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请即发布︰ 

第 12 届亚洲金融论坛月中举行 
共建可持续与共融的未来 

2019 年 1 月 3 日 – 由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及香港贸易发展局(香港贸发局)主办的第 12 届亚洲金融论坛，

将于 1 月 14 及 15 日(星期一及星期二)，在湾仔香港会议展览中心举行。今届论坛主题为「共建可持续

与共融的未来」，将邀请超过 120 位来自世界各地的重量级财金官员、商界领袖、金融翘楚及投资者，

多角度剖析最新环球经济热话，发掘新机遇。除了备受关注的两场专题午餐论坛，今届论坛新增四场

专题讨论环节，藉以涉猎更为广泛的范畴及议题。此外，论坛亦迎合市场需求，特别新增「金融科技

专区」，让一众国际级金融机构及科技公司即场向业界展示旗下创新应用方案，鼓励业界利用新科技，

加强竞争力，达至可持续与共融发展的目标。 

亚洲金融论坛策划委员会主席、汇丰香港区行政总裁施颖茵表示︰「亚洲金融论坛是每年年初的财经

界盛事。过去一段时间，亚太区经济增长稳健，但发展势头能否持续，还看创新能力和各界通力合作

的决心。今年的论坛聚焦金融及投资界一直关注的热门议题，包括金融创新、科技与持续发展，以及

创业能力，这些都是香港经济的增长动力。论坛集合环球政经领袖，定能增加与会者对环球形势的见

解，帮助他们在新的一年作出更精明的决策。」 

共建可持续与共融的未来：机遇与挑战 

论坛首天早上的主题演讲围绕今届论坛主题「共建可持续与共融的未来」，探讨当中机遇与挑战，香

港特别行政区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刘怡翔将担任论坛主持，星级讲者包括爱尔兰财政部国务部长麦

克尔．达西 (Michael D’Arcy)、卢森堡财政部长皮埃尔‧格拉美亚 (Pierre Gramegna)、马来西亚财政部长

林冠英(Lim Guan Eng)及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副主席王兆星，他们将探讨在环球众多机遇和挑

战下，如何推动经济持续发展，建立更美好的未来。 

环球局势瞬息万变，牵动着环球经济及金融市场，接着的讨论环节将会以「掌握 2019 年的环球金融风

险和机遇」为题，由香港金融管理局副总裁余伟文主持，请来德意志联邦银行执行委员会委员 Burkhard 

Balz、法国中央银行第一副行长薄丹尼(Dennis Beau) 、迪拜金融服务局主席赛义卜‧艾格纳 (Saeb Eigner)

及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行长及董事会主席金立群分享他们对环球市场及金融政策的看法。 

新设四场专题讨论 覆盖环球新经济投资及金融创新 

今届论坛新增四场专题讨论环节，议题分别为「环球新经济投资」、「金融创新」、「初创企业和创

新精神」及「『一带一路』下的风险管理」。当中，「环球新经济投资」环节将邀请来自银行和金融

服务界别的多位领导层，讲述在初创企业急速发展的新经济及以技术为基础的企业共同发展下，不断

变化的金融格局所面对的投资风险与机遇，演讲嘉宾包括：Easa Saleh Al Gurg Group LLC 董事总经理拉贾

‧伊萨‧古尔格 (Raja Easa Al Gurg)、罗兵咸永道亚太及大中华区主席赵柏基、安盛集团董事会非执行董



 
 

 

事长德尼‧杜威 (Denis Duverne)、汇丰控股有限公司集团行政总裁范宁 (John Flint)、三菱 UFJ 金融集团

总裁兼首席执行官平野信行 (Nobuyuki Hirano)及苏黎世保险集团董事长李铭思 (Michel M. Liès) 。 

金融科技正在全球迅速改变实体经济和金融界别，势必推动金融改革，全面实现可持续发展。金融创

新讨论环节邀请 Digital Asset 业务发展总监彻驰 (Chris Church)、印度尼西亚 Mandiri Capital 行政总裁 Eddi 

Danusaputro、点融董事长兼创始人苏海德(Soul Htite)、友邦保险控股有限公司集团首席数码总监岩瀬大

辅 (Daisuke Iwase)及 TNG金融科技集团创始人兼主席江庆恩，重点讨论金融科技趋势及监管问题。 

另外两场专题讨论分别以「初创企业和创业精神」，以及「『一带一路』下的风险管理」为焦点，主

要讲者包括极飞科技有限公司联合创始人兼副总裁龚槚钦博士、启明创投主管合伙人梁颖宇、小 i 机器

人创始人兼董事长袁辉、渣打银行(香港)有限公司大中华暨北亚区企业融资部主管兼董事总经理 Peter 

Burnet 及瑞士再保险亚洲区总裁及集团执行委员会委员彭凯彤 (Jayne Plunkett)，分享有关议题的真知灼

见。 

世银前行长佐利克分享对中美贸易见解 分析环球经济趋势 

今届论坛首天专题午餐会的演讲嘉宾，为世界银行前行长罗拔‧佐利克 (Robert Zoellick)。经济外交出身

的佐利克，早年已在中美关系中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在出任世银行长期间，他更与国务院发展研

究中心携手研究如何拉动中国内地经济发展，对环球经济形势及中国内地改革开放四十年发展有深刻

见解。近月社会各界正密切关注中美贸易关系往后发展去向，佐利克将会分享他对中美贸易关系的见

解，并就当前全球经济趋势及长期前景提供分析，亦会解构金融界如何面对创新，达至「更可持续发

展模式」等热门议题。佐利克更会和与会人士互动交流，即场解答提问。   

新增设金融科技专区 即场展示创新应用方案 

香港贸发局助理总裁梁国浩表示︰「我们期望亚洲金融论坛可以继续推广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及平

台的优势，吸引世界各地的业界来到香港寻找投资机会、潜在投资者和融资伙伴，携手探索更多新机

遇，利用金融作为工具，共建可持续与共融的未来。」 

他解释指，透过发展绿色金融、强化风险管理以及充分把创新及科技融入金融及其他不同行业，都有

助市场达至可持续发展，为了让与会人士快人一步捕捉金融科技所带来的机遇，今年我们加强创新及

科技内容，请来多位金融科技的专家，讲解各个与金融科技及商界有密切关系的热门议题。 

此外，今届论坛特别新增「金融科技专区」(FinTech Showcase)，让一众国际级金融机构及科技公司即

场向业界展示旗下创新应用方案，包括 AlphaPoint、汇丰银行、三菱 UFJ 金融集团、日本电气香港有限

公司(NEC)、Prime Trust、罗兵咸永道、TNG 金融科技集团，以及来自中国内地的第四范式、北京旷视科

技、数联铭品、中金支付及宇信科技等，务求令业界利用新科技，加强竞争力之余，亦可提升营运效

益，以面对全新的经济形势。 

 



 
 

 

「创新对话」载誉重来 探讨多个金融科技议题 

上届新增的「创新对话」(InnoTalks) 环节亦会载誉重来，论坛第二天设有多场「创新对话」系列工作

坊，继续探讨一系列与金融界息息相关的科技议题，包括金融监管科技及保险科技、大湾区金融发展、

金融创新文化转型、金融科技如何支持中小企业、区块链与网络安全，以及科技在资产管理的运用等，

知名讲者包括微软全球资深副总裁、大中华区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柯睿杰、中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副

董事长及总经理屠光绍、Visa 大中华区总裁于雪莉等，全面让业界掌握金融创新技术发展以提升竞争

力，面对全新的经济形势。 

香港金融发展局再度赞助论坛第二天的专题早餐会，主题为「香港在多变国际贸易格局下的角色」，

由香港金融发展局主席李律仁担任主持，联同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腾华、冯氏集团主席冯国经博

士、渣打银行大中华及北亚地区行政总裁兼零售银行业务及财富管理业务行政总裁洪丕正，以及港美

商务委员会港方主席兼国泰航空公司主席史乐山。中美贸易战加上英国脱欧安排引发的角力，将为未

来全球增长带来变量，讲者将一同探讨在近期经济及地缘发展下，金融业的机遇与风险，以及香港如

何维持领先的国际金融中心地位。 

论坛第二天的专题午餐会，请来 April Worldwide 创始人、顾问及投资人兼世界经济论坛全球青年领袖共

享经济工作组组长艾普‧云妮 (April Rinne) 讲解共享经济的最新发展，业界在如何从对点贷款或保险、

众筹和社会设施支付等金融渠道，发挥共享经济的力量，提升竞争力和成本效益，创造一个可持续发

展的金融环境。 

 

AFF Deal Flow 环球投资项目对接会 促成合作扶持初创 

亚洲金融论坛多年来不但汇聚金融及商界精英翘楚，对经济前景和投资机遇各抒己见，同时亦是投资

者和项目持有人磋商实质合作的平台。论坛再度与香港创业及私募投资协会合办 AFF Deal Flow 环球投

资项目对接会，为项目持有人及投资者提供一对一的配对服务，其中涉及超过 500 个投资项目，涵盖

的行业包括生产及环保科技、金融科技、数码科技、医疗科技、基建及房地产、教育、环保及能源及

农业等，预期将会安排超过 700 场一对一投资项目对接会。 

上届新增的 InnoVenture 专区亦将会继续举行，专区规模增加近一倍，并引入新元素，让初创企业联系

国际投资者及潜在伙伴，全方位支持初创企业发展。专区继续获得 60位创投导师、支持机构和合作伙

伴的支持，新增的海外伙伴来自德国、新加坡、南韩、美国等地区，届时亲临现场与初创企业会面。

此外，约 50间初创企业将以展览形式于初创专区展示产品及理念，而行业专家将于创业诊所为个别企

业分享营商秘诀，解答业务发展上的各种问题。 

科技发展一日千里，要与时并进就要抓住科技带来的机遇，「炉边谈话」将请来 500 Startups 合伙人章

浩初及香港区块链协会创始人兼共同主席梁捷扬等，与香港、美国及德国等地区的业界先锋分享经验，

就人工智能、区块链科技的应用、金融监管科技、生物科技、医疗科技等议题分享行业走势及提供成



 
 

 

功创业的实用意见。另外，初创企业更可透过「与投资者会面」的环节，与商业伙伴进行单对单会议，

向潜在投资者表达融资需求，全方位协助不同界别把握新机遇。香港贸发局将继续与国际金融公司(IFC)

合办的工作坊，讨论投资在亚洲企业家及初创企业的议题，探讨甚么技术及应用最能牵引区内投资者，

以及亚洲企业家和初创企业如何使用最佳方法吸引融资和探索跨境机遇。 

亚洲金融论坛网页︰http://www.asianfinancialforum.com/tc 

论坛议程︰http://www.hktdc.com/ncs/aff2019/tc/s/programme.html 

论坛讲者名单︰http://www.hktdc.com/ncs/aff2019/tc/s/speakers.html 

 

如欲邀约论坛嘉宾讲者进行访问，请下载表格(https://bit.ly/2PB3VB2)，填妥并于 2019 年 1 月 4 日或以

前，电邮至 sunny.sl.ng@hktdc.org，将有专人联络跟进。 

 

图片下载︰https://bit.ly/2GPkb2k 

 

(左起) 香港创业及私募投资协会执行董事及创投委员会联席

主席邱达根、香港贸发局助理总裁梁国浩、亚洲金融论坛策

划委员会主席施颖茵及罗兵咸永道中国金融业管理咨询主管

合伙人张立钧，在今天举行的记者会上介绍今届亚洲金融论

坛精彩内容。 

 

亚洲金融论坛策划委员会主席、汇丰香港区行政总裁施颖茵

表示，今年亚洲金融论坛聚焦金融及投资界一直关注的热门

议题，包括金融创新、科技与持续发展，以及创业能力，这

些都是香港经济的增长动力。 

 

香港贸发局助理总裁梁国浩期望，亚洲金融论坛可以继续推

广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及平台的优势，吸引世界各地的业

界来到香港寻找投资机会、潜在投资者和融资伙伴，携手探

索更多新机遇。 

http://www.asianfinancialforum.com/tc
http://www.hktdc.com/ncs/aff2019/tc/s/programme.html
http://www.hktdc.com/ncs/aff2019/tc/s/speakers.html
https://bit.ly/2PB3VB2
mailto:sunny.sl.ng@hktdc.org
https://bit.ly/2GPkb2k


 
 

 

 

香港创业及私募投资协会执行董事及创投委员会联席主席、

慧科资本联合创办人及董事总经理邱达根在记者会上介绍，

香港创业及私募投资协会将与香港贸发局合办 AFF Deal Flow

环球投资项目对接会，为项目持有人及投资者提供一对一的

配对服务。 

 

罗兵咸永道连续四届为论坛知识伙伴，其中国金融业管理咨

询主管合伙人张立钧在记者会上分享可持续发展、金融创新

及初创企业的最新趋势。 

 

由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及香港贸易发展局(香港贸发局)主办的

第 12 届亚洲金融论坛，将于 2019 年 1 月 14及 15 日(星期一及

星期二)，于湾仔香港会议展览中心隆重举行，主题为「共建

可持续与共融的未来」。图为 2018 年初举行的第 11 届亚洲金

融论坛盛况。 

传媒查询︰ 

新闻界如有查询，请联络香港贸发局传讯及公共事务部： 

吴兆伦      电话：(852) 2584 4357           电邮：sunny.sl.ng@hktdc.org 

何森源           电话：(852) 2584 4569            电邮：sam.sy.ho@hktdc.org  

香港贸发局新闻中心︰http://mediaroom.hktdc.com/tc 

 

香港贸易发展局简介 

香港贸易发展局（香港贸发局）成立于 1966 年，是致力为香港商界创造机遇的法定机构，在世界各地

设有 50 个办事处，其中 13 个在中国内地，推广香港作为通往中国内地、亚洲，以至世界各地的营商平

台。香港贸发局与商界同行逾 50 载，通过举办国际展览会和会议，以及商贸考察团，协助企业尤其是

中小企业拓展内地及环球市场。此外，香港贸发局透过产品杂志、研究报告，以及包括新闻中心在内

的 数 码 平 台 ， 发 布 最 新 的 市 场 和 产 品 信 息 。 有 关 香 港 贸 发 局 的 其 他 信 息 ， 请 浏 览

www.hktdc.com/aboutus/tc 。请关注我们的 @香港贸发局 @香港贸发局时尚生活 @香港商贸通 香港

贸发局 请订阅香港贸发局   

mailto:sunny.sl.ng@hktdc.org
mailto:sam.sy.ho@hktdc.org
http://mediaroom.hktdc.com/tc
http://aboutus.hktdc.com/tc/#global-network
http://www.hktdc.com/info/trade-events/EX/tc/%25E5%25B1%2595%25E8%25A6%25BD%25E4%25BA%258B%25E5%258B%2599.htm
http://www.hktdc.com/info/trade-events/ci/TDCWORLD-upcoming/tc/%25E9%25A6%2599%25E6%25B8%25AF%25E8%25B2%25BF%25E7%2599%25BC%25E5%25B1%2580%25E6%2596%25BC%25E6%25B5%25B7%25E5%25A4%2596%25E8%2588%2589%25E8%25BE%25A6%25E7%259A%2584%25E5%2595%2586%25E8%25B2%25BF%25E6%25B4%25BB%25E5%258B%2595.htm
http://www.hktdc.com/mis/pm/tc/HKTDC-Product-Magazines--TC-.html
http://research.hktdc.com/tc/
http://mediaroom.hktdc.com/tc
http://www.hktdc.com/tc/
http://aboutus.hktdc.com/tc/#home

