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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獲延續「人才企業」資格的「一般企業」名單（2020-22） 

 

亞洲實業（香港）物流有限公司  

領峰貴金屬有限公司  

adidas Hong Kong Limited  

AEON信貸財務（亞洲）有限公司  

ALF Retail Hong Kong Limited (Marks and Spencer)  

天使美容有限公司  

天使化粧品國際有限公司  

蘋果迷你倉  

機場保安有限公司  

安盛  

碧瑤綠色集團有限公司  

百特醫療用品有限公司  

百麗環球（人才管理）有限公司  

利基控股有限公司  

開利（香港）有限公司  

時富金融服務集團有限公司  

國泰航空飲食服務（香港）有限公司  

致富集團有限公司  

中國飛機服務有限公司  

中國光大控股有限公司  

中國移動國際有限公司  

香港中國旅行社有限公司  

建業建築有限公司  

集寶香港有限公司  

中信泰富有限公司  

中信國際電訊集團有限公司  

城市服務集團有限公司  

香港港麗酒店  

CosMax Group  

嘉栢集團  

香港九龍東皇冠假日酒店  

香港移動通訊有限公司  

大新金融集團有限公司  

Dr. Kong Footcare Limited  

香港寶嘉建築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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旗鋒貨運有限公司  

eprint 集團有限公司  

香港環境資源管理顧問有限公司  

Esri 中國（香港）有限公司  

光大新鴻基  

華敦國際集團有限公司  

大快活集團有限公司  

菲仕蘭（香港）有限公司  

豐盛創建控股有限公司  

富邦銀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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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恒基兆業地產集團成員公司）  

君御物業管理有限公司  

青洲英坭有限公司  

佳定物業管理有限公司  

恒隆地產  

夏利文物業管理有限公司  

草姬國際有限公司  

香港寬頻科技有限公司  

香港興業國際集團有限公司  

香港味千有限公司  

香港航空地面服務有限公司  

香港會議展覽中心（管理）有限公司  

香港國際貨櫃碼頭有限公司  

盈健醫療  

英格蜜兒  

海景嘉福酒店  

ISG Asia (Hong Kong) Limited  

怡中航空服務集團  

劍虹地基有限公司  

嘉華國際集團有限公司  

毅力醫護健康集團有限公司  

僑樂服務管理有限公司  

九龍建業有限公司  

如心酒店管理有限公司  

連卡佛（香港）有限公司  

立基國際集團  

羅氏集團  

萊爾斯丹控股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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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錦記有限公司  

力佳工程有限公司  

能益有限公司  

祥益地產代理有限公司  

馬哥孛羅香港酒店  

宏力保安服務有限公司（恒基兆業地產集團成員公司）  

微軟香港有限公司  

名唐展覽集團  

現代貨箱碼頭有限公司  

MTM Lab Japan Limited  

株式会社三菱 UFJ 銀行  

Multisoft Limited  

南豐物業管理 - 漢興企業有限公司  

南豐物業管理 - 民亮發展有限公司  

南豐物業管理 - 新卓管理有限公司  

南豐物業管理 - 萬寶物業管理有限公司  

新中國洗衣有限公司  

新世界第一渡輪服務有限公司  

昂坪 360有限公司  

日清食品集團（香港）  

新域風險服務集團有限公司  

美國如新企業香港分公司  

O'Farm 有機店  

ONYX Hospitality Group  

Ovolo Group Limited  

牛津大學出版社（中國）有限公司  

泛亞太平洋航空服務有限公司  

大眾控股有限公司  

Pret A Manger (Hong Kong) Limited  

太子酒店  

Ralph Lauren Asia Pacific Limited  

盈電工程有限公司  

帝譽服務有限公司  

新輝建築有限公司  

第一太平戴維斯物業管理有限公司  

斯堪尼亞（香港）有限公司  

迅達升降機（香港）有限公司  

信和酒店  

Sir Hudson International Ltd.  

數碼通電訊集團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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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a Collection Group  

博藝體運有限公司  

Starbucks Hong Kong  

創基工程有限公司  

太古可口可樂香港  

太古資源有限公司  

亞洲國際餐飲集團有限公司  

Tata Consultancy Services Limited  

東亞銀行有限公司  

銅鑼灣利景酒店  

鷹君物業管理有限公司 - 朗豪坊  

永安百貨有限公司  

香港商貿港有限公司  

翠華餐廳  

TÜ V Rheinland Hong Kong Limited  

United Asia Finance Limited  

奧思集團有限公司  

和心有限公司  

縱橫遊控股有限公司  

惠氏營養品香港  

吉野家快餐（香港）有限公司  

仁孚行有限公司  

（以機構英文名稱排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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獲延續「人才企業」資格的「中小企」名單（2020-22） 

 

科文實業有限公司  

Achiever Technology Limited  

安普市場拓展有限公司  

Adsmart (Hong Kong) Limited  

超越顧問集團有限公司  

現時設計有限公司  

智心專業護膚有限公司  

香港安斯泰來製藥有限公司  

美容集顧問有限公司  

白蘭氏三得利（香港）有限公司  

邱在光合伙會計師行有限公司  

CANA Elite Education Centre  

世紀 21富山地產  

世紀建業（集團）有限公司  

中國新永安期貨有限公司  

施特偉科技（中國）有限公司  

思傑牙科醫療集團  

COFFEE Lover Limited  

康栢會計師事務所有限公司  

永葉建設有限公司  

輝域電機亞洲（香港）有限公司  

富士施樂遠東有限公司  

滿屋世界國際有限公司  

未來照明有限公司  

加多利會計師事務所有限公司  

香港金盛貴金屬有限公司  

緯絡活動策劃顧問有限公司  

尊家管業有限公司（恒基兆業地產集團成員公司）  

恆基工程服務有限公司  

敍資有限公司  

康和堂藥業有限公司  

香港空氣淨化器中心  

康樂園護老中心有限公司  

康業物業代理有限公司  

互動教育  

新發現香港媒體有限公司  

國際康體專才培訓學院  

翰汶物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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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達科技集團有限公司  

仁達市場拓展有限公司  

嘉雯美容護膚中心有限公司  

嘉誠管理顧問有限公司  

周堅如會計師行  

天嵐國際發展有限公司  

拉斐特  

林淦生醫藥研究院有限公司  

新里程國際有限公司  

動學人生有限公司  

Link-Pro CPA Limited  

龍企咨詢有限公司  

壹清潔環境服務有限公司  

麥文記麵家  

駿億環球商貿有限公司  

MEG Limited  

日本命力  

新城市清潔服務有限公司  

天下網絡有限公司  

樂寶健康有限公司  

映物誌（香港）有限公司  

筆克主建集團有限公司  

PLH Fashion Group Limited  

利嘉國際航運有限公司  

皇家國際教育學院  

駿宏企業有限公司  

新達化工有限公司  

泗和棧石油工程有限公司  

德福護老中心  

The Interact Group Limited  

星影匯  

淽殷集團有限公司  

通域存網  

超敏科技有限公司  

天壐集團有限公司  

香港網庫有限公司  

永光（合作）有限公司  

頤和園護老中心（紅磡）  

頤和園護老中心有限公司  

（以機構英文名稱排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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獲延續「人才企業」資格的 

「政府部門、公營機構及非政府機構」名單（2020-22） 

 

香港機場管理局  

屋宇署  

政府統計處  

基督教家庭服務中心  

民眾安全服務隊  

民航處  

公司註冊處  

香港海關  

渠務署  

機電工程署  

環境保護署  

地產代理監管局  

港專機構有限公司  

香港職工會聯盟  

香港職業發展服務處有限公司  

香港考試及評核局   

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  

香港家庭福利會  

香港房屋委員會  

香港房屋協會  

香港天文台  

香港貿易發展局  

香港基督教女青年會  

醫院管理局  

入境事務處  

廉政公署  

葵協社區教育拓展中心  

港鐵公司  

新界社團聯會再培訓中心  

通訊事務管理局辦公室  

政府資訊科技總監辦公室  

規劃署  

肺塵埃沉着病補償基金委員會  

香港個人資料私隱專員公署  

差餉物業估價署  

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  

長者安居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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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中文大學  

城景國際  

香港教育大學  

香港演藝學院  

香港中華煤氣有限公司  

香港賽馬會  

香港按揭證券有限公司  

香港理工大學  

香港電燈有限公司  

香港善導會  

東華學院  

東華三院  

市區重建局  

仁愛堂社會服務科  

（以機構英文名稱排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