658

传  真：(852) 3669 7666 

电  邮：sybielau@certize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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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  华

翘晋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法务总监

女 士

嘉宾简介： 姜华女士是翘晋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法务总监，持有电子工程学士和法学

硕士学位，是中国第一批专利代理人，具有中国律师资格。自1985年起从事专利代理工

作起，先后在中国内地和香港著名的知识产权代理机构任职，帮助国内外客户代理了大

量与电子工程技术有关的专利申请案件，领域涵盖电子仪器设备、计算机工程、通信技

术、半导体技术等；擅长为企业提供知识产权保护方面，特别是专利策略的法律咨询，

在专利的申请、诉讼、技术许可和转让、以及计算机软件的著作权登记、海关及版权保

护和反不正当竞争法律等方面，具有丰富经验。姜女士谙熟香港专利制度，精通香港专

利的办理和外观设计的登记，获委任为香港专利制度检讨咨询委员会成员之一，曾被

IAM1000誉为本地区“具影响力专利律师”，并多次在知识产权相关的研讨会上担任演

讲嘉宾。自去年起从事务所专利律师转为企业法务总监，从知识产权法律的角度为企业

的运营和发展出谋划策。

姜女士系国际保护知识产权协会中国分会会员、国际许可贸易工作者协会中国分会

香港支会 理 事、中华全国专利代理人协会会员，并担任该协会知识产权诉讼专业委员会

会员。

演讲主题： 香港电子支票以及澳港跨境支票简介

中国专利代理人

参加展示企业联络名单

mailto:carloslam@accurtag.com
mailto:carloslam@accurtag.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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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ityTone Technology Ltd 

城通科技有限公司

电  话：(852) 3171 2030 

电  邮：steven.ykk@citytone.com.hk

CWB Tech Limited

电  话：(852) 96349 955

电  邮：anvil@cwb-tech.com

FlexWorkflow Limited

科施工作流有限公司

电  话：(852) 3950 6350

电  邮：info@FlexWorkflow.com

传  真：(852) 3747 8012

传  真：(852) 3529 43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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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企业联络名单

Cherrypicks Limited

创奇思有限公司

电  话：(852) 2127 7788

传  真：(852) 2127 7780 

电  邮：info@cherrypicks.com

14

Hong Kong Synergy Software Company Limited

香港希骏软件有限公司

电  话：(852) 2104 1237

传  真：(852) 3427 7973

电  邮：zheng_gg@163.com

Integrated Solutions Limited

集信软件科技有限公司

电  话：(852) 2319 2898

传  真：(852) 2319 2501

电  邮：enquiry@isl.com.hk

Joy Aether Limited

喜悅有限公司

电  话：(852) 3482 5035

传  真：(852) 3015 2871

电  邮：info@joyaether.com

Holistic Technology Company Limited

浩全科技有限公司

电  话：(852) 3952 9654

电  邮：info@holistictec.com

传  真：(852) 3952 9600

mailto:carloslam@accurtag.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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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MO Games Limited

美亚怪物游戏有限公司

电  话：(852) 2111 3999

电  邮：gary.ip@mamogames.com

OceanX Technology Limited

傲讯全通科技有限公司

电  话：(852) 3977 0088

电  邮：marketing@oceanfax.com

传  真：(852) 3977 0038

香港代表团行程智慧城市
香港企业联络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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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M Partners (SZ) Ltd

电  话：(852) 9365 1055

(86) 13671330108

电  邮：smpartnersz@gmail.com

Party Queen Co.

电  话：(852) 2111 1765

电  邮：1500217695@qq.com

传  真：(852) 3107 0718

Vega Technology Limited

维佳科技有限公司

电  话：(852) 2310 1138

传  真：(852) 2310 1138

电  邮：general.cd@vega-global.com

企业资料刊登联络名单

Legato Technologies Limited

电  话：(852) 2861 0009

电  邮：info@legato.co

传  真：(852) 3013 8837

Laputa Technologies Limited

乐普达科技有限公司

电  话：(852) 2328 5505

传  真：(852) 2884 9836

电  邮：marketing@laputatech.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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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软件行业协会（前名为香港软件行业内地合作协会），是一个香港注册的非牟

利团体。协会是由香港一群富有经验、热衷于中国内地市场的信息科技专业人员及企业

家所创办，目标是协助香港软件企业，通过与中国内地企业合作而寻找及发展生意机

会。协会的创办主要是基于相信结合内地的庞大市场与资源能使香港软件行业更能突出

自我优势和得益。

为此，本会订立了以下的目标：

1. 促进软件行业发展并开通内地市场的机会；

2. 加强香港与内地软件行业合作及沟通；

3. 与海外软件行业合作，从而得到更好的资源分配、利益共享及相互增值；

4. 通过国际接触、项目管理技巧、技术才能等交流，令香港及内地软件企业能在生

意发展中相互得益。

香港软件行业协会简介

香港软件行业协会于2013年和2015年分别获得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发展品牌、

升级转型及拓展内销市场的专项基金」（机构支援计划）的第一和第二阶段拨款资助，

主办和推行每阶段为期两年的「中国内地软件市场推广计划」。计划的宗旨是推广「香

港优秀软件品牌」，通过品牌效应提高香港优秀软件和科技企业的吸引力，开拓庞大的

内地市场。

计划内容

推广计划透过举办具规模及品牌的“香港优秀软件展区”，更有效地推广及发挥品

牌效应；

举办研讨会，提供商业配对平台，让参加企业认识更多的潜在投资者、合作伙伴或

客户，找寻商机。

中国内地软件市场推广计划

香港代表团行程2016 数字世界博览会
主办单位

成都市软件行业协会是由成都市从事软件研究、开发、生产、销售，计算机系统集

成、信息技术服务及信息化系统应用，计算机教育和管理工作的单位和个人自愿组成，

经成都市民政局核准登记的非营利性组织。协会接受成都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成都

市民政局的业务指导和监督管理。

协会宗旨：支持成都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产业发展，树立行业品牌，维护企业利

益；促进本地区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企业的交流与协作，实现开发系统化、产品产业

化、管理科学化和经营企业化；促进成都和全国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行业的沟通与发

展；贯彻执行国家、省、市有关行业政策。

协会工作目标：面向政府、企业与社会，发挥政府与企业间的桥梁与纽带作用，成

为成都市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行业的信息交流中心、政策研究中心、经营指导中心、技

术培训中心、科技服务中心。

协会组织机构：协会常设办事机构为协会秘书处，在理事会的领导下由秘书长负责

主持协会的日常管理工作。秘书处下设企业服务部、政务服务部、宣传外协部和综合管

理部。

协会具体工作：

1. 加强本土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企业与国内外企业间产品、服务、技术、商务、资

本、人才的交流与合作，提高企业竞争力。

2. 组织企业参与行业认证、培训、展览、会议等活动；制订行业管理规范、技术标

准；宣传、贯彻、落实软件产业政策。

3. 为企业提供研发技术、优惠政策、项目管理、人力资源等讲座活动，推动产学研

用的紧密结合，促进创新成果的产业化转换。

4. 发挥政府和企业之间的桥梁作用，帮助企业享受产业优惠政策、申报产业扶持项

目。

成都市软件行业协会

服务企业、整合资源、共享信息、树立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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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承担产业分析研究项目，为产业决策献计献策，支持成都市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产业健康、快速发展。

6. 通过协会官方网站（www.cdsia .org.cn）、“天府软件网”（www.tfsv.co

m）、《成都软件》内刊等渠道，传达国家和成都市的最新政策、通知，发布各种行业

动态资讯、商务及人才供求信息等。

推介和评选优秀企业、优秀软件产品和服务项目，协调会员相互间关系，维护会员

的合法权益，协助会员进行市场拓展等工作。

地  址：中国成都市天府大道高新孵化园5号楼112室

电  话：86-28-85335050  69261288

传  真：86-28-85335051

E-mail：cdsia@vip.163.com

网  站：http://www.cdsia.org.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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