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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获延续「人才企业」资格的「一般企业」名单（2020-22） 

 

亚洲实业（香港）物流有限公司  

领峰贵金属有限公司  

adidas Hong Kong Limited  

AEON 信贷财务（亚洲）有限公司  

ALF Retail Hong Kong Limited (Marks and Spencer)  

天使美容有限公司  

天使化妆品国际有限公司  

苹果迷你仓  

机场保安有限公司  

安盛  

碧瑶绿色集团有限公司  

百特医疗用品有限公司  

百丽环球（人才管理）有限公司  

利基控股有限公司  

开利（香港）有限公司  

时富金融服务集团有限公司  

国泰航空饮食服务（香港）有限公司  

致富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飞机服务有限公司  

中国光大控股有限公司  

中国移动国际有限公司  

香港中国旅行社有限公司  

建业建筑有限公司  

集宝香港有限公司  

中信泰富有限公司  

中信国际电讯集团有限公司  

城市服务集团有限公司  

香港港丽酒店  

CosMax Group  

嘉栢集团  

香港九龙东皇冠假日酒店  

香港移动通讯有限公司  

大新金融集团有限公司  

Dr. Kong Footcare Limited  

香港宝嘉建筑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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旗锋货运有限公司  

eprint 集团有限公司  

香港环境资源管理顾问有限公司  

Esri 中国（香港）有限公司  

光大新鸿基  

华敦国际集团有限公司  

大快活集团有限公司  

菲仕兰（香港）有限公司  

丰盛创建控股有限公司  

富邦银行（香港）有限公司  

港威酒店  

佐丹奴有限公司  

冠威管理有限公司（恒基兆业地产集团成员公司）  

君御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青洲英坭有限公司  

佳定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恒隆地产  

夏利文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草姬国际有限公司  

香港宽带科技有限公司  

香港兴业国际集团有限公司  

香港味千有限公司  

香港航空地面服务有限公司  

香港会议展览中心（管理）有限公司  

香港国际货柜码头有限公司  

盈健医疗  

英格蜜儿  

海景嘉福酒店  

ISG Asia (Hong Kong) Limited  

怡中航空服务集团  

剑虹地基有限公司  

嘉华国际集团有限公司  

毅力医护健康集团有限公司  

侨乐服务管理有限公司  

九龙建业有限公司  

如心酒店管理有限公司  

连卡佛（香港）有限公司  

立基国际集团  

罗氏集团  

莱尔斯丹控股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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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锦记有限公司  

力佳工程有限公司  

能益有限公司  

祥益地产代理有限公司  

马哥孛罗香港酒店  

宏力保安服务有限公司（恒基兆业地产集团成员公司）  

微软香港有限公司  

名唐展览集团  

现代货箱码头有限公司  

MTM Lab Japan Limited  

株式会社三菱 UFJ 银行  

Multisoft Limited  

南丰物业管理 - 汉兴企业有限公司  

南丰物业管理 - 民亮发展有限公司  

南丰物业管理 - 新卓管理有限公司  

南丰物业管理 - 万宝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新中国洗衣有限公司  

新世界第一渡轮服务有限公司  

昂坪 360 有限公司  

日清食品集团（香港）  

新域风险服务集团有限公司  

美国如新企业香港分公司  

O'Farm 有机店  

ONYX Hospitality Group  

Ovolo Group Limited  

牛津大学出版社（中国）有限公司  

泛亚太平洋航空服务有限公司  

大众控股有限公司  

Pret A Manger (Hong Kong) Limited  

太子酒店  

Ralph Lauren Asia Pacific Limited  

盈电工程有限公司  

帝誉服务有限公司  

新辉建筑有限公司  

第一太平戴维斯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斯堪尼亚（香港）有限公司  

迅达升降机（香港）有限公司  

信和酒店  

Sir Hudson International Ltd.  

数码通电讯集团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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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a Collection Group  

博艺体运有限公司  

Starbucks Hong Kong  

创基工程有限公司  

太古可口可乐香港  

太古资源有限公司  

亚洲国际餐饮集团有限公司  

Tata Consultancy Services Limited  

东亚银行有限公司  

铜锣湾利景酒店  

鹰君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 朗豪坊  

永安百货有限公司  

香港商贸港有限公司  

翠华餐厅  

TÜ V Rheinland Hong Kong Limited  

United Asia Finance Limited  

奥思集团有限公司  

和心有限公司  

纵横游控股有限公司  

惠氏营养品香港  

吉野家快餐（香港）有限公司  

仁孚行有限公司  

（以机构英文名称排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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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延续「人才企业」资格的「中小企」名单（2020-22） 

 

科文实业有限公司  

Achiever Technology Limited  

安普市场拓展有限公司  

Adsmart (Hong Kong) Limited  

超越顾问集团有限公司  

现时设计有限公司  

智心专业护肤有限公司  

香港安斯泰来制药有限公司  

美容集顾问有限公司  

白兰氏三得利（香港）有限公司  

邱在光合伙会计师行有限公司  

CANA Elite Education Centre  

世纪 21 富山地产  

世纪建业（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新永安期货有限公司  

施特伟科技（中国）有限公司  

思杰牙科医疗集团  

COFFEE Lover Limited  

康栢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永叶建设有限公司  

辉域电机亚洲（香港）有限公司  

富士施乐远东有限公司  

满屋世界国际有限公司  

未来照明有限公司  

加多利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香港金盛贵金属有限公司  

纬络活动策划顾问有限公司  

尊家管业有限公司（恒基兆业地产集团成员公司）  

恒基工程服务有限公司  

叙资有限公司  

康和堂药业有限公司  

香港空气净化器中心  

康乐园护老中心有限公司  

康业物业代理有限公司  

互动教育  

新发现香港媒体有限公司  

国际康体专才培训学院  

翰汶物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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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达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仁达市场拓展有限公司  

嘉雯美容护肤中心有限公司  

嘉诚管理顾问有限公司  

周坚如会计师行  

天岚国际发展有限公司  

拉斐特  

林淦生医药研究院有限公司  

新里程国际有限公司  

动学人生有限公司  

Link-Pro CPA Limited  

龙企咨询有限公司  

壹清洁环境服务有限公司  

麦文记面家  

骏亿环球商贸有限公司  

MEG Limited  

日本命力  

新城市清洁服务有限公司  

天下网络有限公司  

乐宝健康有限公司  

映物志（香港）有限公司  

笔克主建集团有限公司  

PLH Fashion Group Limited  

利嘉国际航运有限公司  

皇家国际教育学院  

骏宏企业有限公司  

新达化工有限公司  

泗和栈石油工程有限公司  

德福护老中心  

The Interact Group Limited  

星影汇  

淽殷集团有限公司  

通域存网  

超敏科技有限公司  

天壐集团有限公司  

香港网库有限公司  

永光（合作）有限公司  

颐和园护老中心（红磡）  

颐和园护老中心有限公司  

（以机构英文名称排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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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延续「人才企业」资格的 

「政府部门、公营机构及非政府机构」名单（2020-22） 

 

香港机场管理局  

屋宇署  

政府统计处  

基督教家庭服务中心  

民众安全服务队  

民航处  

公司注册处  

香港海关  

渠务署  

机电工程署  

环境保护署  

地产代理监管局  

港专机构有限公司  

香港职工会联盟  

香港职业发展服务处有限公司  

香港考试及评核局   

香港交易及结算所有限公司  

香港家庭福利会  

香港房屋委员会  

香港房屋协会  

香港天文台  

香港贸易发展局  

香港基督教女青年会  

医院管理局  

入境事务处  

廉政公署  

葵协社区教育拓展中心  

港铁公司  

新界社团联会再培训中心  

通讯事务管理局办公室  

政府资讯科技总监办公室  

规划署  

肺尘埃沉着病补偿基金委员会  

香港个人资料私隐专员公署  

差饷物业估价署  

证券及期货事务监察委员会  

长者安居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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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中文大学  

城景国际  

香港教育大学  

香港演艺学院  

香港中华煤气有限公司  

香港赛马会  

香港按揭证券有限公司  

香港理工大学  

香港电灯有限公司  

香港善导会  

东华学院  

东华三院  

市区重建局  

仁爱堂社会服务科  

（以机构英文名称排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