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小企業研討會  
「初創企業創科機遇及分享」 

 
近年愈來愈多人選擇創業，特別是跟創新科技互聯網生意有關的業務。是次研討會邀請了香港電商聯

會嘉賓分析香港初創企業在大灣區的發展機遇，特別是創新科技發展方面的機遇。金融初創企業嘉賓

亦會分享其實戰經驗。 
 

詳情 日期：   2019 年 5 月 24 日（星期五） 

時間：   下午 3:30 - 5:00 

地點：   九龍城協調道 3 號工業貿易大樓 13 樓 1301 室  
工業貿易署中小企業支援與諮詢中心 (SUCCESS) 
(請參閱下頁地圖及前往方法) 

語言：   廣東話 

課題：   初創企業創科機遇及分享 

 

 講者：   香港電商聯會 會長 袁念祖先生 

 Transin智慧儲蓄理財平台 行政總裁 劉栢政先生 
(Transin智慧儲蓄理財平台是一間金融科技初創公司，他們為Fintech  
Award 2018 其中一位得奬者。) 

       富成人工智能有限公司 創辦人及行政總監 林苑莉女士 
                                   gini市場總監 方苑瀠女士 

登記辦法 歡迎有興趣人士參加。費用全免。 
 請於 2019 年 5 月 23 日 (星期四 )或之前透過工業貿易署中小企業支援與諮詢中心       

(SUCCESS)網站(www.success.tid.gov.hk)登記，或填妥下列登記表格傳真至 2391 7375，額

滿即止。查詢電話：3403 6111。 

(Ref: 190524V) 【登記表格】       *必須填寫 
姓名*:  

(先生/小姐/女士) 
年齡組別*: □<20 □20-30 □31-40 

□41-50 □51-60 □>60 
電郵*:  電話*:  傳真:  

地址:  
公司:  

身份*: □企業東主（公司成立年份：______；僱員人數：______）  □管理級人員  □業務顧問 
□創業者（計劃成立公司的年份：______）  □學者  □其他 

行業*: □進出口貿易  □批發及零售  □飲食及酒店業  □金融、保險及地產  □商用服務業 
□社區、社會及個人服務業  □製造業  □運輸、倉庫及通訊業  □建造業  □傳媒  □其他 

SUCCESS 本人已經登記成為工業貿易署中小企業支援與諮詢中心(“SUCCESS”)的會員。  □是 □不是 

會員及披露* 本人同意登記成為 SUCCESS 的會員，及接收 SUCCESS 的資訊，例如研討會活動消息、電子通訊等。    

 □同意 □不同意 
 

 本人同意 SUCCESS 向是次活動的合辦機構及講者披露本人的個人資料。  □同意 □不同意 
本表格內提供的個人資料會用於登記上述活動或以電子通訊及電郵通知方式接收 SUCCESS 的活動和服務的消息及最新營商資訊。參加者亦可

到網址 www.success.tid.gov.hk 登記成為 SUCCESS 會員。若閣下不欲再收到 SUCCESS 的資料，可透過電郵(success_seminars@tid.gov.hk)或傳

真至 2391 7375 通知我們，請提供有關電郵地址或傳真號碼，並註明「取消訂閱」。 
有關人士可根據《個人資料(私隱)條例》，要求查閱 SUCCESS 所持有關於他們的個人資料。如需查閱或更改任何已遞交的個人資料，請透過   
電郵(success_seminars@tid.gov.hk)或傳真至 2391 7375 與我們聯絡。 

http://www.success.tid.gov.hk/
http://www.success.tid.gov.hk/
mailto:success_seminars@tid.gov.hk
mailto:success_seminars@tid.gov.hk


如何前往工業貿易署中小企業支援與諮詢中心 (SUCCESS) 

(地址: 香港九龍城協調道 3 號工業貿易大樓 13 樓 1301 室) 

 
圖例 

A – 工業貿易大樓地下入口對出巴士站 

B – 譽．港灣商場門外巴士站  

C – 譽．港灣商場地庫(LG1)小巴站 

D – 越秀廣場門外小巴站 

(落車後請沿彩虹道往太子道東前往 Mikiki 並使用連接 Mikiki 的行人天橋前往工業貿易大樓) 

E – 康強街小巴站 

(落車後請沿康強街前往 Mikiki 並使用連接 Mikiki 的行人天橋前往工業貿易大樓) 

註: 譽．港灣商場一樓設有行人天橋連接工業貿易大樓 

 
如何從主要港鐵站前往工業貿易大樓 

 
港鐵站 路線 下車位置 

九龍灣 / 牛頭角 巴士 1A, 11B, 11D, 14, 15, 16, 
17, 93K, 296C 

A  

彩虹 巴士 26, 27, 42, 213D A 

旺角 / 太子 巴士 1A, 2A, 13D, 24, 93K, 95, 
98C, 296C, 796C 

B 

九龍塘 小巴 25B C 

鑽石山 小巴 70, 70A D 

黃大仙 小巴 20M E 
 

D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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